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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 缘起

物质文明虽然不断发展，但人类面对的困厄及苦恼并未因而减少。随着对物质

文明的追求愈多，人类心灵的空虚与迷惘反而相应增加，这说明了近年探求佛法，

希望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人类存在价值以至生命趣向的有志之士日益增加的原因。

大乘佛学在印度以空有两大系统为主，传播到中国后曾经出现八宗并峙的昌盛

局面，但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能用在追寻人生

哲理甚至宗教实践的时间相应减少，更不可能寻章摘句地研究佛学中各宗派的异同

以至何者适合自己。故近代大德如欧阳竟无大师、太虚大师、韩清净老居士、罗时

宪宗师均提出慈氏宗、慈氏学以作为统摄全体大乘佛学的简捷可行的研究方法。

所谓“慈氏”，乃梵语“弥勒”Maitreya 之意译。慈氏（弥勒）是未来佛，即

娑婆世界的未来教主；当代佛学宗师罗时宪先生、印顺长老及宇井伯寿教授等海内

外多位专家，则考证得除佛教经典中的未来佛外，古印度史上确有以弥勒为名的论

师/瑜伽师，甚至不止一人。这些欣慕弥勒，以之为名的论师/瑜伽师活跃于公元四、

五世纪间，以唯识思想贯通佛家各种修道次第，授徒无著论师，无著论师修习瑜伽

止观有成，感通兜率内院慈氏 (弥勒) 世尊，传出《瑜伽师地》等五部大论，无著

再传其弟世亲论师。其学说风行印度，时人称之为“瑜伽行派”，即今之“慈氏学”。

我国文化交流先锋玄奘大师，历尽艰辛前往印度，主要修学者即为慈氏学。大师回

国后，即译述相关经论，将慈氏学发扬光大。

早期译传中国、作者以慈氏（弥勒）为名的论典如《瑜伽师地论》等，以阐扬

大乘有宗义理为主； 后期译传西藏、作者以慈氏（弥勒）为名的论典如《现观庄严

论》等，则以阐扬大乘空宗义理为主，故慈氏之学实不能单纯称为“唯识学”，而

是融合大乘空有两大系统，兼苞理论与实践的显学，博大精深，切实可行，影响印

度、汉地、藏地以至日、韩等地的佛家各种主要思想、信仰以至修行方法，至深至

巨。

近年研究慈氏学者亦与日俱增，成为学界风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故今日提

倡探究慈氏学，实为对大乘佛法单刀直入、掌握骊珠的快捷方式。慈氏学会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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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一群信仰大乘佛法、欣慕慈氏学风的有志之士于 2003 年发起，希望带动有共

同兴趣、志向的人士一起学习、弘扬 “慈氏学”的非牟利、学术性团体。继而于 2009

年创立慈氏文教基金，宣讲慈宗学说，培养人才。

本会王联章导师个人率先把每年相当部分收入拨捐基金，主要成绩和方向包括：

捐建海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寺院、佛学院的 33 家慈氏图书馆，设立奖学金赞助

博士、博士后研究，出版慈宗要籍/学术丛书；同时在内地超过十所高等院校以客座教

授身份义务授课，并于海内外举办多次免费的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班/进修班等佛学

课程，接引广大青年探求佛法与人生智慧。

2013 年 8 月为庆祝慈氏学会(香港)成立十周年，缅怀中印古今思想巨人的伟大贡献，

发挥慈宗学说在净化人心、和谐社会、提升精神质量、促进伦理道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于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2016 年 3 月，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

节，开展一系列慈宗讲经交流、书画展览和文艺演出活动，鼓励青年人学习优秀佛教文化，

提升精神质量。2018 年 3 月，为庆祝慈氏学会(香港)成立十五周年暨罗时宪宗师上生二

十五周年，慈氏学会(香港)/慈氏文教基金将于香港北角青年协会大厦举办第一届慈宗青

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广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斯里兰

卡、不丹、泰国、马来西亚、日本、欧美等国际著名专家教授、佛教团体青年领袖精英齐

集一堂，交流一带一路文化，弘扬玄奘精神与风骨，传播中华文化之精粹，共同探讨弘扬

慈氏之学。同时，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即将于 2019 年 5 月在香港举办第一届慈

氏学青年师资(香港)普通话/广东话(双语)进修营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慈文

共赏》中英文征文比赛颁奖典礼。欢迎各界友好学人随喜参听，共结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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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王联章导师简介

王联章导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

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扬州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北京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中国佛学院/杭州佛学院/四川

尼众佛学院等客座教授；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慈氏学会（香港）导师。

成立慈氏学会 (香港) 15 年来，王联章导师已在海内外捐书设立“慈氏图书馆”

33 间，出版“慈氏学丛书”及慈宗修学要籍等共 16 种；担任第一届 (2018) 慈宗国

际学术论坛、第一届 (2016) 慈宗青年文化节、第一届 (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

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筹委会主席，主持 72 钜册的《唯识文献全编》、《太虚大师

遗墨》、2014/2015 年《慈氏学研究》双年刊 (简体字版) 、2016/2017 年《慈氏学

研究》双年刊、《瑜伽论研究译文集》等编辑工作。

2018 年 4 月将正式启动《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的出版项目，旨在整理出历史

上较完善的汉文佛典，并将收录有汉译以来的重要佛学著述，并提供现代语译、注

释，培养慈宗传道人才，接引有识之士，匡扶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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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Andrew Luen-cheung Wong, being Visiting Professor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Sichuan University/Shandong Universit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Shenzhen University/Yangzhou

University/Xizang Minzu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Zhejiang

University/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ingbo University/The Chinese Buddhist

Academy/Hangzhou Buddhist Academy/ Sichuan Buddhist Academy for Nuns, Chairman,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Founder, Principal and Men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His achievement includes: setting up 33 Maitreya libraries on Mainland China and overseas ;

published 16 books including daily practice manuals of Maitreya Studies; acted as Chairmen,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Fir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2013, First

Maitreya Youth Cultural Festival 2016, First Youth Forum &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2018, Chief Editor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Vijñaptimātra

Literature of 72 volumes,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by Master Tai Hsu , Biennial Journal of

Maitreya Studies 2014/2015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Biennial Journal of

Maitreya Studies 2016/2017,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Yogacara-bhumi-

satra.Commencing April, 2018, he will initiate Modern Textbook for Chinese Tripitaka project,

an open online public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of the best editions, with modern Chinese

illustration and 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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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慈氏学会（香港）王联章导师 2018─2019 年各地讲学一览表

Lectures and Speeches Given by Professor Andrew Luen-cheung Wong M.H. Chairman，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Principal & Mentor，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in China and Overseas.

序号 日期 讲学地点及活动 讲题/讲学内容

01 2018/01/06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八讲

02 2018/01/13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一讲

03 2018/01/20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九讲

04 2018/02/03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讲

05 2018/02/10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讲

06 2018/02/24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一讲

07 2018/03/03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二讲

08 2018/03/14 中信银行苏州分行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讲座

09 2018/03/17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三讲

08 2018/04/14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四讲

09 2018/04/15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五讲

10 2018/04/16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文化的精粹》讲座

11 2018/04/17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讲座

12 2018/04/21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三讲

13 2018/04/28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一讲

14 2018/04/29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二讲

15 2018/05/05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四讲

16 2018/05/19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六讲

17 2018/05/20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七讲

18 2018/05/26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三讲

19 2018/05/27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四讲

20 2018/06/02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五讲

21 2018/06/09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八讲

22 2018/06/10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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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8/06/16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六讲

24 2018/06/23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四讲

25 2018/06/23 杭州《思溪藏》国际研讨会 从宋刻《思溪藏》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陁天经》略探宋代

慈氏弥勒信仰流传的渊源及其时代意义

26 2018/06/24 浙江大学杭州玉泉校区 依据《般若心经》开拓智慧人生

27 2018/07/14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七讲

28 2018/07/21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讲

29 2018/07/22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一讲

30 2018/07/28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八讲

31 2018/08/11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五讲

32 2018/08/12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六讲

33 2018/08/15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六讲

34 2018/08/18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二讲

35 2018/08/19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三讲

36 2018/08/30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七讲

37 2018/08/31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文化的精粹》讲座

38 2018/09/08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一讲

39 2018/09/15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四讲

40 2018/09/22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二讲

41 2018/10/09 香港法相学会九龙会址 依《辨中边论·辨相品》看罗时宪宗师对修习唯识观的重视

42 2018/10/13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五讲

43 2018/10/14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六讲

44 2018/10/20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三讲

45 2018/10/30 莆田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 《中国佛教经典教材选编倡议》

46 2018/11/02 亚里桑那大学人文学院 《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项目简介

47 2018/11/04 亚里桑那大学东亚学系 《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讲座

48 2018/11/12 浙江宁波大学 《般若心经》与智慧人生

49 2018/11/12 中信银行宁波分行 《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文化的精粹》讲座

50 2018/11/13 中信银行台州分行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讲座

51 2018/11/14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八讲

52 2018/11/15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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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018/11/17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四讲

54 2018/11/24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七讲

55 2018/11/25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八讲

56 2018/12/01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五讲

57 2018/12/15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十九讲

58 2018/12/16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讲

59 2019/01/12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六讲

60 2019/01/19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一讲

61 2019/01/20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二讲

62 2019/02/16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七讲

63 2019/02/23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三讲

64 2019/02/24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四讲

65 2019/03/16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五讲

66 2019/03/17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六讲

67 2019/03/23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八讲

68 2019/03/26 浙江宁波大学 《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讲座

69 2019/03/29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十讲

70 2019/03/30 杭州酒店贵宾层会议室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十一讲

71 2019/03/30 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

究中心

智慧人生是成功之钥——从文化精粹《心经》说起

72 2019/04/06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九讲

73 2019/04/13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七讲

74 2019/04/14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八讲

75 2019/05/18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讲

76 2019/05/25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七讲

77 2019/05/26 北京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颂诠句》第八讲

78 2019/06/01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二十九讲

79 2019/06/02 深圳南山区专用慈氏图书馆 《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话专修班第三十讲

80 2019/06/08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发心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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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慈宗导师讲学交流报导

2018年 1月 6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八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8th lesson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Jan 6, 2018.

2018 年 1 月 6 日周六下午导师为港深学员继续讲解《瑜伽伦记·菩萨地·种姓品》第

八讲，这是今年第一讲。

今次着重引述古印度论师们以“四缘”中的“因缘”、“增上缘”、“所缘缘”阐释

“本有无漏种子”与“新熏无漏种子”与佛果的关系。

导师特别强调“慈宗唯识学”以“转依”和“转识成智”说明“四智相应净识”佛果

不共余宗的丰富内容，连经过慧能门下增添内容的《六祖坛经‧机缘品》(宗宝流通本) 都

需引用来阐明佛果。

导师并再次以“熏生”与“熏长”的区别来抉择诸论师对“新熏无漏种子”究竟在“世

第一法”——“八忍八智” (部派佛教义) 时还是在“初见道”时生起。

接着导师依《伦记》引述护月论师、胜军论师和护法论师对论本中“六处殊胜”的解

释，以“六处”涵盖“内六处”和“外六处”，尤其指“内六处”，而“殊胜”一词所指

更是发前人所未有之奥义，同时更说明论主为接引部派佛教学人而以“六处殊胜”暗指而

不明说的原因，文约意繁，义蕴深邃，学员均感法喜充满，得未曾有。



11

2018年 1月 13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十释群分俱蕴积

东瀛述记重归汉 韩老至心释古籍

罗公香江讲十年 导师弘宣一纪前

法雨甘霖润鹏城 神洲学人预法筵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st lesson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Jan
13, 2018.

2018 年 1 月 13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深圳主持慈氏学青年师资《唯识三十论略解》普通

话专修班第一讲，近二十名特邀学员参加了课程，学员都是忠诚勤勉真正发心的慈宗论坛

义工和五级赞助人。

韩清净老人《唯识三十论略解》一书结构分：

每《颂》之后另段引述玄奘三藏《成唯识论》原文，再另一段附上韩老自己《疏》文。

韩老是清末民初慈宗一代宗师，在北京创立“ 三时学会”，擅于注疏，弘扬《能断

金刚般若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要籍不遗余力，与南京欧阳竟无先生并

称“南欧北韩”。

其疏文撮取窥基大师《成唯识论述记》等唐玄奘三藏门下大德精义，以此研习，能助

学人渐窥唐疏。

依此书讲解，无疑引导学员直接研读奘师集古印度十大论师《三十颂》注释揉译而成

“慈宗唯识学”极峰之作——《成唯识论》原文。

香港罗时宪宗师早年以十载时间在“香港莲社”讲毕《成唯识论》，成为香港学界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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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伉俪在港创办“慈氏学会”近 15 年，也只有在 2006 年购置天后庙道高尚住宅

区会址前，自费租用香港“皇朝会”高级私人会所，每逢周六下午讲解韩老著述，历时一

年而完成。

这是导师第一次在内地讲解此论，暂定每月为大家讲解一次。厦门吴桂兰班长发愿争

取每月远从厦门来听课，并即日高铁往返；秦璇总干事也适值在深圳筹备双论坛，得预法

筳；其余深圳诸位学人都已有“中阶班”听讲《三十颂》基础。法雨甘霖，因缘殊胜，学

人都十分珍惜。

导师在第一讲以三个小时详释“五门分别”：

一、辨教时机

介绍了切合历史事实的“三时说教”：第一时“小乘有教”(佛灭百年始) ;第二时“大

乘空教” (约佛灭四、五百年) ; 第三时“大乘非空非有唯识中道教” (约佛灭八、九百

年) 和“五种姓”中“定姓菩萨种姓”/“不定种姓”中趣向“菩萨乘”者。

二、明论宗体

“宗”是所尊所崇所主所立——“不执外境如识非无”、“不执内识如境非有”的“真

了义教”；

“体”依护法菩萨义：佛实说法，“教体”即是“能说声名句文”；

导师更进一步以如来“四智相应净识”补充“教体”之说。

三、藏乘所摄

依“二藏”、“三藏”、“六藏”指出此论是“菩萨藏”中“论藏”。

依“一乘”、“三乘”、“五乘”指出此论属最上“菩萨乘”。

四、教兴年主

导师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流播时间说明古印度“瑜伽行派” (Yogacara
Tradition) 兴起年代及依各种记载介绍世亲菩萨在部派佛教的成就，包括著述以“经量部”

义理纠正“说一切有部”过失的《俱舍论》，及得闻《华严经‧十地品》后回入大乘的过

程，最后参酌部派义理架构抉择取舍订正大成“唯识宗”架构的辉煌成就。

导师并在下课前嘱咐学员参看近人平川彰和吕澄著述，以明了古印度“瑜伽行派”兴

起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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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20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九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9th lesson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Jan 20, 2018.

2018 年 1 月 20 日周六下午导师为港深学员继续讲解《瑜伽伦记‧本地分‧菩萨地‧

种姓品》第九讲，这是今年第二讲

今次着重介绍“种姓”一词的各种异名，《伦记》最先提出“种子”的别名，足见重

视。又引述旧译《菩萨地持经》对“性种姓”和“习种姓”的误解，介绍玄奘三藏新译的

正义。旧译最大误解是以“性种姓”为“无为法”，“习种姓”为“有为法”，与新译的

以“本性住种姓”指“本有种子”、“习所成种姓”指“新熏种子”，区别甚大。

接着引述玄奘三藏、神泰法师、窥基大师对“种子”、“果粗(显)”、“果细(密)”

的不同解说，其中神泰法师又引述古印度胜军论师、护月论师、护法论师的不同说法，其

中护月论师又有二种解说。各种不同解说都在阐明：

何时是无漏本有种子状态?

何时有漏善种子生起现行?

何时无漏种子会生起现行?

更精采的是说明《论本》中“与果俱故”一词的含义，果有究竟成佛的圆满道果，亦

有阶段性的福果，当“初发菩提心”后有漏善种子不断熏习时，亦会不断有阶段性的福报

出现，功不唐捐。学员听闻，均皆振奋，欢喜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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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5日

导师出席中信银行 2018年全国行长工作会议启动大会

As Nomination &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CITIC Bank,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national branch managers conference on Feb 5, 2018 and visited
the newly set up private banking center of Beijing Branch on Feb 6, 2018.

2018 年 2 月 5 日周一上午导师以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身份出席

2018 年全国行长工作会议启动大会，喜闻中信银行一级资本和商誉估值在世界排名大幅

度提升，会后与董事会审计及关联交易委员会主席吴小庆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资产负债部

芦苇总经理合影留念。

2018 年 2 月 6 日周二上午股东大会后，导师应总行营业部汪雷副行长邀请，参观新

装修设立，高尚优雅、古色古香的私人银行中心，对完备的设施和精英团队的殷勤服务，

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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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7日

导师一行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参观考察

As Nomination &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 CITIC Bank , Professor
Andrew L CWong inspected its Wuhan Branch in the morning of Feb 7, 2018.

2018 年 2 月 7 日周三上午导师一行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听取管理层汇报业绩，对武

汉分行汽车金融服务的专业性，个人贷款和托管业务的大幅度提升，大为欣赏。

导师在参观分行地面营业大厅时，发觉其楼顶甚高，装修设计典雅，甚有气派，对大

厅两端布置成新春庙会，喜气洋洋、别开生面地接待客户，大为赞赏。

接着导师又与不同部门年轻员工交流，了解他/她们的入职情况、晋升过程、住房问

题的解决方式、对薪酬的满意度，畅谈甚欢。

导师在中午与分行管理层在员工餐厅一边用餐一边进一步交流后，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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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8日

周四上午导师一行巡视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As Nomination &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CITIC Bank,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colleagues inspected the Changsha Branch on March 8, 2018 and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facilities well equipped for the customers and the staff.

2018 年 2 月 8 日周四上午，导师一行在长沙分行听取以王顺清行长为首的管理层介

绍分行发展计划，从精心印制的报告材料，以至对分行锲而不舍，成功追收陈年旧债的成

就；到其员工士气高涨，对 2018 年业绩充满信心的精神面貌；及其关怀员工，引进省内

外青年才俊的各种措施，无不让人印象深刻。

导师一行在巡视分行大楼最顶两层时，对职工俱乐部为广大员工而设温馨体贴的各种

设施和金融同业书法艺术基地琳琅满目的作品印象甚深，导师更建议将书法艺术基地改造

成私人银行中心，以增加效益。

导师对楼下大堂营业厅中，少至为不同年龄身体状况客户考虑周到的电动沙发，以至

考虑周到、设备齐全的理财中心，都大加赞赏。

听取管理层汇报后，导师与年轻员工们座谈交流，对远至东北、近至外市前来入职的

员工。交谈中感到分行从过渡性宿舍以至一日三餐的人文关怀，能使员工产生在家的归属

感。导师对分行营造的这种令人安心工作，不作他想的环境，十分赞叹。

最后王顺清行长更诚意邀请导师上半年再抽时间来为分行客户及员工讲课，导师欣然

答应后，与分行同事互道珍重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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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18日

挚友家族发大心 远在加国兴梵刹

每逢春节来朝礼 药师七佛琉璃尊

人间自有扬州鹤 能泛如来功德船

In recent years,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lways pays homage to the Medicine Buddha
which represents health, harmony,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betan temple in Richmond,
Vancouver donated by his friend's family from Hong Kong in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附注：

清代玉琳国师称颂《药师经》法门不离欲钩而成佛智，故有“人间亦有扬州鹤，但泛

如来功德舟”的评语。

“扬州鹤”出自南朝宋人段芸笔记《小说》一书中，指四人共述愿望，第一人望在扬

州这种繁华盛地当刺史，第二人希望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第三人希望修仙骑鹤飞升，第

四人希望兼具前三人的愿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从此“扬州鹤”一词被形容

世界十全十美最理想之事。

玉琳国师正因为发现《药师经》东方净土法门有此不舍现生欲乐而能成就未来佛智的

胜益，尤胜只重视死后求生的西方净土法门，才有此赞语。

《药师经》为大唐玄奘三藏所译，经中八大菩萨来迎实含玄机，入慈宗门者多能深知

个中奥妙，故日本古都奈良药师寺就是日本法相宗的大本山，一殿供药师如来，一殿供慈

氏弥勒如来，良有以也 !

香港已故宝莲禅寺住持圣一老和尚得意弟子、佛教孔仙洲中学宗教部顾问衍希比丘尼

师得阅上述附注后来讯朋友圈：

谢谢导师为我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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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3日、24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十、十一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10th & 11th lesson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Feb 3 & Feb 24, 2018.

2018 年 2 月 3 日和 2 月 24 日两个周六下午导师为港深学员继续讲解《瑜伽伦记‧

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第十和第十一讲，这是今年第三和第四讲

此两讲特着重阐释《瑜伽菩萨地‧种姓品》论本中：“但成大乘种姓之因，已过二乘

之果”一段文字，《伦记》特别引恵景法师提出《大乘起信论》“真如受熏说”与《瑜伽

师地论》“赖耶受熏说”的差异。

再引神泰法师解说，《瑜伽抉择分》中据“真如有障无障”建立“五种姓说”，有情

众生无始以来皆有二障，有一类有情众生只能证“烦恼障净”，不能证“所知障净”，“烦

恼障”有轻有重，能证“烦恼障净”者又有利根钝根之别，故有“声闻”、“独觉”之分。

《伦记》又以四重辨二障之体：

一、以五住辨体

《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下 (较《胜鬘经》清晰) 有下列说法：

01.“生得惑”为“第一住地”

02.“欲界惑”为“第二住地”

03.“色界惑”为“第三住地”

04.“无色界惑”为“第四住地”

05.“无始无明”为“第五住地”

(但窥基大师在《成唯识论述记》卷九中视“五住”之说为“非极成”的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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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家认为“前四种住地惑”为“烦恼障”的种子，“第五种住地惑”为“所知障”

的种子。

二、以人法二执辨体

《伦记》引玄奘三藏解说，以“我见”为主的烦恼为“人我执”，“若人执类故，通

名人执”、“以外诸惑，皆非人执”

“法执”与“所知障”，等无宽狭。

三、约七识分别辨体

“五识但起烦恼障，是现量，故非所知障”。

第六意识、第七末那识俱起二障。

四、约三性分别辨体

“烦恼障”是不善及有覆无记性

“所知障”据玄奘三藏解，通不善、无记二性(见《成唯识论》卷九)

《伦记》再引《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持随法瑜伽处‧住品》说明治断烦恼

阶位：

01.“恶道烦恼粗重”，初地时断

02.“障一向无生法忍烦恼粗重”，第八地断，二障“永伏不行，说伏为断”

03.“一切烦恼习气随眠粗重”，第十地最后心入“金刚喻定”时，“一时顿断”

由此说明，“菩萨种姓尚过一切声闻、独觉”，是约“种姓果”而言，因“声闻(独

觉)”等种姓，唯证“烦恼障净”，菩萨当证“(烦恼、所知) 二障净”不是光就“种姓”

来说。

导师再依论文以“根胜”、“行胜”、“善巧胜”、“果胜”四事说明菩萨种姓有情

众生超越一切声闻、独觉：

01. 菩萨利根

02. 菩萨重自利利他

03. 除“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善恶因果”、

“处非处”等五种“善巧所缘”外，菩萨能遍学一切“明处” ( 包括“内明”、

“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声明”等 )

04. 菩萨能证“无上正等正觉”

皆非二乘可比。

学员听闻，均皆法喜充满，欢欣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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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23日

大年初八下午导师考察香港青年协会大厦开幕典礼和双论坛场地

2018 年 2 月 23 日周五大年初八下午导师在慈宗双论坛筹委会总干事秦璇、首席执行

秘书傅星海、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郭洪球老师/刘斌老师、财委会执行副主任关樱等陪

同下考察香港青年协会大厦开幕典礼和双论坛场地及举行欢迎晚宴/参加论坛嘉宾学人住

宿酒店后，赶往湾仔会议中心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酒会，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

士和刘江华局长握手致意。

晚上在中环苏浙同乡会餐厅举行慈氏文教基金谘委/执委春节联欢晚宴，特邀嘉宾有

原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原全国人代表曾德成先生、香港华人庙宇委员会赵帼仪

秘书长、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会主任/金融投资家方国洪先生、谘询委员会副主任/澳洲

管理会计师公会行政总裁黄文华先生、谘询委员渣打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梁国栋先生、谘

询委员保诚保险文少昆女士等，并获香港无名堂主郭洪球老师致赠为庆贺导师六十岁生日

而绘画的寿桃一幅，席间畅谈这次以一带一路和教化青年为重点举办的慈宗周双论坛筹备

情况。

2 月 24 日周六是大年初九，汉传佛教寺院一般在这天举行供天法会，慈氏学会 (香

港) 亦举办了戊戌年第一次的《瑜伽论记‧菩萨地‧种姓品》讲座，上课前由李净樾班长

代表学员们敬献花果，净樾班长除亲自参与编写导师讲课笔记作为教材外，并即席以自己

和先生赖柏霖仁者名义慨捐港币十万元，作为“紫金莲花赞助人”，支持《汉文大藏经教

材选编》专案。贤伉俪发心广大，积极发挥护法弘法的贡献，足为慈宗学人楷模，功德不

可思量。

下课后导师在香港赛马会主持开学晚宴，与学员团拜，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中

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隋力总经理专程从深圳来港，向导师致赠狗年纪念品

导师并在赛马会与慈宗双论坛筹委会荣誉顾问——全国人大代表霍震寰先生喜相逢，

互贺新春。席间导师与学员畅谈法义，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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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13日

苏州市内寒山寺 喜获书集张继诗

中信分行论财富 四种具足重善知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visited the famous Hanshan Monastery in Suzhou and was given to
understand its successful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recent years on March 13, 2018. As
Nom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CITIC Bank Board, Professor Wong
visited the Suzhou Branch and gave a talk on《The View on Wealth of Wisdom Life》to over
hundred staff on March 14, 2018.

2018 年 3 月 13 日周二下午导师甫扺苏州，便在当地银行界友好陪同下重访阔别

三十年的寒山寺，欣见梵刹庄严，景区增胜，与方丈秋爽法师亲切会面，畅谈甚欢。

喜闻该寺极重发扬文化，专设碑记研究所，广邀学者以历代文人雅士书法名家

有关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诗题碑为研究对象，更开放抄经，年近百万篇，实为内

地少有文化气息极重的寺院。

寺内珍藏各种文物甚丰，包括佛舍利、巴利文佛经、太虚大师对联真迹等，法

师一一为导师展示，导师大开眼界之余，赠送导师所著《佛学讲话》。法师亦回赠

历代名家《枫桥夜泊》书法集，更亲题《禅定智慧》书法相赠，导师亦殷勤邀请法

师有便来港。

当天晚上导师在下榻酒店宴请苏州弘化社宋浩社长、北京同愿堂李阳泉堂主，

餐前检收为庆祝慈氏学会 (香港) 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由导师主编、阳泉堂主策划、

宋浩社长督印的《唐译华严经疏合刊》。导师对这套历史上第一次将唐译《八十华

严》、《四十华严》及唐代澄观国师《华严疏钞》合印的精装丛书印刷之精美，赞

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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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14日周三上午导师以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身份应

邀前往苏州分行调研，在温金祥行长亲自介绍下，对分行业务发展高度评价，对分

行大楼气象宏伟、设施完善、对客服务周到，大为赞赏。导师并与分行各级员工代

表亲切交谈，垂询甚详。

下午更为逾百名中高管理层以《智慧人生的财富观》为题授课以《杂阿含经》

“四种具足”说明兴家致富的重要条件，全靠本身智慧，非关宗教迷信行为，其中

尤以亲近“善知识”学习最为重要。一个成功的银行家，不但要累积丰富的业务经

验和广博知识，还要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才能成为客户的善知识。分行高管和员

工们对导师的讲解反应热烈，希望导师日后有机会再来苏州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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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13日 ─ 17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无虚席

中信深圳双标兵 研习国粹能增益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4th & 5th lessons on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by Master Xuanzang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in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 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April 14-15，2018.

2018 年 4 月 14 ─ 15 日周六和周五下午，导师在深圳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

资《唯识三十论略解》深圳普通话专修班，这是自 1 月 13 日/2 月 10 日/3 月 17 日

以来的第四和第五讲。

清末民初与欧阳竟无大师并称“南欧北韩”的一代宗师韩清净老人《唯识三十

论略解》一书结构分：每《颂》之后另段引述玄奘三藏《成唯识论》原文，再另一

段附上韩老自己《疏》文。

其疏文撮取窥基大师《成唯识论述记》等唐玄奘三藏门下大德精义，以此研习，

能助学人渐窥唐疏。

导师在第一颂详释“五门分别”中前四门：

一、辨教时机

二、明论宗体

三、藏乘所摄

四、教兴年主

从第二讲开始进入“判释本文”。

首先第一颂归敬本师和造论主世亲菩萨，次颂以佛经和世间说有“我”、“法”

作问何以本论说“一切唯识”。

接着以半颂说明所谓“我”、“法”皆是假立并非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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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中并提出“无体随情假”和“有体施设假”之别 (此处“体”指众缘和合的

“假体”，不是宇宙万有的“实体”)，说明“我”是“主宰”和“法”，是“轨持”

的定义。

导师进一步说明一切假我假法都是第八识中色法心法种子呈现 (转) 的现象，

现象界并无永恒不变的实体。

再一首颂说明呈现宇宙现象的八识可分为三组：

即“异熟识”(第八识)、“思量识”(第七识)、“了别境识”(前六识)。

疏中藉阐明第七识时，带出

恒而不审 ─ 第八识

亦恒亦审 ─ 第七识

审而不恒 ─ 第六识

非恒非审 ─ 前五识

及因能变 ─ 等流习气 (同类相续的功能)、异熟习气 (造业感果的功能)

与果能变 ─ 真异熟 (第八识呈现今期生命的总果报体)、异熟生 (今期生命前

六识感知的世界)等特征，由此提出能呈现宇宙万有的三组心识，论中再阐明三组心

识的特征。

疏中提出可从十个角度 (门)来了解每组心识，即自相、果相、因相、所缘(对

象)、行相(活动情况)、相应(心理附属功能)、五受(苦乐舍等)、三性(善恶无记)、

因果譬喻(如暴流)、伏断位(伏断烦恼阶位)。

第一组“阿赖耶识”，“阿赖耶”Alaya 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

义，特别提出“赖耶”是与“杂染” (有漏——包括有漏善和恶法等)互为缘。导师

特别于此提示《成唯识论》“赖耶缘起”与《大乘起信论》“真如缘起”立足点之

不同，并指出“纯善一元论”与“创造主（creator）造人说”犯有同样缺失的危险性。

以“我爱执藏现行位”、“善恶业果位”、“相续执持位”说明“异熟”之名通前

二位。学员皆用心笔记，以便日后综合编成教材，自利利他。

As Nom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CITIC Bank Board, Professor Wong
visited CITIC Bank Credit Card Centre in Shenzhen and gave a talk on the topic : " As a banker，
how I made the choice amo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 on April 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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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6 日周一下午，导师以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身份

应邀访问为银行零售业务创造最多利润的信用卡中心，在总行业务总监兼私人银行

部/零售业务部总经理兼信用卡中心吕天贵总裁的亲自陪同下，参观新建成极现代化

的信用卡中心大楼，以无限卡用户身份大力表扬客户服务部同事的优秀表现，对信

用卡中心各种数据陈列之清晰给予高度评价，对职工之家设施之齐备十分欣赏，对

信用卡客户可以捐出积分行善之举尤其赞叹。接着由信用卡中心李昭华副总裁主持

讲座，导师以《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文化的精粹》为题，对中心逾百位中

高层管理人员，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比较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不同，鼓励大家在

从事银行专业之余，留心学习中华文化精粹。

On April 17, 2018, Professor Wong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CITIC Bank Shenzhen Branch
at the topic : "AView on Wealth of Wisdom Life".

2018 年 4 月 17 日周二下午，导师又应邀至中信分行中业绩最好分行之一的深圳

分行，为近百位支行行长和客户经理主讲《智慧人生的财富观》。

董事会职工监事兼深圳分行曾玉珍副行长主持讲座，分行私人银行部温洪珍总

经理率领精英客户经理团队用心聆听。

导师对经常使用的深圳分行下属支行及为董事出差提供支持的分行办公室同事

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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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1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十三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13th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April 21，2018.

2018年 4月 21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香港)会址为港

深学员讲解《瑜伽(伦)记‧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第 13 讲。

今讲主要是分别说明具备菩萨种姓者的六种特征首二种：

“施波罗蜜多种姓”和“戒波罗蜜多种姓”的特征

——《瑜伽菩萨地》特色的是除了说明有情众生先天具备种姓外，更提示先天的种

姓是可以从后天的表现发现的，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中含有鼓励意义。

将布施、持戒等德行加上“波罗蜜多”，则是强调这些善行不是基于追求人天

福报的功利思想，

而是具备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本有潜能 (种子) 的自然流露。

撮要如下：

施波罗蜜多种姓相

- 本性乐施，对缘行施

- 正思欢喜，施后无悔

- 财施、法施、无畏施

财施

- 悲田行施、敬田行施

- 多财施、少财施、无财施

- 后文又以六句说明菩萨财施特征：有信、有义、正直、量大、离欲、不贪

法施

- 能利益他人此世他世：

导师特别强调能令他人发真正发“大菩提心”(不是表面形式的归依)，有“业

种子异熟有寿尽相”/“名言种子等流无寿尽相”，才是对他人此世他世的最

大利益。

- 不请之友，慈心恒说



27

无畏施

- 能令他人不怖有情难/无情难

戒波罗蜜多种姓相

- 设起恶业、对缘行戒

- 戒有三聚、略明二聚

- 十善业道、是律仪戒

- 明行四摄、摄众生戒

- 自性离恶、不犯业因、离杀生罪

- 由敬尊长、修和敬业、离争夺盗

- 离口四过、即四善语

- 报恩来求、悉皆施与、如法求财、不贪业道

- 不以卒暴、不嗔业道

- 性常喜乐、修诸业道、正见不痴

- 明四法受、苦乐报受、受即是法

- 富人造恶、先乐后苦

- 贫人持戒、先苦后乐

- 富人施戒、现乐后乐

- 贫人破戒、现苦后苦、总明正见

- 于他种种、所应作事、明其同事

- 如法随生、非法随舍、明其利行

- 爱语通四、尊重实语、不离他亲、不语无义、言常柔软

导师特别阐明了《伦记》采用惠景法师解说论文只说两聚的原因：

“十善业道”是菩萨戒的雏形，虽是自利，亦能利他；

“四摄法” 则纯乎利他，故二者己涵盖自利利他。

则论文已在分段阐明“摄善法戒”六波罗蜜多种姓相，不必在此重复。

另说明《伦记》中以盗戒与淫戒合论的原因及背景，更说明慈氏学会 (香港) 提

倡的“新十善法”中改用“不纵欲暴虐骗取感情”(不纵欲)，更明确及适应时代。

学员听闻，均皆法喜充满，欢欣信受。



28

2018年 4月 28日 ─ 29日

唯识曾兴百载前 韩老上生七十年

三时学会隐京华 慈宗导师耀法筵

（第一、二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st and 2nd lesson on the Annotation by sentences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by Upasaka Han Qingj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on
April 28─29, 2018.

2018 年 4 月 28 ─ 29 日周六和周日，导师连续两天下午为北京专修班学员宣讲

1921 年在北京成立“法相研究会”和在 1927 年改名“三时学会”的韩清净老人撰述

的《唯识三十颂诠句》。

这是导师第一次在北京宣讲韩老遗著，本课程是为编写《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

及培养参加“第二届(2026 年)慈宗青年文化节”讲经交流人选而设。

导师首先依韩老序论阐释“识”、“唯识”、“唯识教”、“立唯识”四义，

尤其说明《解深密经》“三时说教”反映了“小乘有教”、“大乘空教”、“非有

非空唯识中道教”流传的思想史实，“中观学派”破以“说一切有部”为主流的小

乘佛学，“瑜伽行派”救中观末流“恶取空”之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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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依韩老对《三十颂》的诠释，演绎第八识色法心法种子呈现宇宙现象

中各种我相法相的过程，“转”pravartate及“变”parinamah：的含义及汉译的根据，

更比较现代语译作“转化”和“呈现”的差别以至前六识“见分”“相分”和第八

识“本质影像”的关系。

更依韩老“杂染互为缘”一句注释，带出“赖耶缘起”、“真如缘起”两种思

想体系的不同，以基督教上帝造人偷吃禁果、白布染污重新漂白为例，说明《大乘

起信论》一系“纯善一元论”的缺失及危险性，以柳宗元《东海若》一文“石中蕴

玉”的例子说明“赖耶缘起”更合乎事实。

最后阐明“三能变”的“初能变”中“藏识”——“能藏”、“所藏”、“执

藏”及“异熟识”——“变异而熟”、“异时而熟”、“异类而熟”的含义，又说

明八地以前“异熟识”名称，八地至十地“一切种子识”、成佛后“无垢识”等名

称的用法，作为连续两天课程的总结，并暂订 26 ─ 27/5 继续进行第三和第四讲。

2018年 5月 19日 ─ 20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无虚席

研习国粹能增益 笔记修定作语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6th & 7th lessons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May 19-20, 2018.

2018 年 5 月 19 ─ 20 日周六和周日下午导师继续为深圳专修班学员讲解清末民

初韩清净老人撮录《成唯识论》及唐疏而成的《唯识三十论略解》第六和第七讲

初能变第八“阿赖耶识”除“异熟识”外另一别名——“一切种子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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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引韩老撮取唐疏阐明《成唯识论》文义第八识见分作为保存一切种子(潜伏

功能)不会掉失依据的特征(因相)。

再以“离此，余法能徧执持诸法种子，不可得故”说明部派中经量部“色心互

持种说”的不究竟。韩老疏中举“同类因”，“俱有因”，“相应因”，“能作因”，

“持种因”等不同名词说明赖耶的“因相”。

导师再引用罗时宪宗师《唯识方隅》详释依“四缘”建立“十因”的含义

01. 随说因 02. 观待因

03. 牵引因 04. 生起因

05. 摄受因 06. 引发因

07. 定异因 08. 同事因

09. 相违因 10. 不相违因

接着依韩老疏文，分从十个角度 (“门”) 阐明赖耶特性。首先，依“本识中

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提出“本识”概念，说明经量部“色心互持种说”没有赖耶作

为“根本识”的缺失。以“亲生自果”说明“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实

时因果”关系，与“异熟识”做业感召“异时因果”的含义不同。以“功能差别”

说明赖耶摄持种子千差万别能呈现一切宇宙现象，与前七识种子只能生起自识现行

不同。其次，以“一异分别”说明赖耶见分与所摄持种子的一重体用关系，潜伏功

能(种子)与生起现象的第二重体用关系，如水与波非一非异，导师更点明“空性真

如”与赖耶的体用关系，亦是非一非异，如是共有三重体用关系。

导师更补充说明“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的最大分歧正是中观依《般若经》

“色空不异”略去赖耶见分与赖耶相分“依他起性”，因此末流产生“恶取空”偏

执流弊的原因。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令学员咸感痛快淋漓，法喜充满。

课后导师特别嘱咐深圳专修班学员必须习惯做笔记，以备进一步编成白话译本。

并表扬了常琳娜班长/涂潇潇仁者夫妇、秦璇营长和卢志强副主任等同学回答问题准

确度高，表现出色。

导师特别提到过去受邀到陕师大讲课时，连中国密教史专家吕建福教授都能以

身作则，勤做笔记，一般学子怎可不见贤思齐，平时更应参加导师主持的每月微信

共修。才能体会古人所说：温故而知新，亦可以为人师矣！

导师并指出上课表现出色的同学肯定是有做笔记，回去又能抽出时间翻阅书本

和笔记。其中以深圳专修班常琳娜班长做的笔记最为仔细，她平常帮忙先生处理干

细胞公司业务已十分繁忙，但从不缺课，堪作慈宗学人楷模。

身为香港上市公司负责人及深圳狮子会第一副总监的卢志强仁者亦能维持极高

的出席率，足为慈宗学人楷模。下课时导师派发了杭州佛学院慧观教授的译著及镀

银旅行筷子作为给学员的佛诞礼物。学员们欢喜信受，期待导师尽快再来深圳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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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26日 ─ 27日

唯识曾兴百载前 韩老上生七十年

三时学会隐京华 慈宗导师耀法筵

（第三、四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3rd and 4th lessons on the Annotation by Sentences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by Upasaka Han Qingj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on
May 26-27, 2018.

2018年 5月 26 ─ 27日周六和周日导师连续两天下午为北京专修班学员宣讲於

1921 年在北京成立“法相研究会”和在 1927 年改名“三时学会”的韩清净老人撰述

的《唯识三十颂诠句》第三和第四讲。

这是导师第一次在北京举办宣讲韩老遗著的专修班，本课程是为编写《汉文大

藏经教材选编》及培养参加“第二届(2026 年)慈宗青年文化节”讲经交流人选而设。

导师依颂文及《诠句》说明“初能变”——“一切种子识”得名由来。

第八识“相分”摄持含藏“色法” (呈现物质现象)、“心法”(呈现精神现象)

种子(潜伏功能)，从另一角度说，八地以前摄持含藏一切“有漏”(与烦恼连结)的

“业种子”(由具体善恶行为熏习而成的潜伏功能)、“名言种子” (呈现能以概念

表达的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潜伏功能)，八地以后摄持含藏一切“无漏种子”。

第八识“见分”除是能摄持含藏“相分”中八地以前一切“有漏种子”和八地

及以后一切“无漏种子”的功能外，还是“无漏种子”(不与烦恼连结、能对治我执

法执的清净功能)寄存之处。

导师接著解说第八识在八地以前的活动情况特征 (“行相”)，并建议以如下方

式标点：

“不可知：执受、处、了”。

执受 ─ 摄持含藏，分二：

能执受 ─ 指第八识“见分种”，是“能缘”；

所执受 ─ 一切“有漏种子”和具备五“根身”体 (“有情世间”，即物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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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正报”)，是“所缘”。

注意：若以“了”为第八了别识的见分，则“执受”一词单指“所执受”；

处 ─ 有情众生居住的物质世界 (“器世间”，是“依报”)，亦是“所缘”的

一部分；

了 ─ 指了别，即“识”的别名，可说是第八识的自体(分)，亦有被理解为第

八识的“见分”(韩老《诠句》中并未注明)，是“能缘”。

(历来对“执受”、“处”、“了”的含义有不同理解，导师认为以上解说较为

清晰)

导师随即解说颂中“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一句，即第八识的附属

心理功能(“心所有法”，简称“心所”)，只有五个“遍行心所”，并说明“遍行”

的定义，特别强调了“三和合触”在部派佛教中受到的重视，以至“受”、“想”、

“思”三者在部派“五蕴说”中作为“色蕴”(物质积聚)、“识蕴”(精神积聚)以

外其余三蕴主体的由来，对《诠句》作了补充。

再进一步说明第八识“心王”(主体)和“心所”(附属功能)的感受和伦理属性：

“唯舍受”、“是无覆无记”、“触等亦如是”。

最后说明第八识的存在状态：

“恒转如瀑流”一句中“恒”有二义，此处是指连续不断，“转”说明种子生

现行、现行熏种子，“瀑流”是来自《解深密经》“一切种子如瀑流”的譬喻，并

说明“名言种子”——自类相续的“等流”状态及“阿赖耶识”或“异熟识”的名

称，因为小乘行者证“阿罗汉果”时“俱生我执”受到对治伏断、大乘行者位登八

地时“俱生二执”伏断而须“舍”弃原有名称，只能以“一切种子识”甚至“清净

第八识”称谓 (严格而言，成佛后才被称为“无垢识”或“四智相应净识”)。

学员们对导师藉韩老《诠句》较中阶培训班讲解《三十颂》时，用对 [慈宗唯

识学] 逐步深入，如锤锤钉的教学方式，引领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唯识义理，十分赞

叹。

导师并于两天课程结束后，邀请学员共进晚餐，提示学员做笔记以至注释语译

的所需注意之处，学员均欢喜信受，法喜充满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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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5日及 6月 2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十四、十五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14th & 15th lessons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May 5 & June 2, 2018
respectively.

2018 年 5 月 5 日和 6 月 2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香

港)会址为港深学员讲解《瑜伽(伦)记‧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第 14 ─ 15 讲。

这两讲完成解说具备菩萨种姓者的六种特征的余四种：“忍波罗蜜多种姓”、

“精进波罗蜜多种姓”、“静虑波罗蜜多种姓”和“慧波罗蜜多种姓”的特征。

《瑜伽‧菩萨地》的特色是除了说明有情众生先天具备种姓外，更提示先天的

种姓是可以从后天的表现发现的，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中深具鼓励意义。

将六种德行加上“波罗蜜多”，则是强调这些善行不是基于追求人天福报的功

利思想，而是具备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本有潜能(种子)的自然流露。

撮要如下：

忍波罗蜜多种姓相

─ 《伦记》中只简略提到“耐 (他) 怨害忍”

─ 并未提到“安受众苦忍”和“法思胜解忍”，需待《菩萨地‧忍品》再详

细叙述

─ 导师特别强调“法思胜解忍”对慈宗学人的重要性，因一般学人以为 [慈

宗五学] 尤其是 [唯识学] 名相繁多、艰深难懂，其实是因为缺乏优良师资传承和

适当的唐疏现代语译教材，同时亦不懂将 [慈宗唯识学] 与现实人生结合，发掘其

趣味性，才令很多学人望而却步

其实任何专门学问都有专有名词，例如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皆有，

掌握基本知识及阅读方法后便能游刃有余

所以培养成“法思胜解忍”，慈宗学人自能“唯识通则佛法通”“一览众山小”

精进波罗蜜多种姓相

─ 惠景法师释特别强调对“绝对真理 ─ 空性”的认知与坚持，“明俗事所

行坚固”/“于真理心无怯弱” ─ “理观无怯”/“击论等事心无畏惮”

─ 窥基大师则列举三种精进以配释《瑜伽论》本文：“加行精进”、“被甲

精进”、“无怯弱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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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虑波罗蜜多种姓相

─ 惠景法师先指出“为性审详，无多散乱”、的特征，再说明“能修禅定”(包

括“修禅方便”、“得禅方便”)，“能依禅起福慧果”(先说明得福果：修慈悲喜

舍四无量观，并说明与“修成济物”的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不同;再论慧果：修慧能

成就安忍，并提出“闻持”——“于法能受”与“义持”——“能持能思”，成就

“宿念通”，能令他展转记忆的特征

─ 窥基大师则列举三种静虑配释《瑜伽论》本文：“方便静虑”、“饶益有

情静虑”、“引发神通静虑”

慧波罗蜜多种姓相

─ 惠景法师提出“俱生慧”即“生得慧”概念

─ 窥基大师除“俱生慧”外，更提出“加行慧”、“后得慧”、“无分别慧”

的概念以释《瑜伽论》本文。

─ 奘师门下二贤皆强调菩萨与生俱来能入一切明处，除深通佛法外，还能精

通一种以至多种世间专业知识，才具备自利利他的慧度特质。学员听闻，均皆法喜

充满，欢欣信受。

6 月 2 日周六上课前，导师亲自签署逾四百封邀请香港中小学参加明年为庆祝慈

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举办的 [慈文共赏] 征文比赛的信件。深港学员协助黏

贴地址，连同回执和推荐表格放入信封，大家都热切期待将于明年五月初举办的 [第

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 和 [征文比赛报告日] 及其 [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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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23日

沉璧千载喜重光 法门盛事意深广

中日文化结胜缘 扬州女史慨而慷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officiate at the Completion Ceremony of the Reprint
of Song Dynasty's Sixi Edi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 in the morning of June 23, 2018

2018 年 6 月 23 日周六上午导师受邀参加主持在湖州举行的宋版《思溪藏》重刊揭幕

典礼

照片中与导师并立中间者是北京中华书局徐俊总经理，导师左右相隔一位的，

分别是浙江佛教协会会长、奉化雪窦寺怡藏方丈，导师的福建老乡 ─ 南京大学中

华文化院赖永海院长，站在导师最左边的是徐丽玲台长。

过去五、六年从扬州电视台长职位荣休后，发大愿全心全力将清末日本取回的

完整版本，以宋代原样圆满重刊的徐丽玲女士，在典礼上致词讲述艰苦过程卒底于

成时，数度激昂不已、泣不成声，获得全场政府领导、专家学者、高僧大德、各界

来宾热烈鼓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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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受邀出席在湖州举行的宋版《思溪藏》重刊圆成活动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as honourary guest to attend the completion ceremony
of the reprint of Sixi Edi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 in Song Dynasty at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his morning.

导师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周六上午受邀出席在湖州举行的宋版《思溪藏》重刊圆成活

动。

在比丘司仪宣读出席领导嘉宾名单时，导师排名仅在湖州当地政府官员和北京出版界

领导之后，而在台湾佛光大学万金川院长和浙江省佛协会长等教界领袖之前，足见大会在

原扬州电视台徐丽玲台长策划和主持下，对导师极度尊重。此外，导师的老朋友——香港

宝莲禅寺净因博士方丈亦出席参加了上午的典礼。

导师将于下午出席宋版《思溪藏》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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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23日

宋代遗宝喜重光 浙江龙象树法幢

慈氏信仰泽古今 人间佛教流熏广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 A study of Maitreya belief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based on the reprint of Sixi Tripitaka of Song Dynasty " and hosted a dinner
for the friends of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sectors on Mainland China and from Taiwan at
Huzhou, Zhejiang on June 23, 2018.

2018 年 6 月 23 日周六导师在下午举办的宋版《思溪藏》国际研讨会荣任第一位受邀

发言嘉宾。

导师以 [从宋刻《思溪藏》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陁天经》略探宋代慈氏弥勒信仰

流传的渊源及其时代意义] 为题作出报告。

导师简述魏晋南北朝《下生经》、《上生经》相继译出，龙门、云岗石刻以至当时金

铜佛像数量，以释迦、观音、慈氏弥勒像各为弥陀像的五倍或以上，初唐慈氏弥勒信仰因

慈恩一系的弘扬和武后政治上的需要仍受尊崇，其后弥陀信仰才渐盛。

从《思溪藏》收入《上生经》可以看出宋代慈氏弥勒信仰仍在流传，甚至在民间改变

原来天冠像和思维像造型，而以更接近草根阶层的浙江奉化布袋和尚契此形象而流行。

导师借题发挥从宋代慈氏弥勒信仰说到出生于浙江的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为对治清末民初只重视为死者度亡及死后往生的“人死佛教”的流弊而提倡“人

生佛教”，进而发展成内地赵朴老和今日台湾三大道场提倡的“人间佛教”和“人间净土”，

实渊源于慈氏弥勒下生成佛的“人间净土”思想，导师的发言在会后受到一些出家众的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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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并将获得的 3,000 元人民币包括机票费用在内的报酬，一如过去悉数以“研讨会”

名义捐出，赞助明年为庆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举办的 [慈文共赏] 征文比赛和

刊印佛书之用。(导师在今年三月底慈宗双论坛举行期间已率先宣布以自己、师母和旅居

多伦多的九十多岁母亲名义共捐出 250,000 港元赞助征文比赛。)

晚上导师在湖州下榻宾馆设宴祝贺徐丽玲台长重光千年法宝，圆满重刊《思溪藏》之

喜，并同时宴请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陈红彦副馆长、苏州弘化社宋浩社长、北京

同愿堂李阳泉堂主、台湾宜兰佛光大学万金川院长夫妇。

万金川院长再三邀请导师抽空到台湾宜兰为佛光大学学生讲课一周，并提出日本著名

唯识学者横山纮一曾主动要求到该校讲述《唯识三十颂》，导师亦表示乐意前往以纯正的

慈恩家法讲解《般若心经》和《唯识三十颂》，并欢迎佛光大学同学参加明年的征文比赛。

席间导师介绍（建议加入逗号）当年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博士曾有意请导师主持

重修汉文大藏经以替代日本《大正藏》作为汉文佛典必备研究资料，导师以目前未具备当

年日本修《大正藏》时的人才条件而婉谢，后来改为商讨设立导师今年四月启动的《汉文

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

是晚大家愉快交流以《思溪藏》为基础未来重修汉文大藏经的可行性，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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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24日

浙大秀士重文化 杭州学人慎余暇

般若谈空度初机 唯识说有世能画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on " How to develop Wisdom Life based
on Heart Sutra " at Zhejiang University in the evening of June 24, 2018 and conducted the 5th
lesson on the " Annotation by sentence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Hangzhou on June 25, 2018.

2018 年 6 月 24 日周日上午导师从湖州赶到杭州下榻酒店，中午以素餐宴请慧观译师

和杭州佛学院正谛、果来、瑞持三位有志研习唯识的比丘学员，席间交流唯识学的要义和

教学方式以至未来佛教发展趋势。导师勉励学员弘扬唯识学必须循序渐进引导听众熟习名

相，不要一开始就使人望而生畏，更需与现实生活结合，引导听众体会“一切唯识”的道

理，尤其重要的是藉研习唯识学培养积极的智慧人生观。导师并以今年慈宗双论坛纪念品

─ 刻有日韩一级国宝慈氏弥勒思惟头像的书夹赠与比丘学员留念，同时接受慧观教授馈

赠日文汉译著作以转赠慈宗学人。

是日晚上导师应邀到浙江大学以 [依据《般若心经》开拓智慧人生] 为题，分从下列

八个子题依慈恩家法讲述《般若心经》要义，参听学员多为浙大来自不同院系参加“文化

中国”计划的优秀学生，部分曾是今年二月参团来港访问各界知名人士时接受导师在住宅

会所宴请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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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佛陀教育与神本宗教

02. 大乘菩萨与声闻独觉

03. 般若慧度与世智辩聪

04. 五蕴皆空与颠倒梦想

05. 度脱苦厄与生死流转

06. 观慧自在与故留烦恼

07. 法尚应舍与不舍众生

08. 一切皆空与万法唯识

学员聚精会神听讲，下课后多觉意犹未尽，即时组成微信学习群，深夜回家后继续提

出问题请教导师。

其中精警的问题包括：

01. 导师解释的轮回的定义有不同层次的区分嘛，因为有说到如何摆脱一日之中的不

断轮回，好像是有心中轮回的意思？

一直以为生死轮回讲的更多是肉身？

02. 导师，既然没有永恒的实体 ─ 灵魂，人的身体也没有一个实体，那人为什么要

活着？生命如果没有灵魂，没有实体，还有什么意义？

此外，菩萨强调自觉，也就是靠自己的悟性，也就是承认：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

去悟，去自觉，那为什么要强调普度众生？普度众生，就意味着承认众生没有自觉的能力，

这是不是矛盾的？

导师均即时给予详细解答，令学员欢喜信受，对佛法之善巧圆融，大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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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25日周一中午导师接受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生春教

授和吴灵燕女士宴请，并答应向参加“文化中国”计划的浙大同学宣传及鼓励参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

周年纪念香港中小学生/一带一路高等院校师生[慈文共赏]中英文征文比赛。

当天晚上导师为杭州专修班特邀学员讲解清末韩清净老人名著《唯识三十颂诠句》，

完成“初能变——第八阿赖耶识”相关颂文和注释，参听学员除杭州和邻近地区外，还有

远自南京、上海和四川赶来的，多为善用余暇不懈学习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学员们在近

三个小时的讲课中，专注学习，法喜充满。

附注：

唐译八十《华严经》卷十九《升夜摩天宫品》“觉林菩萨偈”：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五蕴悉从生 无法而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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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12日

有朋不远千里来 护持慈宗出心裁

财施力施双论坛 南亚东亚助育才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ersonally hosted a lunch for Madam Shirley Lam, a consula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Maitreya Culture &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her family members from
Fuzhou and Singapore to thank for her support as sponsor & voluntary worker to Maitreya Twin
Forum in late March this year at Regal Hotel, Causeway Bay, Hong Kong on July 12, 2018.

2018 年 7 月 12 日周四中午导师在香港铜锣湾富豪酒店，私人宴请慈氏文教基金谘询

委员林向琴仁者，和她从福州来港的八十四岁父亲，和从新加坡来港的女儿林玲仁者及她

的未婚夫，感谢向琴仁者对今年三月下旬在港举办“慈宗周双论坛”的慷慨赞助和亲临现

场担任义工接待南亚来港贵宾，全程支持活动。

导师以法国波尔多名庄木桐家族和拉菲家族佐餐红葡萄酿各一瓶和特色广东菜式款

待好友，向琴仁者则以珍贵茶叶和茶杯套装相赠。席间畅谈协助导师组织带领学员团友前

往印度、不丹、日本关西地区各两次 (共六次) 的参访讲学经历，及今年“慈宗周双论坛”

期间多位纯粹以探求文化心态学习慈宗的义工不可思议的感应事迹，宾主尽欢。

向琴仁者介绍女儿十分勤奋，今年在新加坡国际管理学院毕业后，将继续考取专业会

计师资格，课余亦在当地慈善团体担任义务工作，更自行研读《菩提道次第广论》白话注

释，导师对此十分赞赏。

正如导师讲述《瑜伽师地论(伦)记》有关《菩萨地‧种姓品》唐代注疏时，经常提到

的“菩萨当于一切五明处求”(亦见《菩萨地持经》)，具备“菩萨种姓”、能行菩萨道者，

除了要深明佛理(“内明”)外，亦必须精通具备一种甚至多种专业知识和技术 (“声明”、

“因明”、“医方明”、“工巧明”等)。

又如导师父母原籍的福建泉州/晋江地区古代有一句流行语，说当地“满街都是圣人”，

意指贩夫走卒都能懂能说孔孟之道，才是文化兴盛之象。又如《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

十三参”故事中，五十三位善知识中只有六位是出家比丘/比丘尼，其余都是能不同程度

及从不同角度了解宇宙人生真理的各行各业精英。所以今天学佛之士必须同时具备丰富的

“世间”( 实际应用)和“出世间”(智慧人生)知识，才能安身立命，自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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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16日及 7月 14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十六、十七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16th & 17th lessons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June 16 & July 14, 2018
respectively.

2018 年 6 月 16 日和 7月 14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香港)

会址为港深学员讲解《瑜伽(伦)记‧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第 16 ─ 17 讲

这两讲完成解说菩萨种姓的“粗相”推论/“细相”证知、菩萨种姓的“性”(体/本

质)/“相”(呈现的现象)关系、显现与不显现的原因。

撮要如下：

粗相 ─ 从表面观察到具备“六波罗蜜多”德行的种姓特征，从而推论有情众生具备

“菩萨种姓”。

细相 ─ 有情众生的“第八阿赖耶识 ─ 见分(深层意识的摄持力)”是否寄存“本有

(能伏断烦恼/所知二障，即我执/法执)无漏种子(正能量)”，只有佛的“大圆镜智”才能

如实证知，一般菩萨只能根据粗相推论得知，连“位居补处”的慈氏菩萨都谦称未能究竟

证知(这是佛典惯用的拱托表达手法)。

性 ─ 《伦记》中此处非指“真如空性”，是指“本有 (能伏断二障 ) 无漏种子”

相 ─“六波蜜多”的德行 (非一般追求人天福报的善行)

性相相应 ─“本有无漏种子”受到善缘 (法界等流的大善知识教示) 熏长，鼓动“有

漏善种子”而起现行 ─ 具备“六波蜜多”特征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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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指“无漏种子”与“有漏善种子”相应，“有漏善种子”与“有漏善种子”

相应，“有漏善种子”与呈现的“六波蜜多”德行(“现行”)相应，“现行”与“现行”

相应。

现行“六波罗蜜多”德行又与所获“福德智慧”(功德)相应，这些德行与功德譬喻为

“贤善白净法”。(亦可说能呈现“六波罗蜜多”德行的善种子也是“贤善白净法”)。

证得因 ─ 这些“贤善白净法”就是证得“无上菩提”的因，《论本》用五个形容片

语：“难得”、“最胜”、“不可思议”、“无动”、“无上”来形容圆满佛果。

“证得”一词近指“初见道”，“本有无漏种子”初次现行，远指“圆满佛果——无

上菩提”。

“贤善白净法”显现的条件 ─ 不被“四随烦恼”之所染污 (障蔽)，《论本》结集

于“瑜伽行派”形成初期，用语与成熟期不同，“四随烦恼”包括后来成熟期的“根本烦

恼心所”和“随烦恼心所”，下一讲再详述。

导师并在第 17 讲结束前顺便为学员解释了净樾班长整理出来的“六种无为”定义，

并说明“瑜伽行派”、的《百法明门论》所述的“六种无为”与《俱舍论》所述“三种无

为”的关系，《俱舍论》是世亲菩萨在有部时所造。

归根结柢，只有“真如无为”，其他五种都是从不同角度了解说明“无为法”，如以

01. 虚空譬喻“无为法” (“虚空无为”) ;

02. 以能证的“无分别智”(“择灭无为”)和

03. 所证的“真如空性”(“非择灭无为”)

说明与“无为法”的关系，

(能证中又包括“有余依”与“无余依”二种“涅槃”);

04. 以喜乐不动的“四禅定境”譬喻 (“不动无为”)和

05.“灭尽定境”说明“无为法”(“想受灭无为”);

06. 真如空性 ─“真如无为”。

导师并宣布 28/7 周六下午举行的第 18 讲，将是《种姓品》圆满结经之日，八月份将

开讲《发心品》。学员听闻，皆欢喜赞叹，不胜企盼。

当天晚上，即将赴美国哈佛大学游学一年的慈氏文教基金行政委员兼大藏选译专委会

执行副主任、深圳专修班执行班长、深圳狮子会第一副总监卢志强仁者假导师住宅会所餐

厅宴请导师和同学，以示暂时惜别。导师亦提供法国名庄拉菲家族和木桐家族佐餐红葡萄

酿各两瓶(共四瓶)，师生尽欢，相约结经时再作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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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21日 ─ 22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无虚席

研习国粹能增益 笔记修定作语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0th & 11th lessons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at his private
Maitreya Library in Shenzhen on July 21-22, 2018.

2018 年 7 月 21 ─ 22 日周六和周日下午导师继续为深圳专修班学员讲解清末民初韩

清净老人撮录《成唯识论》及唐疏而成的《唯识三十论略解》第十和第十一讲，

初能变第八“阿赖耶识”，除“异熟识”外另一别名——“一切种子识”，“一切种

子识”十种特性的最后二种特性及“熏习”的原理。

上次两讲解释了：

03. 辨假、实; 04.“二谛”分别; 05.“四分”分名;

06.“三性”分别; 07.“新熏”、“本有”分别; 08. 具义多少;

这次阐明

09.“内外生引二因”

10.“四缘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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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种子”是“现行”果的“近因”/“生因”，也是留下纪录待缘再起的“引因”

(残余势力)。

10.“内种因缘熏”、“外种非因缘不熏”——

个人(有情众生)八识内的“种子”(功能)是主因(“因缘”)，能熏习;

个人八识以外(他人)的“种子”，不能作为其本人“种子”的“因缘”，只能作为“增

上缘”。

导师并以四个圆圈表示，令学员一目了然。

导师依罗时宪宗师《唯识方隅》补充韩老《唯识三十论略解》，详细说明“所熏”和

“能熏”各具的四种特征：

所熏 ─ 指“种子”所熏的第八识，有四种特征：

01. 坚住性 ─ 一味相续(连续不断维持同一状态)，能持“习气”(保持“种子”不

散失);

02. 无记性 ─ 无覆无记性(非善非染——后者指非恶及非有覆无记);

03. 可熏性 ─ 低密度，可容纳“种子”，非如“心所”有特定作用或“无为法”(“真

如空性”)的不受熏(导师特别指出这就是与中国结集的《大乘起信论》的最大差异) ;

04. 与能熏共和合性 ─ 第八识与所摄持的“种子”同时刹那生灭。

能熏 ─ 指能熏第八识的“种子”

01. 有生灭 ─ 刹那生灭，非如“无为法”(“真如空性”)的永恒不变;

02. 有胜用 ─“种子”必须有明显有力的势用，才能留下纪录;

03. 有增减 ─ 明显有力的“种子”才可击发新“种子”而增强势用，善种增强则抑

制恶种，反之亦然。但成就圆满佛果后，“四智相应净识”中“清净无漏种子”，已臻圆

满，再无增减。

04. 与所熏和合而转 ─ 能熏的“种子”与所熏的第八识，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如水

与波，不即不离。

论中更引用古印度生活习惯，以苣藤(或作苣蕂)即胡麻与香花混合藏于泥土中，日久

吸纳香气后榨香油涂身及蜡烛生起火焰，火焰燃烧蜡烛为例，说明能熏的“种子”与所熏

的第八识同时生灭的“熏习”原理。

但导师以为论中受古印度生活习惯所限举胡麻吸纳香气之例，不如打壁球 squash 或

拍皮球反弹，牛顿的以拳击墙反震显示动力/反动力的现代例子，更能说明“种子”击发

的定义，不致将“熏”与“薰”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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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更依罗公《唯识方隅》强调旧种能击发新种及潜伏的功能 (种子) 能呈现现象

(现行)，只有明显有力的前七识的“心法种子” (能呈现精神现象的功能)及所挟带而起

的“色法种子” (能呈现物理现象的功能)，导师并以学员读导师撰述或推介的佛书及看

导师视频为例，令学员恍然而悟。

韩老在《略论》这段对“一切种子识”解释的最后部分，以“俱有因”/“士用果”

说明“能熏生种、种起现行”;“同类因”/“等流果”说明“种子前后自类相生”，再次

强调“种子”是“因缘”的特性。导师并引用罗公《方隅》略释“异熟果”、“等流果”、

“离系果”、“士用果”、“增上果”等“五果”概念。

导师在今次两讲中特别强调“种子熏习”原理是 [慈宗唯识学] 的重中之重，对“种

子熏习”原理未能通透，不足以说是精通 [慈宗唯识学]。更重要的是慈宗学人必须活学

活用“种子熏习”原理于“世间”(生活与事业)/“出世间”(追寻真理)的奋发胜进向上，

才能获益无穷、受用不尽。

以中小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等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深圳慈宗学人，深受启发，法喜充

满，期待下一次讲座的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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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28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第十八讲圆满篇）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18th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July 28, 2018.

2018 年 7 月 28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香港)会址为港深

学员讲解《瑜伽(伦)记‧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18 讲圆满篇。

今讲完成解说具菩萨种姓者“受生不定”的特殊情况，即“十信”(发真正大菩提心)

以前无量无数劫中，纵遇恶缘，虽生恶道，与“定姓二乘 (声闻/独觉)” 及“无种姓”

人生于恶道，有三大分别：

01.虽暂生恶道，速得解脱;

02.不致受极重苦报;

03.稍受苦楚，生起强烈厌离生死轮回之心，并能同情怜悯其他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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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记》假设有关如犯“五逆罪”是否能速得解脱的问题，并引用玄奘三藏口义说明

具备“菩萨种姓”(“本有无漏能断二障种子”)者，从无始以来，本性善良，对父母尊长

眷恋仰慕，绝不会做出“五逆”之罪，纵生地狱，亦由于其他恶业，仍能速得解脱。导师

并简略说明佛典中“无间地狱”与其他地狱的区别。

另一种解说是：“十信”至“初地”之间，修习菩萨行者，在发(能令“大地六种震

动”——击发第八识中一切善种子，感通诸佛“大圆镜智”)真正大菩提心(不是表面形式

的皈依)后，不会犯“五逆罪”，纵做恶业，生恶道中，能速解脱。究其原因，就是先天

本具成佛的大悲“无漏种子”所致。

《伦记》又引神泰法师解说，将“定姓二乘”及“无种姓”人的第三种差别，分为二

种，前后共成四种差别：

03.受苦后生厌离轮回之心;

04.推己及人，对其他受苦有情众生生起同情怜悯之心，因此苦报反成为“顺增上缘”。

接着说能障碍“贤善白净法”的四种烦恼，《伦记》引用“阿毘达磨”论典说明 [部

派佛教] 将一切烦恼称为“随烦恼”，因各种烦恼能互相为因跟随而生。(有点《易经》

咸卦九四爻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味道)导师并补充说明古印度[瑜伽行派]初期，

为接引小乘学人，经常釆用 [部派佛教] 名词，至世亲菩萨及以后论师逐渐建立[慈宗唯

识学]的严密架构，才清晰分为六种“根本烦恼心所”和二十种“随烦恼心所”。《种姓

品》中四种能障“贤善白净法”的烦恼是：放逸、愚痴 (无明)、散乱 (加上客观环境的

逼迫)、贪(恋身命)。韩老《披寻记》引《有寻有伺地》说第四种为“拘碍”，但导师认

为第四种烦恼应说为“贪”，更简明适当，因“贪”之极致，是“顾恋身命”，“润生烦

恼”亦由此而起。

《种姓品》最后说明成就正觉的快慢：

一、具备“菩萨种姓”者 — 证佛果有迟速;不能速证原因有三：

01.未亲遇佛或得闻遗教中的正道真理，故未能发真正大菩提心;

02.虽闻说正教真理，但不能正确修学;

03.虽能正确修学，但不够精进，散漫迟缓。

04.初“见道”以前四个阶段 (导师补充说明，泛指：“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专指：“暖”、“顶”、“忍”、“世第一法”四加行位。) “无漏种子” (善

根) 未成熟，未能入“见道”位。

二、“无种姓”人 ─ 纵然能熏习一切“有漏善种子”，但因不具备“本有无漏种子”，

决定不能证得佛果。《伦记》中并引惠景法师解释说明此点：“无种姓”人纵能遇到佛法、

正确修学、没有散漫迟缓，但仍不能证入“初地”以至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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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特别说明“无种姓”与“阐提”的不同，“无种姓”不等于作恶断善根，一样可

以修学一切人天善法，故可称为“人天种姓”。大乘学人应心胸宽广，不必勉强信奉其他

积极行善的宗教徒改信佛教(何况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是智慧人生的教育，不同宗教人

士都可以探讨佛陀教育，但不必勉强接受大乘佛教的最终目标。)导师并以擦火柴为例，

说明为什么“无种姓”人学佛而不能成佛，有些火柴能一烧到底，有些火柴擦后火光一闪，

从此熄灭，永不再着。

导师更指明《伦记》未说明的隐藏含义：

“无种姓”人表面修学大乘佛法，但只是跟风随众应酬式的，或参加佛教修学活动另

有所图(如为谋生营销)，或只是为求福报、念兹在兹都是为了利益自己及家人，从未真正

渴求真理、悲悯众生、发心救度，所以终究不能与大乘佛法的精神与目标契合。

《伦记·种姓品》结束前引用神泰法师解释，说明具备：得遇佛法、正确修学、精进

勇猛、净种成熟等四个条件，必入“初地”。从初发真正大菩提心开始，经一大阿僧祇劫，

入“见道”位，经三大阿僧祇劫，究竟成佛。

导师并再次说明《伦记》收集六家注释的重大价值：

01.玄奘三藏口义

02.惠景 (《瑜伽师地论文迹》，已逸失)、有说应是“恒景” (《瑜伽师地论补阙》，

已逸失)、亦有说应是“弘景”(《瑜伽师地论疏》，已逸失)

03.神泰 (《瑜伽师地论疏》，已逸失)

04.窥基 (《瑜伽师地论略纂》，今存)

05.圆测 (《瑜伽师地论疏》，已逸失)

06.遁伦(又名“道伦”)

导师嘱咐深圳专修班常琳娜和卢志强两位执行班长协助香港专修班李净樾班长完成

《伦记‧种姓品》的注释和现代语译，以便在 2019 年 4 月底 5月初在香港举办的 [第一

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 用作教材，自利利他。并宣布暂订 25/8 周六下午开讲《伦记

‧发心品》。学员听闻，皆欢喜赞叹，不胜企盼。

李净樾班长并即席发心在年初慨捐 100,000 港元赞助《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外，再

捐 10,000 港元赞助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庆贺圆满结经，功德不可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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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26日 ─ 27日

唯识曾兴百载前 韩老上生七十年

三时学会隐京华 导师重光开法筵

（第五、六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5th and 6th lessons on the Annotation by Sentences
on the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by Upasaka Han Qingj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Beijing
on Aug 11-12, 2018. Professor Wong's friends and students started to celebrate his 61st birthday
one week in advance in Beijing.

2018 年 8 月 11 ─ 12 日周六和周日导师连续两天下午为北京专修班学员宣讲 1921 年

在北京成立“法相研究会”和在 1927 年改名“三时学会”的韩清净老人撰述的《唯识三

十颂诠句》第五和第六讲。

这是导师第一次在北京举办宣讲韩老遗著的专修班，本课程是为编写《汉文大藏经教

材选编》及培养参加“第二届 (2026 年)慈宗青年文化节”讲经交流人选而设。

导师依颂文及《诠句》说明“思量能变”和“了境能变”得名由来。

导师先解释“五根”、“五境”等“十色法”以外，为何不以“大脑神经”对应“法

境”，及从部派佛教以来对“意根”的解释，从“胸中色物”、“无间灭意”到《摄大乘

论》的“染污意”以至《唯识三十论颂》的“末那识”。

再依“三类境”中的“带质境”以三个圆圈说明“第七识见分”托“第八识见分”为

“本质”变起“我”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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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境能变”时特别带引学员回顾 32 年前导师所撰《重印唯识方隅序》中下列

文字：

唯识学说能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玄奘、窥基等慈恩宗匠功不可

没。但近年却有人以为奘师对唯识典籍的翻译有根本上的失误，那就是认为玄奘未能把唯

识应作“唯表”的原义译出。其理由是根据早年法国学者莱维（S.Levi）发现《唯识三十

颂》安慧注释的梵文本中对“唯识”一词的用语是 Vijnapti-matra 而非 Vijnana-matra。考

Vijnapti为 Vijnana（“识”）字的过去分词，仍然具备“识”的含义，亦可作较丰富的解

释：如日人荻原云来主编的《梵和大辞典》中即列显现、表象、了别等多种含义。而唐贤

诸师则多抉取其“了别”义，如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一序中即说：“唯谓简别，遮无

外境，识谓能了，诠有内心。”

其实，“显现”义说明“第八识相分”的作用，“表象”义则说明“前七识相分”的

作用，“了别”义正足以说明“各识见分”的作用，各种含义皆是就识上的不同作用而划

分。

所谓摄境从心、舍末归本，以“识”为“了别”义，最能说明唯识思想的立场。且

Vijinapti-matra一词含义颇丰，岂非“唯识”一词最能概括。事实上，玄奘于其翻译的《解

深密经‧分别瑜伽品》及《摄大乘论‧所知相分》中不是明言“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

可见玄奘对“识”具备“显现”、“表象”等各种含义亦甚明了。况且“唯识”一词

亦非始创自玄奘，自菩提流支、真谛以至义净诸大译家均沿用不替。同时我们亦无从得知

玄奘当时所据的梵本是用 Vijnapti-matra抑用 Vijnana-matra一词。

此外，日本学者长泽实导在《瑜伽行思想与密教的研究》一书中，专章解释 Vijnapti

与 Vijnana二字的含义，明言 Vijnana-matra一词之意为“唯了别”。长泽氏曾为日本大正

大学佛教学研究室主任教授，精通梵文，其说当有根据。而其他对唯识有研究而精通梵文

的日本著名学者如结城令闻、山口益、胜又俊教等均不敢轻言玄奘所译“唯识”一词有误。

可见以“唯识”一词应用“唯表”的说法，实属误导，而假若以此试图贬低慈恩一系对唯

识思想的贡献，更属罔顾历史事实，不负责任的做法。

上述文字是导师 29 岁时藉为罗时宪宗师写序，驳斥罗公前期学生霍韬晦拾少部分日

本学人牙慧，哔众取宠之说。导师今次藉此为北京学员说明“识”的梵文原义包含甚广，

包括“显现”、“表象”、“了别”各种含义。

导师今次讲到“十一个善心所”为止，在解释“三善根”时，特别介绍“慈”和“悲”

属于什么“心所”及以数学中的“集论”解释“慈”和“悲”的关系。同时说明佛教一般

情况下不用“爱”字而用“慈悲”一词的原因。

导师忆述多年前以香港公益慈善团体 [生命热线] 执行委员会成员身份出席一个“防

止自杀”研讨会时，遇到一位精通广东话的外籍天主教神父讲者，连对方都认为佛教的“慈

悲”一词，比天主教的“爱”字好，因为“爱”字确容易令人联想到“占有”、“控制”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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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周日晚上北京学员们提前一周为导师庆祝六秩晋一寿辰，敬献鲜花，北京王小

根班长更致赠专诚从日本请回来 24K金、与导师生肖相应的珍贵“不动明王”像，护法热

诚可嘉。

南京杜亚明班长亲题以下对联呈献导师：

贺导师寿诞吉祥安康

联横合纵唯识贯通显密十三宗

章经法脉慈氏心斋春秋六十载

亚明敬贺

北京张钦璇班长特备有机无糖生日蛋糕让导师与学员们分享，美味可口，又送导师花

旗参片，让导师讲课时补气润喉，孝心难得。

此外，北京金融界友好和晚辈分别赠送导师名贵雪茄盒、雪茄、名片包、吹气飞机枕

连眼罩，其中最有心思的一份是名家所刻的两方印章，一为“致福”二字，一为“联章”

二字，后者上雕甲虫和金丝荷叶，并有一心型，代表富甲一方或仁心照亮一隅，令导师赞

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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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15日

慈宗近代兴江浙 杭宁秀士效贤哲

韩老虚师竟无公 唯识研习踵再接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6th lesson on Annotation by Sentences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Hangzhou in the
evening of Aug 15, 2018 and inspected CITIC Bank Hangzhou Branch and its subsidiary CITIC
Country Bank in Linan on Aug 16, 2018.

2018年 8月15日周三晚上导师在杭州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唯识三十颂诠句》

杭州普通话专修班第六讲，学员来自杭州、南京及邻近地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陈丽华教授和中信杭州分行工会朱健龙主席列席旁听。

导师与学员们重温“开发论端” ─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及“初异熟能变”

的偈颂，并详细解释“次思量能变”的偈颂。

并反复以图文说明“第八阿赖耶识见分”的执受“根身”、“器界”、“种子”，绵

绵不绝、从不间断的摄持力，令“第七末那识见分”从无始以来，形成妄执“实我”的“带

质境”。

并与十八种心所尤其是四种围绕“我执”的根本烦恼 ─ “我痴”、“我见”、“我

慢”、“我爱”紧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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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近期不只一宗的社会实例说明：如有人因自以为名誉权位在某个界别达到巅峰，

又被透过讯息网络长期包装个人形象或公司品牌，粉丝无数，自我极度膨胀陶醉，俨然如

神，不顾一切，违法乱纪，甚至妄想对他人实施长期精神控制，发挥其极度贪欲和占有欲，

倒行逆施，损人误己。这就是“末那识”虽然是“有覆无记”，本只障碍对真理的认知，

但可以发展至穷凶极恶。

全程两个小时，导师一气呵成，未喝一口自备花旗参茶，如行云流水，又入木三分，

令好学深思的听众在下课后，仍思绪如潮，反复思量，震撼甚深。并希望早日继续聆听教

益，导师答应争取在八月底九月初再来杭授课，与大众分享甚深微妙的唯识宗义。

上课前得杭州分行李娜副主任帮忙安排精美素食餐单，导师与学员共同享用色香美味

俱全的素宴，多位学员和友好送上青瓷手绘茶杯、两份普洱茶 (其中一份连西双版纳树皮

做的盒子)、十年白茶、糕点等礼物预祝导师五天后的生日，令导师深受感动。

在到杭州之前，导师一行在南京参访牛首山景区，深觉其建设庄严典雅，远胜陕西法

门寺景区，不下于被焚的无锡梵宫。讲课后翌日 8月 16 日周四上午导师一行到中信银行

杭州分行和位于临安的村镇银行继续调研考察，圆满结束这次调研/参访/讲学兼重的江浙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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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18日 ─ 19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无虚席

研习国粹能增益 为师庆生颂德奕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12th & 13th lessons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at his private
Maitreya Library in Shenzhen on Aug 18-19, 2018.

2018 年 8 月 18 ─ 19 日周六和周日下午导师继续为深圳专修班学员讲解清末民初韩

清净老人撮录《成唯识论》及唐疏而成的《唯识三十论略解》第 12 和第 13 讲，这次主

要讲解“不可知：执受、处、了”一句。

导师先依《成唯识论》本文解释：

了 ─ 是了别，说明识的活动情况和特征(行相)是了解辨别;

处 ─ 是处所，即有情众生寄居的物质世界(“器世间”);

执受 ─ 指“第八识见分”摄持其“相分”中的“名言种子”(“相名分别习气”)

和“有根身”(包括：

01.“净色根”─ 相当于“神经组织”nerve system和

02.“扶根尘”─ 相当于“感觉器官”sense organs），

此“有根身”与一期生命“现行第八识”共存 ─“同安危故”。

此被“第八识见分”“执受”的“名言种子”和“有根身”及“处”─“器世间”，

都是“第八识见分”紧密接触(“所缘”)的对象。

再依唐疏解释：

行相 ─ 行于境相，“第八识见分”非有形之物，故“体”(“性”)即是“相”，它

的活动(“行”)就是摄持“相分”(“境相”)，与“相分”密不可分，这包括“无漏无分

别根本慧”挟带“真如”起时，融合无间，即《般若心经》的“无智亦无得”。

“相”亦可解作“相状”，指“第八识见分”的特征，作此解时，不包括“无漏无分

别根本慧”。

“名言分别习气”─ 指“第八识相分”中一切“有漏名言种子”。导师再次强调“赖

耶缘起说”与《大乘起信论》“自性清净心”─“真如缘起说”思路的不同，并以基督教

《创世纪》为例，说明“纯善一元论”的缺失。

“有根身”─ 以“五色(物质)根”中“身根”的“扶根尘”─“皮肤”最为明显，

遍布全体，故以“身”概括其余诸根(包括“神经组织”和“感觉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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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文接着说明“认识的过程和内部结构”，导师列出“安难陈护，一二三四”传统对

“四分说”演进过程，并以玄奘大师“三类境说”作为“四分说”的归纳总结。并指安慧

的“无相唯识一分说”，在奘师体系中俨然“独影境”，并非“胜境”，脱离现实太甚，

故不为奘师选择弘扬。

疏中对护法论师提出的“四分说”着墨最多，说明除外延的“相分”和“见分”外，

还着重讨论内存的“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作用，并以量尺、布匹、量度结果和量布之

人说明“四分”关系。

导师并以过去银行柜员互相数钞复核给提取现金的客户，及现代大机构中“会计部”

和“内审部”的分工，说明在认识过程中“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的互相印证功能。至

于“相见同种”与“相见别种”的问题，导师承诺在 9月 15 ─16 日上课时提供相关论文，

再为学员详细讲解。

以中小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等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深圳慈宗学人，深受启发，法喜充

满，期待下一次讲座的举行。

Professor Wong was invited to birthday dinner parties arranged by banking friends and students
for him on Aug 17 and Aug 19 respectively.

19/8 周日下课后，大家在专用图书馆为导师提前一天庆祝六十一岁生辰，唱生日歌，

切无糖蛋糕。学员或集资联合或单独赠送各种礼物，包括蓝芽耳筒，讲课扩音器，补充气

血艾条，布袋尊琉璃配件，古树红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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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文教基金行政委员兼《大藏选译》专委会执行副主任、深圳安信证券执行总经理

刘义林仁者代表深圳专修班学员书写书法条幅：

横笔世间霹雳响 渡舟般若菩萨行

上款：“贺章师六十有一寿”，钤印“小楼一角春常驻”闲章，是对导师专用图书馆

阳台一盆菩提树的描绘，也是借喻在纷乱繁杂的世界中，慈宗学人心中澄明自在，吉祥永

驻。

并制作蛋糕贺卡，上书：

论畅八宗 启中印圣人之秘奥

学通内外 承千载既绝之薪传

义林仁者并在晚上设宴宴请导师和部分学员，另有部分学员因接着马上出差，未能参

加。席间畅谈近日内地佛教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慈宗法义，导师开了四瓶法国波尔多木

桐家族著名红萄葡酿感谢学员们，尽兴而别。

8 月 17 日周四下午甫从杭州扺深，导师获深圳银行界同事接机，晚上又获另一批同

事宴请，获赠多份有纪念意义的生日礼物，深受感动，

收到的礼物包括小叶紫檀佛珠、紫砂普洱茶罐和刻有《般若心经》的雪茄打火机。当

天晚上导师欣然开了一瓶96分的 1990年法国波尔多玫瑰庄Montrose和一瓶95分的1990

年法国波尔多狮子庄 Las Cases著名红葡萄酿，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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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27日

朴老传人书艺湛 金陵刻经缘结深

京华聚首勉学人 因果规律定浮沉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enjoyed lunch and dinner to post celebrate his birthday with
famous Chinese calligrapher, sponsor of Maitreya Twin Forun and his students in Beijing on
Aug 27, 2018.

2018 年 8 月 27 日周一晚上导师乘到京参加银行董事会会议之便，与德学俱优、遐迩

闻名的原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传人，著名书法家宗家顺老师叙旧，热爱书法的慈氏文

教基金宣传委员会赵月副主任和原专修班学员金融学博士后叶梅仁者闻讯赶来请益。

赵月仁者孝心可嘉，特带来早已物色好的“无相水月观音玉雕坠件”，为导师补贺阳

历生日、预祝农历生日。

席间导师勉励在京慈宗学人多向宗老师请教书法与人生哲理，争取 2026 年第二届慈

宗青年文化节顺祝南京金陵刻经处成立 160 周年纪念时，能陪同原金陵刻经处主任宗家

顺老师前来香港举行师生书法展。

人生哲学方理，导师与宗老师藉近期汉传佛教人物事件为例，为在京学员说明“做佛

先从做人开始”的道理。

01. 知恩报恩 ─ 人家帮过忙，不能以怨报德;

02. 选贤举能 ─ 公益慈善组织应推举有能者任职，不应因非宗教徒而设阻碍;

03. 诚信为本 ─ 普通人都应以诚实守信为头等大事，何况学佛者，更何况佛门领袖;

04. 尊重持戒 ─ 应重视守戒者尤其是誓愿遵守比丘/比丘尼戒者的“戒体”，不要

肆意破坏，导师并以 [慈宗唯识学] ─ [种子原理] 说明其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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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护持正法 ─ 支持弘扬正法尤其是传承清净者，不要在论坛/研讨会上设障，断

人慧根;

06. 深信因果 ─ 对佛菩萨以至对善信弟子都应遵守因果法则，勇于承担，因组织不

善，导致学生伤亡，不应推诿责任，以至佛寺积累怨气;

07. 善导群众 ─ 不能因别人信仰自己，而任意妄为，搧动群众，对抗政府执法，破

坏社会秩序 ;

08. 公私分明 ─ 对公家账目处理必须谨慎，不可挪为私用;

09. 不自倨傲 ─ 不论做到什么位置，都应以佛菩萨祖师作为标准，切勿得意忘形，

更不能为自己“造神”，致招灭顶之灾。

导师更举今年三月下旬在港举行 [慈宗双论坛] 期间和前后，三位既非宗教徒也从未

参加宗教仪式的港深义工发心放下一切，为双论坛筹备奔走，废寝忘餐，节省数以十万港

元计的印刷费和交通费，发生在他/她们个人和亲戚身上的难思议感应事迹，说明“种子

熏习(正能量)”是科学原理，不需靠迷信祈求。

在京慈宗学人对导师和宗老师的教授教诫深以为然，欢喜信受。导师再三诚意邀请宗

老师明年 5 月 4 日来港参加慈氏文教基金十周年庆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香港中小学/一带一路高等院校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颁奖典礼。宗老师欣然答应，互道珍重而别。

[慈宗双论坛] 琉璃赞助人、北京资深投资人何庆仁者得悉导师在京，当日下午专程

送来一盒委托北京洲际酒店订制的无糖小鲜肉酥饼和一个买用小型随身电风扇，为导师补

祝阳历生日，预祝农历生日，高谊隆情，让导师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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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30日

印度佛教源流长 慈宗典籍待弘扬

文化交流赖传译 冀栽学人成巨匠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wo hours brief talk on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t thoughts
in the morning of Aug 30 t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Ningbo University who will assist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academic papers on Maitreya studies and attended dinners
post celebrating his birthday hosted by General Manager Wu of CITIC Bank, Ningbo Branch on
Aug 28 and by Chairman Zhou of Hong Kong listed Ningbo Huazhong In-vehicle Holdings
Co. Ltd. on Aug 29, 2018.

2018 年 8 月 30 日周四上午导师在面对奉化江、甬江、余姚冮三江汇聚的宁波下榻酒

店贵宾层会议室与宁波大学下列拟参与慈氏文教基金汉译日语佛教论文计划师生座谈：

01. 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刘恒武教授（日本佛教大学博士修读四年毕业，京都大

学研究助理两年，主要研究领域是佛教考古图像)，刘教授的研究生计划参与翻译工作;

02.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广志教授（日本岩手大学毕业，主要研究领

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和宗教民俗等，最近在研究唐玄奘大师与日本弟子道昭事迹)，他的

研究生计划参与翻译工作;

03. 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凯博士（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指导博士生，东京武藏

野大学博士生交流一年，将参与翻译工作）；

04. 还有位计划参与翻译的老师：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郑洁西副教授（日本关西

大学博士毕业，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交涉学)，他因上午有事无法参与座谈，委托其历史

学研究生陈奇君出席。

导师用两小时为参与座谈的各位学人简介印度佛教思想简史，包括：

01. 佛教流传以前的古印度婆罗门教思想及婆罗门传教士腐败情况，并评论当代佛教

“新婆罗门主义”的危险性;

02. 原始佛教及其“无我”思想;

03. 部派佛教包括因轻戒取舍与罗汉资格鉴定产生分裂，前期的 [上座部] 和 [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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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裂成二十部派，后期的 [说一切有部] 和 [经量部]、《俱舍论》和《顺正理论》

的撰述;

04. 大乘 [中观学派]“缘起性空”思想特质;

05. 大乘 [瑜伽行派]“万法唯识”、“唯识无境”思想特质，世亲论师对建立唯识

学理论架构的贡献，安慧论师的“无相唯识说”与护法论师的“有相唯识说”，玄奘大师

传承护法论师之学与揉译《成唯识论》，古代 [慈恩宗]、[玉华宗]、[唯识宗]、[法相宗]

与近代[慈宗]得名之由来，[慈宗]所依经论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

论》最为重要;

06. 汉译日语相关论文缘起和经过：从肖平教授 (后出家为慧观法师)在中山大学教

授日文到杭州佛学院授课以来，委托他带领学生汉译《瑜伽师地论》相关日语论文五十万

字至结集出版，接着希望委托宁波大学师生汉译《解深密经》以至《成唯识论》相关日语

论文的始末。

导师并强调了日本自明治以后派遣僧侣到欧洲留学，培养大量佛教人才，发表大量论

著，反观中国内地学人缺乏对佛教典籍义理的深入研究，所以必须将外国的优质论文翻

译，以拉近距离，同时也可借机培训翻译人才。导师同时说明经师 (法师)、论师、律师、

译师各种佛门专才中“译师”的重要性，古代玄奘大师、近代法尊法师的贡献，表示愿与

宁波大学携手合作栽培更多优秀的译师。

宁波大学师生们对这次温故知新、提纲挈领的座谈都感到对开展汉译工作大有帮助，

并积极邀请导师十一月中旬乘到上海参加美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之便，到宁波大学讲授

《依据般若心经开拓智慧人生》，饶益该校师生，导师欣然答应。

2018 年 8 月 28 日周二导师从北京参加完中信银行董事会会议到达宁波后，与中信银

行宁波分行吴学文行长等管理层亲切会面，得悉宁波分行今年上半年成为十大存款增长最

快的分行之一，更是宁波股份制银行中存款增长高居首位的银行，十分赞赏。酒店中餐厅

经理记得导师八月生日，送上生日蛋糕和寿包，宁波分行奉上鲜花，为导师补祝生日。

8 月 29 日周三晚上导师以董事会副主席身份参加完香港上市的华众车载集团董事会

会议，宁波著名民营企业家周敏峰主席特备鲜花和蛋糕，为导师补祝生日。吴行长和周主

席的高谊隆情，令导师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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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18日 ─ 19日

信银杭州耀中华 三十唯识宣教化

沪宁杭甬绍台临 浙贤归敬慈宗下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on " How I made a choice amo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as a banker " in the evening of Aug 31, 2018 at CITIC Bank,
Hangzhou Branch and conducted the 7th lesson on Annotation by Sentence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Hangzhou on Aug 30, 2018.

2018年 8月31日周五晚上导师以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身份到杭州

分行讲课，题目为：《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导师与近 200 位杭州分行、台州分行和临安村镇银行员工分享他本人早年学习经历。

01. 缘于中学时热爱中国文学、哲学，发现所欣赏的古今文学家、哲学家如唐代王维

(字摩诘)、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苏东坡、王安石，明代王阳明，近代章太炎、梁启超、

熊十力、梁漱溟等都精通佛理，遂对感探究佛学有所期望。

02. 缘于中学时期基督徒团契在校内热心传教，但与基督徒同学多番讨论后，发觉他

们的“人类原罪说”、“上帝创世造物说”、“全知全能全善说”，自相矛盾，无法接受。

始终觉得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儒道佛三家思想博大精深，更适合自己探究。

03. 缘于对儒释道三家核心思想的比较研究：三家主张仁爱，有相通之处。但儒家着

重敦伦尽份的入世伦理；道家着重清静无为的出世修炼；佛家则既出世又入世，而且层次

分明。

04. 佛教本质上不是宗教，是教育，是文化，但在后世不同地域的弘传上，被附上各

种仪轨形式，在一定程度能满足人类希求保护的宗教心理。

05.“小乘”，即小型交通工具，只能运载自己到目的地。“大乘”，即大型交通工

具，能运载多人到目的地。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智慧与救度人类以至有情众生的慈悲行为

已达到圆满的境地，所以“佛陀”是“圆满的觉者”。

06.“宗教”源自西方 religion一词，指全能绝对的“创造主”与人类的桥梁。佛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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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是“无神论”，不承认宇宙有“创造主”，并认为人类经过不断努力都有机会成为“觉

者”。所以严格来说，不符合“宗教”的定义。宗教：用之善，则可安抚心灵、和谐社会;

用之不善，则导人迷信、引发冲突。故此，必须认识佛教的真面目，体察它不是神教的智

慧层面，才能启发觉察宇宙真相的智慧人生，真正达至恒久和乐！

07. 一心想修学成为圆满觉者的人叫“菩萨”，梵语 Bodhisattva， Bodhi音译“菩提”，

意即“觉悟”; Sattva音译“萨埵”，意即“有情众生”。“菩萨”即是指追求自我解脱

烦恼、觉悟真理的同时，也努力帮助他人解脱烦恼、觉悟真理的人。所以菩萨不是泥雕木

塑的偶像，是活生生、积极进取，自利利他的人。所以“佛教”不是“纯粹拜佛的宗教”，

而是“佛陀智慧的教育”(Buddha's Teachings)。

08.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原理 ─ 缘起、缘生，世间现象莫不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

“缘”分四种：“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

09. 现代人修学的目标应该透过“智慧人生”达至“自在人生”：青壮年 ─ “财富

自在”;中晚年 ─ “身心自在”;临终时 ─ “心灵自在”。

成就世间的“财富自在”需要下列四种主因助缘：“方便具足”;“守护具足”;“善

知识具足”;“正命具足”。

10. 行为的影响力 ─ 佛教的“缘生道理”，通俗地说即是“因果论”，因 + 缘 = 果。

更确切的说，又叫“业果论”，即是指过去、现在的行为力量(业力)储存于深层意识，大

乘佛教称为“阿赖耶识”(梵语 Alaya Vijnana)或“藏识”，比西方心理学的“潜意识”范

围更宽，更接近现代的“量子物理学”)，这是储存一切行为造作讯息功能的资料中心，

累积酝酿成熟而产生未来果报。善性的行为会引发健康、长寿、财富、名誉、地位、幸福、

愉快等力量;恶性的行为会引发病患、灾难、贫困、失信、轻鄙、痛苦、逼迫等力量。所

以在追求或已达至“财富自在”的同时，也应自利利他以求达至“身心自在”及最终的“心

灵自在”。

听众中原来有不少认为佛教是宗教甚至是迷信，听课后都对佛教的认识焕然一新，甚

至觉得精神境界获得提升，在朋友圈和私信间传播心得体会。讲课前导师获邀前往面对钱

塘江的“湖畔居”用膳，并参观旁边的“干嘉书店”，景色怡人，书香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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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周四傍晚导师从宁波到达杭州后，略进晚餐，便在面对西湖的酒店贵宾层

会议室，为来自杭州、上海、南京、绍兴、宁波等地的学员讲授清末韩清净老人《唯识三

十颂诠句》第七讲有关“第二能变 ─ 末那识”的颂文和诠释，特别以图和玄奘大师创立

的“三类境说”显示“第七末那识种子”摄藏于“第八阿赖耶识 ─ 相分”中，又回过头

来紧密接触“第八阿赖耶识 ─ 见分”的微妙关系，并深入解释“欲界”随“第八识”现

行的“末那识”与“色界”和“无色界”随“第八识”现行的“末那识”不同的特点，令

学员们对 [慈宗唯识学] 又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 8月 30 日周四晚上和 9月 1日周六中午学员及友好聚餐时，导师仍收到生日/节日

贺礼，包括月饼和普洱茶、佛像小卷轴、藏香及牛骨梳，而以曾参加 [2016 第一届慈宗

青年文化节] 书画展的高晴霞老师所赠杭州著名织锦造的“褔”字最具喜气，这些礼物和

心意都令导师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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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8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学员发心护慈宗 京深同捐文教周

（香港班发心品第一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1st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Bodhicitt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Sept 8, 2018.

2018 年 9 月 8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放一个月暑假后，于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

(香港) 会址为港深学员重新开讲《瑜伽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发心品》第一讲。

开课前由文教基金行政委员关樱班长带领学员进行简单而隆重的敬香，感谢瑜伽论主

─ 慈氏世尊加持，使大家得闻妙法。

并由行政委员傅星海执行班长带领学员帮忙将 [慈文共赏] 征文比赛修定接受申请

参加日期的函件装入信封。

开课前深圳专修班副班长张金生大德致送保暧杯补祝导师生日，并以两位孪生女儿名

义慨捐一万港元赞助 2019 年慈宗三宝文教活动 (29/4/2019 ─ 4/5/2019 前后六天)。

开课前一天，北京护法学员夏令武大德亦以太太和女儿名义捐出一万港元赞助慈宗三

宝文教活动。两位大德和家人功德不可思量!

今次开课主要是为学员重温《瑜伽师地论》组识和结构，“五分”“三持”的名义，

并说明《菩萨地‧发心品》排在《菩萨地‧种姓品》之后的原因，接着说明最初正愿(总

愿)与其余正愿(别愿)的关系，并举药师琉璃光如来十二大愿、无量寿如来“二十四愿”

以至后来发展出来的“四十八愿”为例。

导师强调所谓“心”，不是心脏的“心”，是精神的“心”，指“意志”，佛家的“发

心”，即是“立志”。

导师同时说明“小乘发心”与“大乘发心”的差别：

“大乘发心”可称为“发大菩提心”，指无始以来，第一次“立志”：

“上求佛道(智)，下化有情(普度众生)”，

“小乘发心”只着重个人解脱生死轮回之苦。

导师强调所谓“化”是教化、化导，必须是透过(听) 闻、思 (考)、修 (习观想宇宙

人生真理)，引导大众学习佛陀的智慧，而不是以神道设教，导人迷信。

下课后，导师在住宅会所餐厅宴请大家，庆祝开课，并与大家分享 9 月 7 周五中午

由导师的金融界后辈致送的金黄色蛋形意大利生日蛋糕。 9 月 4 日周二又有导师福建同

乡晚辈致赠精美红葡萄酿杯一对，导师对这些后辈们的心意，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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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李子捷仁者 (陕西师范大学旅日学人) 来讯评论如

下：

导师开讲《瑜伽伦记》，绝对是整个东亚唯识学佛教学界的盛事，开历史先河，功德

不可思议。

《瑜伽伦记》被很多日本学者形容为宝库，价值非常大。我本人在博士论文中引用过

几段原文，深感其重要性。

但遗憾的是至今全世界的佛教学者都尚未对其展开专门深入的研究。别说研究著作，

连论文都非常少。

遁伦在此著作中不仅限于玄奘三藏所传的唯识学，还包罗了很多玄奘之前的印度中国

佛教思想史的贵重情报，其中很多是孤证。

导师现在开讲并研究《瑜伽伦记》，而且还是在中国香港（并非中国大陆或日韩），

我个人以为甚至可以和当年罗公在港开讲《成唯识论》相提并论。

希望将来可以将《瑜伽伦记》的研究在香港出版，留下历史性的一笔。

导师回复李子捷博士如下：

贤弟见识深远

是少有知伦记

价值当今学人

希望由你协助

编成大藏选译

嘉惠慈宗学子

李子捷博士回复如下：

一定在导师的指导和主持下，尽全力协助导师推进此工作。同时期过程和成果对我自

己也是一个学习，我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再进一步写出几篇有质量的论文，将来发表于学

界，贡献于《瑜伽论记》乃至整个东亚唯识佛教史的研究。



68

2018年 9月 22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学人捐献护慈宗 伴师迎月庆中秋

（香港班发心品第二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2nd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Bodhicitt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Sept 22, 2018.

2018 年 9 月 22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 (香港) 会址为港深

珠学员开讲《瑜伽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发心品》第二讲。

今次新增两位听众：

01. 渣打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梁国栋仁者;

02. 导师深圳专用图书馆义务图书管理员、深圳专修班学员王震仁者专程从珠海赶来

上课。

国栋大德并即席慨捐二万港元赞助 [2019 年慈宗三宝文教活动] 为家人祈福，成为

首位玛瑙赞助人，功德不可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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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继续为学员重温《瑜伽师地论》不同篇章的名称，“分”如《本地分》、“地”

如《菩萨地》、“处”如《初持瑜伽处》、“品”如《发心品》，再说明“种姓持”、“发

心持”、“菩提分法持”名义，《发心品》的“发心”是指“发无上大菩提心”，并说明

与“声闻菩提”、“独觉菩提”的区别，“总愿”与“别愿”的不同。

导师在讲解第一段有关“发无上大菩提心”的体性时，为学员重温《种姓品》中“本

性住种姓”和“习所成种性”的概念，古印度瑜伽行派十大论师尤其是护法论师“本有无

漏种子”/“本有有漏善种子”和“新熏无漏种子”/“新熏有漏善种子”的定义和生起时

位。

并说明《伦记》以“论藏”为证包括《摄大乘论》、《成唯识论》、《成实论》、阿

毗达摩诸论，并引述奘师门下惠景、圆测、窥基等诸家注释。最后说明“最初发心”与“遍

行心所”、“别境心所”、“善心所”中那种“心所”作为本质，令学员如醍醐灌顶，法

喜充满。

下课后，导师在住宅会所餐厅宴请部分学员，一同迎月，预祝中秋愉快，并与大家分

享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香港总部送来的月饼。深港两地专修班护法学员张金生班长送赠导师

一套名贵精美的茶具作为节日礼物，令导师十分感动。席间大家畅谈追随导师学习慈宗后，

智慧增长，事业进步的经历和福报，餐后陪导师到会所花园赏月，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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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9日

岭表龙象称罗公 重兴慈氏瑜伽宗

弘经演论半世纪 巧说止观弘有空

导师继述未竟功 五学两轮皆遍通

缅念上生廿五载 辨释妙教边与中

To cherish the memory of Professor Lo Shi-yin's passing away for 25 years,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on ： " The emphasis of Professor Lo Shi-yin on the practice of
Vijnaptimatra Vipassanā-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hyantavibhagasastra Laksana Chapter "
on Oct 9, 2018 at the Hong Kong Buddhist Dharmalaksana Institute.

2018 月 10 月 9 日周二晚上导师应香港法相学会邀请在该会九龙会址 [纪念罗时宪宗

师上生 25 年纪念系列讲座] 中，以广东话讲述下列题目：

[依《辨中边论‧辨相品》看罗时宪宗师对修习唯识观的重视]

(案：今年三月下旬的 [慈宗双论坛] 也是为纪念慈氏学会(香港)成立 15 周年暨罗时

宪宗师上生 25 年而举办，群贤毕至，盛况空前。)

讲课大纲如下：

01. 缘起 ─ 导师从罗公去世后，罗师母仍勉励多伦多学员需谨记遗训勤修止观的

故事说起

02. 听课经历

─ 罗公在港弟子可分三期：

─ 前期 (如已故的叶文意老师和霍韬晦教授，仍在世的李润生教授)

─ 中期 (如导师)

─ 后期 (如现任法相学会陈雁姿主席、刚从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退休的衍空总监，

以上两位初期都是先跟导师学习过，导师赴加后，才直接跟罗公学习)

罗公对中期学生讲述止观的次序：

─ 依《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谈“止” ─ 特别强调观想佛菩萨本尊的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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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依《辨中边论‧辨相品》(当时罗公只讲论颂和长行，未有讲解窥基大师《述记》，

导师则多次在香港和内地依《述记》讲解《辨相品》/《法苑义林章‧唯识章》讲述“唯

识空观”

罗公在中期虽未直接讲解，但一再强调《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导师认为汉传资

料只有《圆测疏》不够，需参考藏文本无著、智藏、觉通注疏)/《六门教授习定论》的重

要性

03. 阅读心得 ─ 导师多年来涉猎《深密》、《庄严》、《中边》、《摄论》、《杂

集》及日本学者研究心得 (见 [慈氏文教基金] 今年出版的《瑜伽论译文集》)，归纳修

习“唯识空观”的闻思修次第如下：

─ 多闻熏习(导师强调 [瑜伽行派] 论典都是有证量的“瑜伽师” (汉传称“禅师”)

所体会的境界，不是纯理论)

─ 如理作意

─ 有相三昧

─ 入无相方便相

04. 思考心得 ─ 空观的类别

平面 ─ 缘起空观

纵观 ─“十二因缘”(如南传记载释尊在菩提树下所观)

横观 ─ 观二缘生色法、观四缘生万法 (如《中观论颂》)

立体 ─“唯识空观”(“四寻思观”、“四如实智观”、“五重唯识观”)

05. 论颂所涉 ─ 《辨相品》涉及“唯识观”偈颂

─“辨虚妄分别自相”一首

识生变似义有情我及了

此境实非有境无故识无

─“辨入无相方便相”两首

依识有所得境无所得生

依境无所得识无所得生

由识有得性亦成无所得

故知二有得无得性平等

导师并引《述记》中因明“随一不成”论式加以解说。

06. 会通“观”、“位”─ 结合“五重唯识观”与“四加行位”

导师比对后抉择二观

─“遣虚存实观”(“暖位”、“顶位”、“下忍位” )

─“遣相证性观”(“中忍位”、“下忍位”、“世第一法”)

07. 修观要诀 ─ 必须先辨明“相见同种”与“相见别种”在修观与说理方面效用不

同之区分

─“安难陈护，一二三四”

─ 近代景昌极与缪凤林之论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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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总结 ─

─“入无相方便相”是一种“方便善巧”，并不是“虚无主义”、“佛系思想”。

─ 不会否定“相对真实现象”(“依他起性”) 的存在，只是重视破除执着，以高度

超越纯粹的智慧抉择一切自利利他应行能行之事，并不颓废。

反而因抉择得当，成就可期，积极上进。

此外，导师并介绍明年 [第一届慈宗青年师资香港双语专修营] 会更详尽讲解《辨相

品》内容，欢迎有志深入研读者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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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13日 ─ 14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极珍惜

研习国粹能增益 各界俊彦无虚席

（深圳班 15─16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5th & 16th lessons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annotated by his disciples such as Master Kuiji, then extrac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Oct. 13-14, 2018.

2018 年 10 月 13─14 日周六和周日下午导师主持《唯识三十论》深圳专修班第 15─

16 讲，今次两讲继续讨论“相见同种、别种”问题，即“各识相分”(所认知的境象) 与

“见分”(能认知的作用) 是同一“种子”(功能来源) 还是各别“种子”所生？

导师引用唐代慈恩大师窥基和上门下慧沼法师《成唯识论了义灯》指出有四家说法：

01.“本质相分”、“影像相分”、“见分”三法“同种”;

02.“影像相分”、“见分”二法必然“同种”;

03.“相分”、“见分”必然别种;

04. 各识相、见二分种子随其所应或“同种”、或“别种”─

例：“第六意识”缘龟毛、免角时，纯由自己臆测想象 ─“同种”;

“前五识”缘色、声、香、味、触等“五境”时，相、见应各“别”有“种”。

“见分”─ 各识能认知作用

“相分”─ 包括“影像相分”(“见分”或“变带”或“挟带”而起的影像)、“本

质相分”(“影像相分”凭藉“第八识”中“本质种子”呈现的“相分”而生起的影像)

“本质相分”─ 是“见分”的“疏所缘缘”─ 与“能缘 (识) 体虽相离，为 (本) 质

能起内所虑托 (即“托质变相”) ”─ 必然“别种”;

“影像相分”─ 是“见分”的“亲所缘缘”─“与能缘 (识) 体不相离，是见分等

内所虑托”─ 随其所应，或“同种”、或“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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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

01. 三法同种不合理 ─ 见分缘何？应无非量;

02.“影像相分”与“见分”必“同种”，亦不合理 ─ 一切皆凭想象，皆是虚妄，

连众缘和合的“相对真实”都不是，最后会发展至“恶取空”、“虚无主义”、“佛系思

想”，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03.“影像相分”与“见分”必“别种”，亦不合理 ─ 忽略各识的不同认知特质，

如“前五识”缘境是“现量”，“第六意识”则分“与前五识同缘意识”(“五俱意识”)，

“不与前五识同缘意识”(“独散意识”、“定中意识”)

04.“影像相分”与“见分”随其所应或“同种”、或“别种”─ 最为合理。

导师更指出“修观”与“说理”时，对“相见同种”与“别种”应用方式的不同，并

建议学员可参听导师 10 月 9 日周二晚上在香港法相学会演讲的广东话视频。

经导师连续两个下午近六个小时深入浅出，鞭辟入里的解释，令学员们如醍醐灌顶，

恍然大悟，皆赞叹 [慈宗唯识学]，立论精微，说理详尽，法喜充满。

自 2018 年 1 月 13 日周六下午导师开始主持“慈氏学青年师资《唯识三十论》深圳

普通话专修班”第一讲以来，每次都有十多名高学历包括青年企业家与专业人士的特邀学

员参加了仿照高等院校硕博士研究生班举办的免费专修课程，学员都是忠诚勤勉、真正发

心的慈宗论坛义工和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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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20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香港班发心品第三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3rd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Bodhicitt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Oct. 20, 2018.

2

2018 年 10 月 20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香港)会址为

港深珠学员开讲《瑜伽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发心品》第三讲。

今次新增三位听众：

01. 渣打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会梁国栋执行副主任的助

理刘家文仁者;

02. 香港法相学会学员麦少芳仁者和她朋友佛学班同学会毕业学员郑婷仁者

深圳专修班执行班长常琳娜、涂潇潇大德贤伉俪慨捐五千港元赞助 [2019 年慈

宗三宝文教活动] 和五千港元赞助 [《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 ; 深圳专修班

副班长张金生大德继上次捐款一万港元后，今次再捐五千港元赞助 [《汉文大藏经

教材选编》专案]，功德不可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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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今次为新旧学员讲述《瑜伽师地论》的背景和重要性，简述了印度大小乘思

想分期：

─ 原始佛学时期 (又分为“根本佛学”和“原始佛学”)

─ 部派佛学时代 (由初期的“根本二部”分裂至二十部派，又称“小乘佛学”

或“阿毘达磨佛学”时期)

─ 大乘佛学时代 (以初期的“中观学派”和中期的“瑜伽行派”为主)

─ 后期——密教时期

《瑜伽师地论》即流传于“瑜伽行派”初期，并说明“瑜伽”的梵文原意由“牛

轭”引申到“相应”义，印度“瑜伽师”与中国“禅师”的关系，《瑜伽师地论》

“五分”、“十七地”的结构，玄奘大师西行求取的“真经”即为本论，《声闻地》

与《菩萨地》的重要性，《菩萨地》中《种姓品》与《发心品》排列次序的原因，

真正发心能令“大地(八识)六种震动”的原因。

在介绍部派分裂原因时，特别提到“十事非法”和“大天五事”的典故，“十

事非法”中又特别提到“角盐净”与“不执金银”：对部派分裂之前，出家比丘严

禁私有财物，以防由“我贪”延展到“我所”的执着追求。“大天五事”中又特别

提到部派初期对“佛”与“罗汉”的界线并不明显，修行人也不以成“佛”为目标，

与汉地不少宗派后来强调“一切众生成佛”的理想大异其趣，大天从亲近长老发觉

所谓“阿罗汉”的不究竟，对当时修学人士所带来的莫大震撼，也从此拉开“佛”

与“罗汉”的距离。导师并在微信学习群中提供不少参考资料，让学员下课后可跟

进研读。

导师又阐述唐代注疏中对“瑜伽行派”所依经论虽有“六经十一论”之说，但

经中真正与“瑜伽行派”有密切关系的是《解深密经》，《华严经》的“一切唯心

造”与“菩萨道”思想则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瑜伽行派”是一个重“论”的学派，

所以“一本十支”中的根本大论 ─《瑜伽师地论》至为重要，并说明初期的《瑜伽

师地论》与后期的《成唯识论》的关系。也谈到唐代以“地”为名的宗派得名 ─“慈

恩宗”、“玉华宗”，以至后来日本僧人以“典籍义理”为名的“唯识宗”、“法

相宗”等得名由来。

令新旧学员们对《瑜伽师地论》的思想史背景得到清楚认识，法喜充满。

下课后导师在住宅会所餐厅宴请从深圳、珠海远道而来的学员，并为当天放弃

跟家人过生日、特意来香港上课的深圳张金生班长庆生，香港傅星海执行班长也特

意赶来参加，席间继续畅谈法义，尽兴而别。



77

2018年 10月 30日

五届世佛分论坛 日台僧尼齐赞叹

大藏选译系法谊 隋唐佳疏奥义绽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Fifth World Buddhist
Forum at Putian, Fujian on Oct. 29, 2018 and gave an introductory speech on the initiative of
Selected Edi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Buddhist Can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to the
dharma fraternity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Buddhism at the Forum on Oct. 30,
2018.

2018年 10月30日周二上午导师应邀参加在褔建莆田举办的 [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

在 [中日韩分论坛] 发表论文。导师原在国际论坛上见过日韩代表用英语发言，所以特地

准备了英语论文：The initiative of Selected Edi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Buddhist
Can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of dharma fraternity between Chinese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Buddhism，结果在分论坛上见到日韩代表都以本国语言发言，大会也配备了“即时传译”，

所以改以普通话简介 [《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 (简称 [《大藏选译》专案] ) 作

为“中国佛教与东亚佛教法谊”的例证。

导师先说明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并没法取代日本《大正

藏》在中国学术界被广泛使用的事实，经与原国宗局局长叶小文博士商议，遂有以上专案

的构思。经多年调研，发觉坊间虽有个别经典现代语译流通，但不成体系，且欠严谨，难

作教材。如只以古印度汉译的经论编为教材，会牵涉后来发现的“梵本”或“藏本”对勘

问题，更形复杂。

本专案虽以近百年前南京支那内学院所编《藏要》为蓝本，但不限于其收录典籍。同

时参考日本百年以来三套“和译”《汉文大藏经》包括《国译一切经》、《国译大藏经》

和《新国译大藏经》。但《藏要》并无现代语译注释，三套“和译”基本上是将汉文加上

前置词、介系词等转成日本文法方便日人阅读，亦非现代日本语译，所以本专案既继承近

代中国佛教与东亚佛教相关文献，又将有所超越。

为避免上述可能牵涉的“梵藏汉本”对勘的复杂问题，本专案将选取《汉文大藏经》

中所收中国历代经论注疏为现代语译注释的素材，先以“大乘空有两轮经论”的“隋唐注

疏”和以“隋唐注疏”为蓝本的“清末民初教材”作为重点，如唐代窥基大师的《心经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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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和遁伦法师的《瑜伽师地论记》、清末韩清净老人的《唯识三十论略解》，将来再扩

展编译其他宗派的隋唐注疏。

只有中国佛教全盛时期的“隋唐注疏”才能充份发挥大乘佛教经论奥义，尤其是这些

注疏多为译者门下根据师承口义撰写，更能合乎经论深义。导师的演讲受到其他与会代表

包括日本妙心寺派则竹秀南长老和日本佛光山满润比丘尼师等的赞赏。

导师在 10 月 29 日周一上午开幕典礼和中午吃“过堂斋”时，与中央统战部王作安副

部长喜相逢，同时亦与北京湛如法师、香港宏明法师、澳门戒晟法师、台湾果东法师/果

晖法师、美国吴强教授等相遇畅谈。

导师喜见 [世界佛教论坛] 的筹办一次比一次出色，对中佛协国际部主管与来自无锡

灵山等处领队的劳苦功高，甚为赞赏。对开幕典礼上齐豫的献唱、莆田学院志愿工的殷勤

尽责，印象极深刻。在莆田会展中心的千人“过堂斋”，做得比住宿酒店的素食还美味，

令人胃口大开，禁不住添饭。在会场外有茶商专门提供免费冲泡福建著名的“大红袍”，

让嘉宾随意品尝，亦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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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2日 ─ 3日

亚里桑那名黉宫 俊彦论藏多语通

礼聘高级研究员 首获殊荣冠港中

东大学者谈体用 导师点评述始终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present his paper " An account of the Selected
Edi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Buddhist Canon " at the " Tripitaka for the Future
Forum " and was awarded a Certificate of Senior Research Fellow by Professor Jiang Wu,
Acting Director,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on Nov. 2, 2018. Professor
Wong is the first Buddhist scholar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that has received such
kind of honour.

2018 年美国西岸时间 11 月 2─3 日周五和周六导师受亚里桑那大学人文学院佛学研

究中心邀请出席为期两天的“未来大藏经 ─ 数码时代的佛教典籍”论坛，11 月 2 日周

五上午参加开幕式时与人文学院杜伦 Durand 院长畅谈甚欢 (合照时导师身旁中立个子

最高者便是杜伦院长)。

参加此次论坛的西方学者大都精通多种语文，包括英语、汉语、梵语、巴利语甚至日

语和韩语，亦有日本和内地研究以数据整理藏经的学者和来自内地和台湾的僧尼。导师上

午以“《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简介”为题发表演讲，此次有别于在莆田 [第五届世

界佛教论坛] 的演讲角度，从《大正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谈到日本沼田基金

赞助出版的《英译汉文佛典》专案，说明《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既无法取代《大正

藏》仍被世界尤其是东亚佛教学者釆用的地位，目前大中华区也没有足够数量能深入藏经

义理的学者参与重编，纵能重编，藏经内容因语言年代久远也不易为时人理解，《汉文大

藏经教材选编》是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

有了《汉文大藏经》珍贵隋唐注疏现代语译，才能进一步英译以补沼田《英译汉文佛

典》的不足，藉以扩大汉传佛教以至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影响力。翌日祖籍波兰、是专业

音乐家的亚里桑那大学本科生 Rob Lisak盛赞导师以英语脱稿演讲时气场十足，尤其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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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佛陀教育不是宗教，是寻求和实践真理的智慧人生方式，深有同感，并表示乐意撰文参

加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导师欣然表示欢迎。

当天下午导师参加了由 2013 年开始担任 [沼田《英译汉文佛典》专案] 出版委员会

主席和总编纂、在日本从事佛学研究达 25 年的东京大学穆勒 Charles Muller 教授主讲

的专题讲座："Ti-yong("essence-function") : Towards a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ico-Soteriological Prioritizing Principle for East Asian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 [从东亚佛学、儒学、道学历史版本的优先原则更全面探讨“体”、“用”观

念] ) 后，对穆勒教授提出三点建议：

01. 导师同意宋代理学家二程与朱熹从华严宗受到启发，但更直接启发他们的应该是

唐代与韩愈亦师亦友的李翱所著的《复性书》(The Book on Resurrection of Human Nature);

02. 导师同意王弼是较早提出“体”与“用”概念的魏晋南北朝学者，但更应注意《庄

子‧逍遥游》(The Untrammeled Traveler)等篇中“无用为大用”观念对王弼的影响;

03. 导师同意窥基有提及“八识是体”的说法，但更应从窥基建立的“四重二谛”(Four
Tierings of Two Truths) 去看“体”、“用”问题，有“体中之体”和“用上之用”，所以

“八识是体”甚至“赖耶是体”，是在“用”边说，是从“种子”和“现行”说“体”、

“用”，最根本的“体”应该是“真如空性”。

导师更赞同以英语“Ultimate Truth”和“Conventional Truth/Phenomena”去译“体”、

“用”，这比用“essence”和“function”更严谨。穆勒教授欣然接受导师的建议，并表

示会在将来讲述同类题目甚至结集成书时加上这些资料。

专题讲座结束后，亚里桑那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随即举行简单而隆重的“高级研究员”

证书颁授仪式，这是该中心第一次颁授此类证书，由该中心主任吴强教授主持颁授仪式。

第一批获授证书的是原籍台湾的美籍华裔亚里桑那大学荣休教授鲍家霖女士 Professor
Chia-Lin Pao-Tao和王导师，所以导师是第一位中国内地和香港获此殊荣的学者，吴强教

授代表大学向导师致以热烈祝贺，仪式后并举行茶会让与会嘉宾学者交流畅谈，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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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4日

美西学宫演慈宗 万法唯识道正中

亚里桑那商携手 培育英才秉初衷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on Master Xuanzang's Verses delineating to Eight
Consciousnesses at premises of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on Nov. 4 and emphasized the non-religion nature of Buddha's teachings at the round-table
discussion on the second day of " Tripitaka for the Future Forum " i.e. Nov, 3, 2018.

2018 年 11 月 4 日周日下午导师应邀在图森市 Tucson 亚里桑那大学东亚学系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大楼授课，讲题是：《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

(Master Xuanzang's Verses Delineating to Eight Consciousnesses)。这是导师第一次在美国大

学授课，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西岸讲学，多年来曾多次受邀在美国东岸纽约和波士顿寺院讲

课，去年则在多伦多大学举办“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班”。

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强教授非常重视该校今次首度弘扬 [唯识学] 的机遇，提前将导

师学术简历印成宣传单张在校内派发，又将导师刊载在《慈氏学研究》 2016/2017 双年

刊中纠正西方译者失误的《八识规矩颂》英译和注释分发给博士生们，并预先进行辅导，

方便导师在两小时的讲授过程中能重点说明和解答下列问题：

01. [慈氏学] 包括：[慈宗般若学]、[慈宗唯识学]、[慈宗止观学]、[慈宗戒律学]、

[慈宗因明学]，不是单纯的 [唯识学];

02. [慈宗唯识学] 不是极端唯心主义思想;

03. [唯识学] 更具体的名称应该是 [唯识无境说];

04. [唯识学] 与西方康德、尼采哲学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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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瑜伽行派] 与 [慈恩宗]、[玉华宗]、[唯识宗]、[法相宗] 以至近代 [慈宗] 得

名的由来;

06. [瑜伽行派] 为疏解“无我而有业感流转”及补救大乘 [中观学派] 末流与小乘

[说一切有部] 偏执而建立 [唯识现象论] 的契机;

07. 善恶心识活动生起的条件；

08. [慈宗唯识学]“不坏性空而说有”的特质，甚至应依《解深密经》“三时教判”

正名为“非空非有唯识中道教”;

09.《三十颂》中与 [认知心理学] 相关的“相分/见分说” (“分别所分别”) 包括

“因缘”、“亲所缘缘”、“疏所缘缘”甚至“增上缘”，与《八识规矩颂》“三类境”

的关系;

10. 依 [唯识学] 与依 [中观学] 修观，方法技巧上的不同。

令学员们对 [慈宗唯识学]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对 [慈宗] 学说的博大精深，赞叹不

已。讲座结束后，吴强教授以两册英文著作赠送导师留念，导师亦回赠《太虚大师遗墨》。

在 11 月 3 日周六“未来大藏经”论坛的第二天议程上，导师听取了多位讲者有关汉

文大藏经及相关资料数据化的技术介绍，对东京大学穆勒 Charles Muller教授编制、自称

是目前最完备的“电子佛学辞典”，印象最为深刻。此外，北京龙泉寺比丘们介绍了电子

标点断句的技术，颇有新意，但亦有现场学者怀疑会否容易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台湾佛

光山有在比丘尼分享在为《佛光大辞典》英译计划开发翻译软件时，如何运用当前科技，

协助翻译者进行翻译及数据分析，并管理庞大的数据数据，以提升翻译质量，展现了数据

化的重大功能。

导师发觉内地比丘照英文稿宣读能力没问题，但在回答问题时听与讲的能力仍有待加

强，台湾比丘尼则听讲俱佳，而且十分有自信。在最后阶段圆桌讨论，有博士生提到毕业

后出路问题时，导师以《当和尚遇到钻石》一书作者与自己为例，说明学佛是智慧人生的

教育，能够开拓视野，提升适应能力，未来事业发展有无限空间。导师同时以内地近年盛

行 [阳明学] 研究，连北京央企领导都在学习，自己也曾多次被浙江的大学、寺院、民企

邀请演讲 [阳明学] 与 [唯识学] 比较研究的相关讲题，所以导师主张强调“佛陀教育非

宗教”的重要性，以摄受更多社会精英。导师亦盛赞吴强教授为学生增设数据化课程，令

毕业生的出路更宽广。

11 月 4 日周日晚上吴强教授为答谢导师远道而来授课和曾在香港款待，邀请导师到

大学旁著名的亚里桑那宾馆 Arizona Inn 晚餐，共尝美食。导师与吴教授商讨未来迸一步

合作的可行性，包括但不限于：

01. 在亚里桑那大学设立 [慈氏图书馆];

02. 在佛学研究中心设立与 [慈氏学] 研究相关的“博士后课程”;

03. 在亚里桑那州风景怡人的渡假村为北美学人举办能获颁发大学证书的“慈氏学培

训营 + 禅修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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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周一中午导师在距离图森市半小时车程沙漠中风景怡人的渡假村 Ventana
Canyon Resort宴请连日来义务接送导师的霍士达William Foster博士，以表谢意。经洛杉

玑返程时，竟以国泰航空高级经济舱乘客身份可以在澳洲航空头等舱贵宾室得享专人服务

随意零点的丰盛晚餐，实属意外惊喜，为亚里桑那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附录小记：

导师赴美讲学的巧合故事

导师 11 月 1 日从香港坐国泰航班前往洛杉玑转飞图森市参加亚里桑那大学“未来大

藏经论坛”和第一次在美国高等学府讲演 [唯识学] 时，刚好机上影院每月换新片，赫然

发现深圳专修班王震执行副班长月前提过的一部电影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是香港

导演徐克拍的，重要角色包括内地和香港演员，其中历史上唐三藏玄奘大师的弟子圆测扮

演举足轻重角色，故事当然纯属虚构，话说当狄仁杰派手下去请圆测出山破异族幻术时，

圆测也以幻术开示，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万法唯识，识外无境”。

这正与导师在朋友圈报道标题中第二句：

“万法唯识道正中”吻合，徐克对 [唯识学] 可能只略知皮毛，但从电影中可知导演

最低限度了解到 [唯识道理] 蕴含强大的“正能量”，能“破邪显正”，无坚不催。这是

中国非佛教电影中第一次提及 [唯识道理]，就算与佛教有关的电影，除非与玄奘大师求

学弘法有关的内容，否则也不会提到。纵然提“万法唯识”，也不会说到“识外无境”，

竟然在导师赴美弘演 [慈宗唯识学] 时，在飞机上看到这部电影，真是巧合极了，是为记。

2018年 11月 12日 ─ 15日

慈宗浙江法缘炽 四天三市十小时

大学银行专修班 般若唯识熏净智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by Ningbo University, Humanity and Media College
to give a talk on 《Heart Sutra and Wisdom Life》on Nov. 12 and was invited by CITIC Bank,
Ningbo Branch to give a talk on 《How to selec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anker》on the same day.
Professor Wong then gave a talk on " the View of W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sdom Life "
at CITIC Bank, Taizhou Branch,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afternoon of Nov. 13, 2018.
Subsequently, Professor Wong conducted the 8th & 9th lessons on Annotation by Sentence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interpre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Hangzhou on Nov.
14-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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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2 日周一上午导师应邀到宁波大学主讲《般若心经与智慧人生》，由

人文与传媒学院严建雯书记和张凯博士主持，导师指出《般若心经》略本译者唐玄奘三藏

门下高徒窥基大师所撰《心经幽赞》最能直探《般若心经》出处——玄奘三藏所译六百卷

《大般若经》奥义，文深义广，前无古人。

导师以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在两个小时内扼要阐述：“佛陀教育”与“神本宗教”、

“大乘菩萨”与“声闻”“独觉”、“般若慧度”与“世智辩聪”、“五蕴皆空”与“颠

倒梦想”、“度脱苦厄”与“生死流转”的不同，“观慧自在”与“故留烦恼”、“法尚

应舍”与“不舍众生”、“一切皆空”与“万法唯识”的关系。授课后与宁波大学宣传部

龚文杰副部长亲切会面，并参观了由香港慈氏文教基金捐赠典藏珍贵藏经佛学图书的宁波

大学 [慈氏图书馆]。

当天下午应邀到中信银行宁波分行以《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

为题，与分行管理层/客户经理和客户分享自中学时期开始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心得，最

后抉择“大乘佛法”作为终生随学目标的原因。原籍宁波的北京大学资深心理学博士、清

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特别助理陈绍建教授上下午均出席参加导师的讲座。

2018 年 11 月 13 日周二下午应邀在中信银行台州分行主讲《智慧人生的财富观》，

说明：青壮年时期追求“财富自在”，中晚年追求“身心自在”，人生最后达到“心灵自

在”等追求“自在人生”的阶段层次。台州分行客户经理和重要客户逾百人参听讲座，分

行陈征宇书记、周嘹亮行长并以台州玻璃雕塑名家精心制作的布袋弥勒像作为纪念品致赠

导师留念。

2018 年 11 月 14─15 日周三和周四两晚在杭州主持《唯识三十颂诠句》专修班第八

和第九讲，学员均是来自杭州、上海、南京、宁波、绍兴等地的专业精英。

导师并特别为数位新学员进行两小时补课，从古印度婆罗门传教士的堕落说到“佛陀

教育”的兴起，从“原始佛学”说到“小乘部派佛教”的分裂，从“部派佛学”的主流说

到“中观学派”对治性的出现，从中观末流/部派偏执说到“瑜伽行派”的兴盛，从十大

论师的注释说到《成唯识论》的揉译，从“初异熟能变”说到“次思量能变”，并以“性

境”、“带质境”说明“第八识”相见二分“亲所缘缘”、“第七识”相见二分和本质种

——“亲所缘缘”/“疏所缘缘”、“前六识”相见二分和本质种 ——“亲所缘缘”/“疏

所缘缘”的关系。

11 月 15 日周四上课前，杭州护法学员张敏仁者宴请导师和同修，席间导师勉励学员

积极报名参加 2019 年劳动节假期间在香港举行的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双语进修营]，

进一步学习“慈宗”——“空有两轮”和“止观”要义。

于是浙江有半数(5 位)专修班学员报名参加，是继广东地区(15 位)和北京(11 位)外，

最为踊跃者，令导师十分欣慰。(目前除香港外，也只有深圳、北京、杭州三个城市有“慈

氏学专修班”举行，说明专修班颇有成效。)学员均感在以高等院校硕博士研究生形式上

课的专修班听讲，获益匪浅、法喜充满，盼望导师早日再来杭州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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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17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香港班发心品第四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4th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Bodhicitt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Nov. 17, 2018.

2018 年 11 月 17 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 (香港) 会址为港深

珠学员开讲《瑜伽师地论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发心品》第四讲。

导师今次为新旧学员简述《瑜伽师地论》的组织架构，《论》分“五分”，共计百卷，

其中《本地分》占五十卷。《本地分》又分“十七地”，“十七地”中又以《声闻地》与

《菩萨地》为小乘学说与大乘学说的定量。《菩萨地》又分“四处”“二十八品”，其中

《初持瑜伽处》即有“十八品”。导师并嘱咐傅星海、吕嘉豪两位执行班长发送在讲《种

姓品》时派发的笔记给五位新听《发心品》的学员参考。

该笔记撮录自导师在出版《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藏要本/略纂/伦记/科记披寻记

合刊本》时所编撰逾 200 页的《后记》，导师述及多年前在绍兴会稽山龙华寺参加“弥

勒信仰研讨会”派送给部分学者时，得到上海王雷泉教授赞赏，北京杜继文教授即时在现

场用心翻阅，甚为重视。

导师接着根据教材，讲述“科判”、“论本” (正文)、窥基《略纂》、遁伦《论记》、

韩清净《披寻记》性质的不同。佛典的“科判”方式得到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的高度评价，

《瑜伽师地论》的“科判”有两种，包括唐代遁伦《论记》所用 (缺干支数码)，近代韩

清净《披寻记》所用 (具备干支数码)。但《披寻记》内容主要以前后文互相诠释，远不

及《伦记》载有玄奘三藏口义和多位奘门大德注释详尽。近人研习则多依已故旅美妙境长

老据《披寻记》讲解的录音，未能深入堂奥。故导师是自清末民初重刻《伦记》流通以来，

公开讲授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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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导师略过《披寻记》，直接讲解“论本”和《伦记》。今次重温“最初正愿”

和其余“别愿”的定义：

01. 最初正愿 ─ 无始以来在清楚了解“发心”的真正意义和内容后，初次发起能震

动击发“第八识”中“善种子”(功能) (“能令大地六种震动”) 诚意正心——上求圆满

正觉、下 (教) 化有情众生的“无上大菩提心”。

犹如现代真诚的政治家立志：追求真理，为国为民，服务社会，利益人群。

02. 其余“别愿” ─ 例如流传中的：

阿弥陀佛的“二十四大愿”(后来才结集出“四十八大愿”)、药师佛的“十二大愿”、

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犹如现代政治家的施政大纲、实现蓝图。

再依次探讨“发大菩提心”的本质就是“愿力”，再依“小乘有部”以至“大乘瑜伽

行派”说明“发愿”包括三种“心所”(依附于识体“心王”的“心理附属功能”)：

01.“思”─ 真诚意志 (“有部”属“遍大地法”，“唯识学”属“遍行心所”)

02.“欲”─ 强烈希望 (“有部”属“遍大地法”，“唯识学”属“别境心所”，此

组“心所”与修行关系最密切)

03.“信”─ 坚定信心 (非感情信仰，“有部”属“大善地法”，“唯识学”属“善

心所”)

如以“爱”作解释，“发大菩提心”并非“染爱”(满足私欲的贪爱)，而是“无染爱”

(无私的仁爱心)。

如此解释，令学员对“发心”的意义和性质豁然开朗，明白不是徒具形式、照本宣科、

不明所以的宗教归信仪轨，顿时信心加强，法喜充满。

下课后导师在住宅会所餐厅宴请从深圳、珠海远道而来的义工学员，香港傅星海和吕

嘉豪两位执行班长也出席参加，席间讨论明年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 的筹备细

节和招生进度，尽兴而别。

附注：“最初正愿”，就是“不忘初心”一句中所强调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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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24日 ─ 25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极珍惜

研习国粹能增益 各界俊彦无虚席

（深圳班 17─18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7th & 18th lessons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annotated by his disciples such as Master Kuiji, then extrac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Nov. 24-25, 2018.

2018 年 11 月 24─25 日周六和周日下午导师主持《唯识三十论》深圳专修班第 17

─18 讲，今次继上两讲讨论“相见同种、别种”问题后，为学员重温“四分说”的结构

和内容。

接着依韩老《略解》说明“初异熟能变”颂文中“处”与“执受”等“不可知”的含

义，导师认为颂文应作如下标点：

“不可知：执受、处、了”

说明第八识的“行相”(活动情况) 有三种“不可知”：

01. 不可知“执受”;

02. 不可知“处”;

03. 不可知“了”。

“了”是指“第八识能缘见分”;

“执受”与“处”是指“第八识所缘相分”。

《略解》先说明“处”─“器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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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识”中“共相”(共受用、共享) “色法种子”因缘成熟呈现作为有情众生“依

报”，

这“依报”是“外 (六识以外) 大种” (地、水、火、风四大种)及“所造色法”(物

理现象)。

“共相”─“所变各别，而相相似，处所无异，如众灯明，各徧似一”，

但这“依报 ─ 器世间”仍是“第八识色法种子”所呈现，“非心外法”，是为“前

六识”所缘的“本质相分”，“前六识”托质变相，生起“影像相分”。

所以“唯识”，是指“唯八识”，尤其是“第八识”，非唯“第六意识”，故非“唯

心论”，更接近现代的“量子物理学”。

有情众生的“第八识色法种子”因缘成熟各自呈现“依报 ─ 器世间”，但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的相状极为相似，所以说为“共相”。

“不共相”─ 有情众生各自“前六识”托质变相呈现的“影像相分”，唯自能了别，

不能“共受用”(共享)，故是“不共相”。

次解“执受”─ 包括“种子”和“有根身”：

“种子”─ 一切“有漏 (善、恶、无记) 法种子”，是“第八识见分”所缘，不包

括“无漏法种子”(如“冰炭不同炉”)，故从理论上只能寄存于“第八识见分”(如“石

中蕴玉”)。

导师并藉此说明“宇宙本体”与“宇宙现象”的三重体用关系：

“真如空性”(体) ─“第八根本识”(用);

“第八根本识”(体) ─ 一切“有漏法种子”(用);

一切“有漏法种子”(体) ─ 有情众生“根身”(“正报”)/“器世间”(“依报”) (用)。

“第八识相分”─ 包括“根身”、“器界”、“种子”：

“有根身”─“第八识”“不共相 (自受用、自享) 色法种子”呈现的“色根”(“净

色根”，相当于“神经组织”) 与“根依处”(“扶根尘”，相当于“感觉器官”)

至于看到其他有情众生的“根身”，则是以他身为“增上缘”，引发自身“第八识 ─

共相色法种子”呈现“本质相分”，再由“前六识”攀缘了别。

“不可知”是指：

“执受”─ 微细难知

“处”─ (宇宙浩瀚) 其量难测

“了”─“第八识见分”是指其“摄持力”─ 一切“有漏法种子”能被摄持不散，

奥妙难知。

接着导师略解“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颂文，详细内容留待下讲再作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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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导师连续两个下午近六个小时深入浅出、引喻得当、鞭辟入里的解释，令学员们对

“第八识”的活动特征大为清晰，皆赞叹 [慈宗唯识学]，立论精微，说理详尽，法喜充

满。

自 2018 年 1 月 13 日周六下午导师开始主持“慈氏学青年师资《唯识三十论》深圳普

通话专修班”第一讲以来，每次都有十多名高学历包括青年企业家与专业人士的特邀学员

参加了仿照高等院校硕博士研究生班举办的免费专修课程，学员都是忠诚勤勉、真正发心

的慈宗论坛义工和赞助人。

11 月 24 日周六上课前，导师专用慈氏图书馆整理小组成员为秦璇营长庆祝生日，共

尝鲜美有机瓜菜火锅和 1989 年法国红葡萄佳酿，其乐融融。

2018年 12月 1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香港班发心品第五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5th less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Commentaries
on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Bodhicitt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Dec. 1, 2018.

2018 年 12 月 1 周六下午导师在天后庙道高尚住宅区慈氏学会 (香港) 会址为港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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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开讲《瑜伽师地论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发心品》第五讲。

为方便班务推展，导师在上课开始时重组班委，增加两位女士作为执行副班长：

荣誉班长：李净樾

班长：傅星海

执行副班长：麦少芳、郑婷、吕嘉豪

秦璇营长专诚从深圳前来旁听，与香港专修班学员结缘，并发心以母亲罗云大德名义

捐款 1,000 港元，麦少芳和郑婷两位大德亦各分别发心捐款 1,000 港元赞助 [2019 慈宗

三宝文教活动]

既任义工又施资财

护持正法弘扬慈宗

功德巍巍不可思量

导师先为要求加入为去年“青年师资培训营/班圆满结业学员而设的微信共修群”的

麦少芳副班长解释《唯识三十颂》共修课题中的第五条：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

─ 上句说明经论中所提及说法者/闻法者等皆是“假我”、乞食处/说法处等皆是“假

法”，非如世间凡愚执着的“实我”、“实法”;

─ 下句“相”字包括纵向的“现行”之“相”和横向的“本质相分”/“影像相分”：

─ 纵向：“色法/心法种子(功能)”千差万别，遇缘呈现的物理现象/精神现象无量

无数;

─ 横向：眼耳鼻舌身等“前五识”与“同缘意识”紧密接触“第八识”中“本质种

子”呈现的对象时，“心王”与“五遍行”等“心所”挟变的“亲所缘”/“疏所缘”─

“相分”层层叠叠，但皆非不依众缘而成/永恒不变的实体。

曾到处参学的麦少芳仁者等学员对导师积近五十年功力对 [慈宗唯识学] 精微义理

鞭辟入里，发前人未发的见解，赞叹不已，并认为现场听讲/即席发问/当面受教，比听前

贤录音效果确是大大不同。

导师接着根据《瑜伽 (伦) 记》一文，讲述“发大菩提心”(即立下“寻求清净智慧，

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并帮助其他有情众生觉悟”的伟大志向) 的本质就是“愿”(宏愿 ─

伟大的愿望)，而这种伟大愿望的本质结构，《伦记》广引大乘《瑜伽师地论》、《成唯

识论》、部派《大毗婆娑论》、《成实论》等说明包括：

“遍行心所”中的“思”─ 坚定不移的意志;

“别境心所”中的“欲”─ 强烈的良好愿望;

“别境心所”中的“胜解”─ 对佛理透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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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境心所”中的“慧”─ 理性判断的抉择：

“善心所”中“信”─ 澄清无惑的信心;

导师指出有些时候还包括“不定心所”中的“悔”和“善心所”中的“惭”、“愧”

同时并起。在一般归信活动中，参与者如未能进入上述的心态，不能说是真正的发心学习

大乘佛法者。

导师就举一个实例说明，有一退休多年的前香港政府女高官亲口向导师承认，在位时

受到佛门长老的规劝参加归信仪式，并说明不需懂佛教义理也可参加，结果多年后对佛教

仍所知不多，也鲜有参加佛法的研习。所以说明具备各种应有条件和心态，诚意专注地“发

大菩提心”，才能令“大地 (第八识心地) 六种震动”，击发一切“善种子 (功能)”，

感召一切善缘，生生世世值遇良师益友，永不退转于菩提道上。

香港专修班学员听闻如此透彻分析发“大菩提心”应有的条件和心态后，心悦诚服，

欢喜信受，法喜充满，期待明年 1月 12 日再来参听第六讲。

下课后导师在住宅会所餐厅宴请从深圳、珠海远道而来的义工学员，预祝阳历新年，

香港傅星海班长也出席参加，席间再进一步讨论明年 [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 ]

的筹备细节和招生进度，并替特别为学员准备应节腊味饭的行政总厨许映鸿师傅庆祝生日，

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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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5日 ─ 16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慈宗学人倍珍惜

研习国粹能增益 鹏城俊彦无虚席

（深圳班 19─20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9th & 20th lessons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annotated by his disciples such as Master Kuiji, then extrac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Dec. 15-16, 2018.

2018年 12月15─16日周六和周日下午导师主持《唯识三十论》深圳专修班第 19─20

讲，今次继上次第 18 讲略解“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颂文后，详细阐释论疏

内容。

从“十门”(角度) 阐明“第八识”(深层意识) 的特性，第六就是“相应门”，即说

明与“第八识”相应 (辅助、配合) 的“心所 (有法)”─ 即“心理附属功能”有五种，

因为不论何时何处都与“第八识”一起产生活动，名为“(普)遍(现) 行心所”，“前七

识”也必定有这一组“心所”相应。

一、“触”，别名“三和”，指能令“根”(除“意根”外，相当于现代医学上能令

“感官”/“神经组织”)、“境”(“识知对象”，特别指内心现起的“影像”)、“识”

(“了”解辨“别”的认知能“力”) 三者融合产生认知作用的心理附属功能，是精神活

动，并非指物理性接触。“分别变异”，指“心所”如“心王”，一样能挟变起“相分”

(影像)。所以“见分”是“能分别”，“相分”是“所分别”，从潜伏的功能状态，生起



93

精神活动现象，是名“变异”。其体用关系：“以不相返，更相交涉”，说明根境识“随

顺”的先决条件，是何种根紧密接触对象时引生何种识不会错乱，同一组的根境识能融合

无间。“触”是“受想思等所依”，是指“触”如号令员，但同时也是兵员之一，一发动

时，同一组“遍行心所”(包括“触”) 同时同处同步发动。根境识三者“种子”现行是

“触之因”，“触”能促使三者现 (起) 行 (动) 和合，是“触之果”，故“触心所”别

名“三和”。根境识三者“和合前”与“和合时”有明显不同变化，和合时能同时引发“触”

等五“遍行心所”现行，各心所“见分”变似“相分”而缘 (紧密接触)，故名“分别变

异”。(导师过去曾提及部派学者曾分为“有触派”、“无触派”辩论“触”的心理活动

是否存在，详见导师著述的《大乘成业论导读》一书，收入慈氏文教基金出版的十册《慈

氏学丛书》之中。)

二、“作意”，即心理上的警觉作用，作动 (引发) 心意包括“心王”、“心所”的

“种子”现行，奔向所接触对象，即“托质变相”现起的亲所缘“相分”(影像)。所以说

这“作意心所”，有两种作用：其一“令心未起正起”，其二“令心起已趣境”，《疏》

中亦引“新有部 ─ 正理师”的解说以供参考。

三、“受”，是领 (受) (接) 纳能引起“顺”(顺意 ─ 指“乐受”)、“违”(违意

─ 指“苦受”)、“俱非”(中性 ─ 指不苦不乐的“舍受”) 感受的对象，进一步能引

起“合”(融合对象)、“离”(乖离对象)、“非二”(非合非离)“欲”(意愿、欣求)。依

“十二缘起”理论“受”能起“贪爱乐受”的作用，但“第八识”不会直接与“贪爱”相

应。单纯以“别境心所”中的“欲心所”，则通“善”、“恶”、“无记”三性和“有漏”、

“无漏”，但“第八识”相应的“受心所”只有间接作用，直接作用不显著，主要是“第

六意识”(表面意识) 相应“受心所”才发挥明显作用。唯识家将“欲心所”安置于“别

境心所”中，与“说一切有部论师”放“遍大地法”不同，更为严谨。换言之，“第八识”

相应“受心所”只“领纳”，不起“欲求”甚至“贪爱”，非“遍能” (作用不如“前七

识”普遍)。

四、“想”，“取像为性”，“施设名言为业 (用) ”。“第八识”相应“想心所”

只有间接不显著作用，“第六意识”相应“想心所”才有直接明显作用。换言之，“第八

识”相应“想心所”只“取像”，非如“第六识”相应“想心所”能“施设名言”(建立

假名语言文字等概念活动)，非遍能 (作用不如“前七识”普遍)。(导师一再提示“思”

和“想”在 [慈宗唯识学] 中的不同作用，合而用作英语 thought的意思大概是“五四运

动”后的事。

五、“思”，即现代语的“意志”，“令心造作为性”，“役心”“取境”为 (业) 用。

在“前六识”，尤其是“第六意识”相应“思心所”，是决定“造业” (发动身体和语言

行为的) 善恶性质，感召未来果报的成因。在“第八识”相应“思心所”则不过是驱动摄

持“相分”中“种子”的作用。

故此，《唯识三十颂》开端所谓“有种种相转”一句颂文，既具备从下至上的“纵向”，

“种子”生“现行”，如“色法种子”则是“种子”生“四大种”，再生“所造色”，再

形成“根身”和“器世界”各种物质以至精神相状; 又具备“横向”的“前五识 ─ 见分”

挟变起“相分”，“五俱意识 ─ 见分”亦挟变起“相分”，“前五识”相应“徧行心所”

等的各自“见分”挟变起各自的“相分”，“五俱意识”相应“徧行心所”等各自的“见

分”亦挟变起各自的“相分”。层层叠叠，呈现各自有情众生的内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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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导师连续两个下午近六个小时深入浅出、引用很多生活上例证反复说明、鞭辟入里

的解释，令学员们对“第八识 ─ 相应门”的特征大为清晰，皆赞叹 [慈宗唯识学]，立

论精微，说理详尽，既具备甚至超越西方“认知心理学”的内容，更有部份已与现代“量

子物理学”非常接近，法喜充满。

自 2018 年 1 月 13 日周六下午导师开始主持 [慈氏学青年师资《唯识三十论》深圳普

通话专修班] 第一讲以来，每次都有十多名高学历包括青年企业家与专业人士的特邀学员

参加了仿照高等院校硕博士研究生班举办的免费专修课程，学员都是忠诚勤勉、真正发心

的慈宗义工和赞助人。

12 月 15─16 日周六和周日上课前，深圳专修班班委和慈氏文教基金图书管理委员会

成员为秦璇营长庆祝她发愿前来深圳就近为在香港举办的 [2018 慈宗双论坛] 和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 担任义务总干事后定居一周年纪念和在新工作单位喜获其他同事评

选为“进步最快员工”，亦与导师一起预祝新年，共尝鲜美瓜菜火锅和法国红葡萄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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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慈宗佛学知识答疑解惑

慈宗有关“化学合成生命”的释疑解惑

深圳学员卢志强仁者看到导师转发有关“华大基因又出惊人言论：5 ─ 10 年可以化

学合成任何生命”的新闻报道时，来问如下：

请教导师，化学合成的生命，阿赖耶识从何而来？

导师回复：

只要因缘具足，赖耶就能开展一期生命活动。

四生中除“卵生”，“胎生”，也有“化生”，但不代表华大基因那个时间表真能实

现。

刚巧南京尹宏文班长来问如下，可供志强仁者参考：

导师，您好！请问一下，什么是有色法，和无色法？

导师回复：

一般分“色法”、“心法”。

小乘有部另有“无表色”的建立，用以解释“戒体”，但说法不究竟。

后来被唯识学“种子”说取代“色法”和“心法”各有自己的种子。

现行时呈现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藏于第八识。

第七识只是“心法”，不是“色法”。

证悟是“第六意识相应慧心所”的作用，也是“心法”。

所以肉体可以透过“卵生”(包括“湿生”)、“胎生”、“化生”出现(参看《佛学

讲话》第二讲)，都是“赖耶”中“色法”种子的现行。

而该生命的精神活动则都是“赖耶”中“心法”种子的现行。

所以不是一个灵魂投生到一个物质身体内，佛教从不执着“生命”的出现 (注意：“生

命”与“生物”的区分，此处“生命”指“有情众生”，“生物”则包括植物和动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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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算“有情众生”)，必须是“胎生”的。

但合化成植物可能较容易，合化成动物，则需要更长时间和更高科技成就，但与“赖

耶”呈现“生命”并无冲突。反为证明二千多年前佛教的“四生”说更为超前，更为接近

现代科学。

年前导师在华东师大讲课时，也被赵东明教授问过类此问题。

北京刘煊桦仁者又问：

顶礼导师！最近 AI讨论盛行，我听到的一个佛教的角度是：“AI是否有阿赖耶识，

关键是中阴身能否取有硅基的蕴体、或者取有干细胞体外不通过卵生克隆的蕴体”。请问

导师觉得这些说法有成立的可能吗？如果有，这些是不是另一种“湿生”呢？

导师回复：

这包括“共业”与“别业”的问题，如世界的“共业”可以发展到 AI的质料与可供

“心法”种子开展活动的“色蕴根身”一样的条件。

而个别有情众生又有可藉有此类 AI因缘而开展生生命活动的“别业”种子，就可以

作为“赖耶”中“心法”种子的平台 (“无色界”有情众生则无需“色蕴根身”作为开展

生命活动平台)。

“中阴”只是指两期相对长期较实生命中一连串相对短暂较虚的生命 (如虽仍是“五

蕴”和合，而“色蕴”较稀疏而其余“心法”四蕴行相亦较弱，又如传统说法“中阴”每

期只有七天生命，共有七期)。

至于“十二因缘”中的“识缘名色”，也是一种和合甚至化合，“识”只是“赖耶”

呈现新一期生命前一刹那的“假我”(犹如“见分”)，而“名色”尤其是“色”中的“父

精母血” (如“胎生”则是父母精卵，“化生”则另有基因) 则是“自内色”作为“所缘

相分”，至于自识以外的父精母血只是“增上缘”，不属自识种子。

总之，“共业”、“别业”条件具足，“赖耶”即可藉此呈现一期生命。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陈绍建教授：

学习了！如此说来，《人类简史》作者的担忧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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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拜改革说到佛教未来

英文讯息转自深圳政协历届港澳委员群，本人试译第一段全段和最后一段第一句如下：

杜拜计划在 2020 年透过采用数据区块链技术，完成移去包括律师、会计师、银行家、

移民官、政府官员等各种中间劳动力……香港和新加坡将步其后尘……

Dubai is planning to remove middlemen like lawyers, accountants, bankers, immigration
officers & govt. officials by year 2020 by adapting to blockchain technology…… Today Dubai
announced its plan to be “The World’s first blockchain powered government” with a plan to
move 100% on blockchain by 2020 : The country has set up the 46-member Global Blockchain
Council, including companies like Microsoft, IBM and Cisco, to lead the way in the country’s
adop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 and cryptocurrency track all
transactions that take place with any agreement or transferable asset. That means the end-point
of Dubai’s blockchain adoption 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need for the middlemen in our
day-to-day transactions. No more lawyers. No more accountants. No more bankers. No more
immigration officers. No more government officials. Dubai estimates that by putting its 100
million documents each year onto the blockchain, they will save 25 million man hours and $1.5
billion in tax dollars. It would also massively shrink the size of the Dubai government. As Dr
Aisha Bin Bishr, Director General of Smart Dubai Office, the country’s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making Dubai the world’s smartest city says: “The Dubai government differs from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in that it aims to make Dubai the ‘Happiest City on Earth’. In short, we want to give
people back time they would have otherwise spent on filing paperwork.”……

“The Internet is becoming the town square for the global village of tomorrow.” ~ Bill Gates

In other words, in this new technological age where the best middle man is no middle man, the
best government may be no government at all.”-Roger Hamilton

“Lets go invent tomorrow instead of worrying about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 Steve Jobs

This is a warning, nay more a death knell for people who have worked for years in middle
management jobs or employed with specific skill sets such as lawyers, engineers, etc.

Hong Kong is also following suit, so is Singapore. It seems we are going back to those days
when the maritime trading city-states, like Venice and Genoa and Carthage in ancient days, were
the global trend-setters of their days, in trade, 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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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面意义说：

除非那些采用区块链取代中间劳动力的国家

有极佳的福利制度令被取代者得到补偿照顾

否则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必须在被取代之前

实现财富自由才能安享被迫提前退休的生活

至于负面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如杜拜这类人少钱多城市或国家采用区块链

增强保安保密度又能大量节省政府人手开支

不可能不吸引其他先进城市或国家争相效尤

先进城市或国家不可能容忍自己愈来愈落后

导师在今年青年论坛上已预言佛教未来趋势

靠宗教法事活动资助宗教存在的形式必改变

未来信徒大可能透过网上崇拜少去教堂寺院

像古印度婆罗门一样拢断式传教已逐步瓦解

必须还原佛陀教育本质不是宗教是教育文化

不拘一格传播智慧人生增强自信去创建未来

消除盲目迷信愚昧无知才能使世界和谐太平

北京培训班毕业学员西安任娜仁者来讯：

现在很多拜祭先人都是在网络上拜祭了～环保且便捷。但毕竟只是对亲人来表达哀思，

未来佛教的拜祭有没有可能采用这种形式？会不会不敬？

导师简复如下：

古人守丧三年春秋二祭亲行扫墓

现代孝子贤孙几乎肯定没法做到

今日流行火化骨灰或有置于寺庙

甚至洒于大海与水族结缘亦有之

旧时体制已渺家里留一照片瞻仰

已是对先人恭敬与网上悼念无异

关键是寺庙超渡动辄花费万元计

不合经济原则更引青年一代不满

所以网上悼念祭奠必将日渐流行

尊敬先人在心与时并进并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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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在家吃素问题的释疑解惑

之一

多伦多学员叶鸣仁者来问，问题甚好：

导师您好，我一直对在家居士应否食素还是食荤有疑问，请问我们是否应该以食全素

为个人修行目标，还是只需食三净肉就可以（或辅以六斋十斋日等方法），希望导师不吝

赐教，非常感谢！

导师简复如下：

应以健康为素食理由，素食不等于修行，否则牛马都可得道。修行是修六度，尤其是

智慧度，释迦佛及南传、藏传佛教以至日韩佛教都吃三净肉，传说中国佛徒需吃素是梁武

帝迫令的，但他最后却被叛将侯景围困，饿死在台城，不能吃全素，可先吃白肉。

另导师以前在其他连结中亦提到，天主教徒守斋不吃肉，但可以吃海鲜。

日本东密弘法大师空海和上建立“十心说”，其中就有“愚童持斋心”，学佛是学习

佛陀的智慧，不应只重表面形式，如吃素是为了培养慈悲心，一下子做不到可以灵活变通，

“初一十五”或“六斋日”或“十斋日”吃素是传统方式，现代都市人没法记住农历，可

以改早餐吃素，周末吃素，或香港不少有心人在推行餐厅逢周一提供素食菜谱给客人选择。

但也有人吃素而不见增长慈悲心，因为这些人只是为了修道的虚荣而吃素。

如前所说，学佛更重要是学习佛陀的智慧，如光有慈悲而没有智慧指导，容易变成滥

好人，甚至纵容坏人。

修慈悲心不是用咀巴肠胃，而是用意识心念，所以应学慈氏弥勒菩萨从初发心就修“慈

悲观”：

01. 悲悯有情众生因没有智慧而被无明烦恼障蔽、轮回六道、沉沦苦海 ;

02. 痛惜正法陵夷，大乘经论没人研读理解弘扬 ;

03. 发愿培养“闻思修慧”弘扬纯正的大乘佛法，

才是真正的慈悲。

有些“附佛外道”以吃素持斋标榜，但信奉的却是东拼西凑佛道不辨的言教。

如历史上曾被禁止公开传播的“天道”、“一贯道”(俗称“鸭蛋教”)，台湾的“弥

勒大道”(曾以布袋和尚手托地球为标志)、“斋教”等，据说台湾一半以上的素食餐厅是

这些“附佛外道”开设的，这些人为了生意甚至以恐吓方式传教，说什么今生吃动物一両

肉，来生要还多少斤?

提倡吃素而不寻求智慧、解脱无明、觉悟真理，正应了弘法大师空海和上“愚童持斋

心”之说，中国古代对这些表面持素但信奉邪说者有更严厉的批评，称为“食菜事魔”，

真是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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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懂佛教的“世界观”，偏重禅修解脱，常能出入“四禅”，欲界念想自然减

退，甚至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但这是循序渐进，到时自然水到渠成，不能一蹴即至，着重

以“五明”度生的在家菩萨，借“四摄法”接引有缘，其中“同事摄”就讲求“和光同尘”，

只要不纵欲伤生，不宜设立诸多禁忌，令人无法接近，这也是传统佛教在传播上不如基督

教的原因之一。

之二

导师回复深圳周艺名誉班长有关梁武帝前世打猎杀生太多之问如下：

佛教徒为替萧衍开脱，编些前世故事，谁有宿命通可知 ?

梁武帝谋朝篡位而得国，一味追求人天福报自保，三次出家，要朝廷耗尽国库为他赎

身，国力从此不振，又不听忠言，宠信侯景，是一个典型迷信误国的例子。

吃素必须出于自愿，不可强迫，更不可恐吓!

任何宗教都有培养慈悲心的方式，只有闻思修趣入正法才是大乘佛教不共之道。

深圳周艺名誉班长再问：

是啊，吃素必须是自愿，不能强逼和说教，尤其忌讳是用吓人的果报威胁，关樱和李

璟就已经全素了。

求问导师：六度中有一度叫持戒，戒律很多很严，居士五戒之一是不杀生。学生认为

提倡吃素和寻求智慧，觉悟真理不矛盾。如果我们杀了很多生命的人只是用觉悟和忏悔就

可以了了，那么很多人行事作派可以不惧因果了。学生还是小心翼翼，很惧因果，不敢干

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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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简复如下：

“不杀生”在慈氏学会 (香港) 提倡的“新十善法”中被进一步修定为“不伤生”─

不蓄意伤害动物身体，虐畜都不可以，但为救多数人可以，如医学研究中解剖动物。

“不杀生”不等于“不吃肉”，佛陀允许“三净肉”，佛陀自己也吃，不为口腹之欲

而嗜杀就可，否则当年的佛陀和他的罗汉弟子以至现在的南传比丘、藏传喇嘛、日韩大僧

岂非都犯戒 ?

如说“不吃肉”就可让人“不杀生”，首先不可能全人类都不吃肉，其次二者性质还

是有相当距离，这等如不能说：不开银行就不会有人洗钱，不卖金融产品就不会有金融犯

罪。

若说“众生平等”，所以不可以吃众生肉，这是两个不同层面，“平等”是指“法性

平等”，“法性”即“空性”，但事相千差万别，从来不平等，业因不同，果报自然不同，

不平等是众生自己造成，与“法性”无关。如说所有家具都是木造的，所以所有家具价值

都一样，这是不合理的。

如说“法性平等”，蔬菜水果也应平等，虽然它们不参与轮回，那岂非连吃素都不对?

宋代理学家就有“绿满窗前草不除”之说，折断植物生机一样残忍啊 !

深圳关樱、李憬两位前后任执行班长吃全素可能是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健康理由，但

相信她们不敢以为这就代表修行。

导师也有吃全素的学生因有早衰迹象被医生要求恢复吃肉，若无健康的体魄如何修学

佛法?

不过现在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有时尤其远行到一些卫生条件落后的地方确是吃素比吃

肉安全。

导师今晚到九江，没时间吃晚餐，便直接与外国董事开了长途电话会议，晚上十点半

才叫了碗西红柿鸡疍汤面吃，就是怕吃肉不安全，不过有时连吃素也不安全，所以导师对

很多素食餐厅也不信任，吃素也选择在酒店和会所，在深圳只去四季分享这种自己有农场

供应蔬菜鸡蛋的餐厅用餐。

但在加拿大这种监管严密的地方就很少有这问题，所以师母在那边吃全素也很放心。

若无智慧指导，“五度”如盲，如说吃素是修行的助缘之一，“布施”等“五度”才

真正是修行“智慧度”的助缘，若无智慧，如何能觉悟成佛，所以除智慧外，一切都只是

修学的助缘，各随机缘条件抉择即可。

深圳周艺名誉班长再来讯：

对于净樾同修的坚持我生恭敬心，导师学识广博，学生并非对吃不吃肉者有什么分别

心，只是最近思考过后提出社会普遍的疑惑求导师解惑而己，学生相信这也是很多同修的

疑惑，通过和导师的信息交流，有慧根及善根的同修自有判断。学生认为：不强加别人，

如是。能劝人向善，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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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刘堂主的佛堂与导师结缘己二年有余，听课二十余次，导师的辛劳与付出有目

共赌，深感弘法不易，尤其是还要花钱去补贴交通食宿，尤其是善知识的传播，稍有不慎

便会出现偏差，且大部分同修乃一知半解，希望其他学员可以像我这样敞开沟通，畅所欲

言才能真正提高，切忌不懂装懂。

导师简复如下：

深圳净樾班长和关樱班长确实难得，足为学员楷模。

首先，她们从不缺课，追随导师学习，深入经论，勤修慧学，甚至远赴其他城市学习，

如净樾班长去年远赴北京用一个周末听导师讲《瑜伽师地论 (伦) 记‧菩萨地‧种姓品》，

关樱班长去年远赴西安参加连续五天的陕师大培训营，一次过学习完“慈宗戒定慧”三学

典籍。过去数月，每月来港听导师以广东话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自他利品》。她

俩今年四月已获委为助理讲师，协助导师在香港广东话培训营讲解《佛学讲话》，仍然坚

持听完其他部分课程，关樱更把先生和女儿都带来听课，净樾因未能参加陕师大培训营，

为了补课，牺牲复活节陪伴五个孩子和身为上市公司主席丈夫共渡假期的时间，尤为难得，

都是值得导师重点栽培的人才，她们这种追求真理正法的精神比吃全素更值得人欣赏学习。

其次，她们两位虽吃全素，但从不张扬，如同桌朋友不知，她们只默默吃碟边菜，如

友人知悉，她们只要求点一道素菜即可，不影响大家吃荤，更不会以吃素能培养慈悲心炫

人。

稍懂唯识和止观者都知道吃素和慈悲心无必然关系，培养慈悲心必须修慈悲观，修观

(心) 必有“所缘缘”，眼识甚至意识了知蔬菜水果等所缘 (接触) 境 (对象)，不会直接

引发慈悲心。

必须观想于己有恩者如佛菩萨、父母、师长、供应自己日常所需的人群和悲悯同情受

苦众生，才能引发慈悲种子。所以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中宣示观

想木石等物无有是处。

有问题不明白弄清楚是好事，弄清楚才能自觉觉他，自度度他，否则以不实知见困扰

自己、误导他人，非智者所应为。



103

之三

导师回复成都学员韩泽龙有关《楞严经》中有不可吃肉文字及《楞严》经咒真伪问题

如下：

《楞严咒》可以是源出印度的，很多时经和咒不一定同一时期或同一地方结集的，

《楞严经》有可能是中国人结集的，导师不喜欢说是“伪经”，只会说有争议，不宜

引用。

极受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敬重的近代佛学名家、欧阳

竟无大师门人吕澄先生著有专文讨论《楞严经》真伪问题，你可以找来阅读。

《梵网戒》也应该是中国结集的，连台湾法鼓山开山圣严长老也这样说，真正源出印

度的只有《瑜伽菩萨戒》，玄奘三藏所译，其中没有不可吃肉的条文。

就是因为有些经是中国人结集的，合乎中国人脾胃，所以在寺院中广泛流传。

以“无记心”吃肉没有“异熟因果”，除非吃错东西，才有拉肚子的“即时因果”，

除非恶心吃才会受苦报，如只为充饥或吸取营养，怎会起恶心 ? 否则当年佛陀、罗汉弟

子，今日南传比丘、藏传喇嘛、日韩大僧都不是要负上很大因果吗 ? 那些吃肉 (就算是

“三净肉”) 的出家人不是应该比在家人因果更严重吗?

今期生命长短与结束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宿业决定，导师也见过吃全素的出家和在家

人患上腄瘤之疾而逝，总不能说吃素所致吧 !

学佛的助缘各随机宜，没有人迫你吃肉，你愿吃素，当然好，但不要以为吃素就是代

表修行就成。

“智慧波罗蜜多”就是从“闻思修”三慧趣入大乘空有两轮妙理，亦即向来没有争议

的《大般若经》与《解深密经》两大系统，亦即是初地及以上菩萨“根本智”和“后得智”

所证的“圆成实性”和“依他起性”。

只上过初阶班的学员，还有中阶/高阶以至将来的进修班/专修班，宜循序渐进，不用

心急，建立坚实的了义经论基础，自能知所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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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地无人银行说到日本机器僧

节录转自朋友圈链接：

四大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突然宣布：国内第一家无人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

找不到一个保安，取而代之的是人脸识别的闸门和敏锐的摄像头 ;找不到一个大堂

经理，取而代之的是也会微笑说话，对你嘘寒问暖的机器人；更找不到一个柜员，

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效率，懂你所要的智能柜员机；这里没有人，但 90%以上现金及非

现金业务都能办理。复杂的，只需带上耳机和眼镜，远程一对一。能办的机器人办，

不能办的远程给你办，总之就是网点“不要人”！这个“无人银行”不仅是一家银

行，还是一个拥有 5 万册书的“图书馆”。手机一扫，就能把书保存带走。还是一

个实现了 AR、VR 多项技术的“游戏厅”，坐下来就能把建行建融家园中所有租赁的

房子看一遍。还是一个“小超市”，办理相关金融业务后，可在智能售货机上领取

免费饮品，机器人自动拍照留念。

银行巨变，从未像今天这般猛烈。不仅网点没有了人，就连网点的职能都在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银行勇敢断臂，拥抱创新的真实写照；这是中国建设银行

带头打响变革的第一枪！有人说老人怎么办？如果全天下都像你这般担忧，那银行

又有借口不思进取，继续躺着赚。可以预见，未来一个城市可能会保留几个传统人

工网点，但剩下的将全是今天这种无人银行。就像刷脸付款一样，有人也在担忧老

人。其实这都是借口，是你内心害怕被时代抛弃的借口！历史已无数次证明，滚滚

前进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你担忧，因为你不会，而停下，反而越滚越快！当你还在

担忧银行柜员何去何从时，建行直接把无人银行开到你家门口，大堂经理一并再见。

当你还在说 36 岁除了收费啥也不会时，支付宝微信同时出手，车牌就是付款码，正

覆盖全国。这就是时代进步的真实写照，汽车的出现，让马车夫一夜失业，才有了

今天的高铁、飞机！

今天，是银行的大跃进，更是柜员、大堂经理的迟暮。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看

清当下这个时代！

(节略)

最后让我们一起回味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这段给人无穷力量的话：

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的先人们早在 2500 多年前就认识到：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

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其实导师早在去年已在参观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时，对中信银行的机器人欣赏不

已。

日本也已研制出会诵经做法事的机器僧人，会在内地港台流行起来吗？比起银

行趣致的机器柜员，机器僧可谓法相庄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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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学员易思璇仁者来问：

导师，机器僧是不是通晓所有经典？可以向他提问吗？

导师简复：

机器僧也应该有所分类吧？日本研制的这种应该是作商业用途的，可降低法事

成本 (丧礼法事在香港动辄以万元计，内地和台湾不知行情如何？)

善信除付费外也不用给这么多个数额不少的红包。其次开始时只需一位主法僧

人 (是真人类)，其余可用机器僧，这有利于家族式或一人独力经营的小寺庙小佛堂。

将来可能进一步出现全自助式的寺庙/佛堂举行红白法事，甚至在网上举办法事，

网上法事有利于全世界亲友都能同步参加。传统寺庙的收入来源在没有门票和法事

之后需要从新开拓 !

导师的太师父 ─ 太虚大师批评当年清末民初的佛教是“人死佛教”，出家僧侣

只重视为死人服务，故而提出“人生佛教”，进一步发展出“人间佛教”。

看来机器僧有助于真正发心的出家僧侣可以回归到修学佛法的初心，不用被寺

院常住迫逼去做“应赴僧”，而纯粹当出家是谋生职业或家族生意的可能要考虑改

行。

陕西政协马宝明委员回应：

王导功德无量！机器僧人引入会给百姓更多正面引导！

陕西师大毕业后留日攻读博士后的李子捷博士回应：

导师说得好，让很多堕落的佛教僧侣重新思考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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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慈氏学典籍与阅读一般文学作品重大差异感言

A comparison between pursuing Maitreya Studies and general Chinese literature.

总评：

01.
说三无量劫可能太远

对现实人生立竿见影

02.
慈宗通则佛法通，学莫精于慈宗

03.
建立智慧人生，舍慈宗路无由

别释：

一、慈宗五根据 (五根)
01. 慈宗般若学

能破心中贼，放下不放弃

02. 慈宗唯识学

随缘不随便，强缘引弱种，一切唯心造

03. 慈宗戒律学

新十善法，菩萨学处，六度四摄，自利利他

04. 慈宗止观学

九种住心，定而能静，静而能虑，虑而有得

05. 慈宗因明学

三量三境，如理作意，明辨慎思，任运抉择

二、成就五种力 (五力)
01. 专注力

02. 胜解力

03. 判断力

04. 抉择力

05. 执行力

转自朋友圈：

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

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讲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

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

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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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是一种最深刻的修行》的补充说明

导师在全国各地多次《智慧人生的财富观》演讲中也特别强调“四种自在”

01. 财富自在 (青壮年目标)

02. 身心自在 (中晚年目标)

03. 心灵自在 (临终时目标)

04. 观慧自在 (一生人目标)

条件许可应修“三种福业”

01. 施所成福 (财力/智力与人分享)

02. 戒所成福 (遵守法律/专业守则)

03. 修所成福 (洗涤心灵/提升智慧)

所以赚钱的目的不单自利 (财富自在)，更重要是为了更有效地以财力 + 智力

与人分享的“利他”(“施所成福”)

赚钱不等于要“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敌国”，但最少要在“适龄退休”或“提

前退休”时能实现“财富自在”，退休后能专心以财力 + 智力倡导智慧人生/教化

他人，赚钱的过程就是有效地培养和运用“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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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迦耶成道处 佛教神权应异殊

兴学办教化无知 冀成净土少乞士

A report from facebook on education provided by a nun from Ladahk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young beggars around Bodhgaya but not by Maha-bodhi Monastery with Professor L
C Wong's comments as follows :

This truly reflects that the nature of Buddha's Teachings is not a religion by just emphasizing on
worship and should be education.

Attached photos showed that Professor Wong gave talks at Bodhgaya and Vulture Peak where
Buddha Śākyamuni preached in 2015 and 2016.

转自“面书” Facebook 朋友圈

导师评语：

纪念佛陀成道的寺院香火甚旺，这么多年没有提供给外围年幼乞丐教育，反而让外地

拉达克 Ladahk来的比丘尼师去办了这件事，似乎不大符合“佛教”即是“佛陀教育”

Buddha's Teachings 的原意 ( 用北京中央电视台的说法：“佛教的本质是教育”)，只让

人顶礼膜拜，很容易让人误解“佛教”是“崇拜神权的宗教”，真令人费解。(其实“佛

教”绝对是“无神论”，主旨是提供“智慧人生的教育”，有机会觉悟成佛的有情众生，

必须靠智慧去觉悟。)

附报道如下：

过去一年中，有到过印度菩提迦耶朝圣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怎么乞丐的人数明

显减少了？”

对，没错，因为一位阿尼的慈悲心，菩提迦耶开始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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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来生生世世不一定要出家，但我一定不结婚，因为我要全心全力照顾这些没有

人照顾的孩子！”

这是如心师父刚刚对我说的。

如心法师是拉达克人，二十一岁 (2001 年) 到台湾念佛学院，2004 年出家受具足戒。

2006 年法师回拉达克，然后去念止贡佛学院，是一位认真向学的法师。

约莫 2011 年，为了要晋见大宝法王噶玛巴，为了要参加噶举祈愿大法会，如心师第

一次来到菩提迦耶。就像是所有到过菩提迦耶的人一样，如心师对布满菩提迦耶街道男女

老幼的大群乞丐感到惊讶。一般人面对这大群的乞丐，多半是皱着眉头，掩着口鼻，心中

充满厌恶，随便掏些钱想要尽快打发他们。

如心师也是皱着眉头，但是她心里想的是：

“我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2015 年，如心师在菩提迦耶觅得了一间停摆的学校，找到了拥有人。

“我想借这间学校，找老师来教这些念不起书的小孩子。”

“师父，我信任你，你尽管使用它吧！”

这就是如心师的想法：给他们钱，他们马上就会花光；给他们教育，才能够改善他们

的处境。

如心师伙同几位认同她的法师，打扫房子，聘雇老师，招募附近的穷苦孩子来上学。

第一年招了五、六十个小朋友，第二年增加到一百多位，今年是第三年，已经有三百多个

学生了。

问：“以前在马路上乞讨的小朋友们哪去了？”

答：“都上学去了。”

如心师办学校靠的不是钱，是真正的慈悲心。

你看她带着孩子们打扫环境，订制课桌椅，买教材，买文具，还教他们要珍惜资源，

珍惜福报。

问：“经费不是很充足，干嘛还给他们做制服？”

答：“孩子们一穿上制服，精神就来了，自信就有了，再也不是以前的处境了。”

听说第一年的情况是：小朋友早上来上课，下午又跑去乞讨。到了第三年，大家都在

学校念书，没人想再回去乞讨。

看着他们穿制服的可爱照片，真想上前抱抱他们。

以前去菩提迦耶，要么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给乞丐钱，要么是以一种慈悲心 ── 其实

是觉得我比你优越的我慢心去布施。

面对这些穷苦的孩子，如心师没有要承担他们几天的粮食，而是承担他们整个未来的

前途。她走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远，还要快，因为她已经开始深入到菩提迦耶周遭的穷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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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了。

菩萨走在我们前头，我们一起赶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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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附照片： 导师 2015 -

2016 年两次带领学员去参访菩

提迦耶时，在菩提树下和灵鹫

山上为学员讲解《般若心经》

和《八识规矩颂》大乘佛教空

和有两大系统重要教材时摄。)

附注：

导师呼吁慈宗学人有机会组团再去菩提迦耶，一定要想办法去参观这所学校，带点有

用物资去捐赠，以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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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出家僧人从军抗日的释疑解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ettled the dispute on whether Buddhist monks should join the
army to defend their country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to China in 1940s.

日前因朋友圈有标题为：

《上马杀贼真佛子：追忆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僧人》的链接流传而引起北京学人议论，

不同意见包括：

─“抗日就抗日，跟佛教有什么关系……

起嗔心杀生都受报，“佛子”难道可以例外。……

抗日和佛教没有关系，可以说这帮高僧爱国，但是不能说佛教主张打仗。”

─“若当时的日本人拿刀要砍杀和尚，和尚该如何应对？口念阿弥陀佛，引颈待宰

吗？”

导师平息众议如下：

出家僧人抗日应分从三个角度说：

01. 身份

a. 佛教身份 ─ 跨越国界

b. 国民身份 (享受国家福利/保护)

─ 应参与维护所在国合理的权益，包括不受侵略。

02. 戒律

a. 大小乘共通基本精神

─ 慈心不杀

b. 大乘不共 (瑜伽) 菩萨学处

─ 为救多人可以制裁少数恶人

03. 实际情况

─ 这些抗日出家僧人大部份被安排到救死扶伤的后勤支持工作。

例：当时的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教观总持、谛闲宗师嫡传宝静老人的法子显明长老，应

太虚大师等教界领袖号召，舍戒还俗从军，但从未真正上前线与日军交锋。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特别助理、北京大学资深心理学博士陈绍建教授回应：

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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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生刘煊桦仁者来问：

顶礼导师：僧人号召大家入伍，算不算“随喜杀、教杀”的戒律呢？

导师简复如下：

问得好! 主要看出发点，如是保护祖国人民生命，是慈悲心，如古代日本寺院僧兵和

中国少林武僧是为保护圣地道场而设。

如为杀敌人报复，是犯戒。

军队创立原意应是吓阻侵略，而且军队编制中后勤支持也十分重要，所以有“维和部

队”的名称。

有天然灾难时更是救援的主力，如内地的华东水灾、汶川地震和台湾的花莲地震，军

队就是救灾的主力。

煊桦回应：

这个解释得太好了！ 这次泰国小朋友们搜救，也是军队出动。

导师补充作结：

所以汉文造字有“止戈为武”的说法，

孙子兵法中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语。

军队编制中支援人员也要懂用枪械，是出于撤走伤兵或运送物资时掩护或自卫之用。

附百度报道如下：

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军进犯湖南，长沙失陷，桂林实行焦土抗战，强迫疏散，显师辗

转到了重庆。这时政府发动“十万青年从军”，各地从军风潮，风起云涌。显师为爱国心

所驱使，禀告太虚大师及戴传贤院长，他欲以出家人身分从军，使世人知道僧侣爱国亦不

后人。太虚大师及戴院长都十分赞成，对他慰勉有加。于是他在一九四五年元旦从军入伍，

脱却袈裟，换上戎装。一时之间报章刊载“和尚从军”的新闻，时年二十九岁的显明法师

成了热门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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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鼓励读哲学

Jim Rogers, the world class master on equity investments encouraged investors to study
philosophy,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benefited from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Maitreya
Studies (Yogacara Tradition)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in particular, the development of a clear
mind on equity investments in recent years.

在金融投资界，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的威名无人不知。奥地利股市之父、量子基

金联合创始人、世界最顶级的投资大师、永远的华尔街神话、与“股神”沃伦‧巴菲特齐

名的三大金融巨头之一……

股市之父巴菲特甚至这样评价他：“罗杰斯对市场大趋势的把握无人能及！”

吉姆‧罗杰斯不是学金融出身，有人问他，优秀的投资者应该去读哪些书？

罗杰斯说，应该读两种书：一种是哲学，一种是文学。因为只有从这两种书里你能感

受到人性是什么东西。

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最终较量的不是那些谁都能写成书的投资技巧，最终是一种人

性的较量，是你对人性的感知力与把握力，导致你的决策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你的高下。

(以上转自南京市海外联谊会群)

[慈宗唯识学] 包括本体论、现象论、方法论、逻辑推论方式，是佛陀教育哲学成分

Buddhist philosophy 中结构最严密者，又与西方心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重要部分可以互

相交流甚至互相印证。

如世界顶级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所说，导师过去四十多年课余/业余自[慈宗唯识学]

得益极大，近年半退休后的投资心得更与吉姆‧罗杰斯不谋而合。

附百度对吉姆‧罗杰斯的评论及心得报道

罗杰斯博览群书，学识广泛，他始终认为投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独立思考能力。他渊

博的知识为他的独立思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投资眼光投向整个世界的股票市场信息，

是现代投资家的一个特殊性，罗杰斯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投资法则包括：

1. 勤奋

“我并不觉得自己聪明，但我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勤奋地工作。如果你能非常努力

地工作，也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就有成功的可能”。……

2. 独立思考

“我总是发现自己埋头苦读很有用处。我发现，如果我只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行事，既

容易又有利可图，而不是要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罗杰斯从来都不重视华尔街的证券分

析家。他认为，这些人随大流，而事实上没有人能靠随大流而发财。“我可以保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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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错的。必须独立思考，必须抛开羊群心理。”

3. 别进商学院

“学习历史和哲学吧，干什么都比进商学院好；……”罗杰斯在哥伦比亚经济学院教

书时，总是对所有的学生说，不应该来读经济学院，这是浪费时间，因为算上机会成本，

读书期间要花掉大约 10 万美元，这笔钱与其用来上学，还不如用来投资做生意，虽然可

能赚也可能赔，但无论赚赔都比坐在教室里两三年，听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资深教

授”对此大放厥词地空谈要学到的东西多。

4. 绝不赔钱法则

“除非你真的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否则什么也别做。假如你在两年内靠投资赚了 50%

的利润，然而在第三年却亏了 50%，那么，你还不如把资金投入国债市场。你应该耐心等

待好时机，赚了钱获利了结，然后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如此，你才可以战胜别人。”

“所以，我的忠告就是绝不赔钱，做自己熟悉的事，等到发现大好机会才投钱下去。”

5. 价值投资法则

“如果你是因为商品具有实际价值而买进，即使买进的时机不对，你也不至于遭到重

大亏损。”

平常时间，最好静坐，愈少买卖愈好，永远耐心地等候投资机会的来临。"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炒家，我只是一位机会主义者，等候机会出现，在十足信心的情

形下才出击"罗杰斯如是说。”

6. 等待催化因素的出现

市场走势时常会呈现长期的低迷不振，为了避免使资金陷入如一潭死水的市场中，你

就应该等待能够改变市场走势的催化因素出现。

7. 静若处子法则

“投资的法则之一是袖手不管，除非真有重大事情发生。大部分的投资人总喜欢进进

出出，找些事情做。”……

罗杰斯对“试试手气”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这实际上是导致投资者倾家荡产的绝路，若干在股市遭到亏损的人会说：‘赔了一

笔，我一定要设法把它赚回来。'越是遭遇这种情况，就越应该平心静气，等到市场有新

状况发生时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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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善人受难、因果变异的释疑解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swered questions raised by audience from Hangzhou and Macau
on the principle of cause and effect and reincarnation.

问题两则，一浅一深。

01. 杭州听众沈丽娟仁者来问：

王导师，您好！我是杭州学员沈丽娟。女儿近日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也疑惑，所以向

导师请教解惑。女儿的问题是：为什么好人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成佛？但是坏人只要

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对好人不公平。盼导师答疑解惑，谢谢！

导师简复如下：

“九九八十一难”是《西游记》小说家的说法，依佛教说法：一般人的人生是“有苦

有乐”、“苦乐参半”。

“善因”引生“乐果”，“恶因”引生“苦果”，不是一味受难这么悲观。

发大愿行菩萨道的修行人，要普度有情众生，自然要排除万难，但在大慈悲心推动下，

在佛法智慧指引下，自得其乐，甘之如饴，不以为苦。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个譬喻，意思是转恶念为善心，可以种下他日成佛的种

子。

那个“地”是“心地”，亦称“心田”，不是“地面”的“地”。

但做了恶业，还是要先受苦报，不能说只靠刚起的一念善心，就能扭转。

放下屠刀后，所作所为更是重要，情况可以有多种：

01. 从此虽不作恶，金盆洗手，但也未见行善;

02. 从此归隐，内心忏悔，不问世事;

03. 从此积极行善，将功补过 ……

还有其他很多可能性。

总之，不同的后续行为，会引生不同的果报，光只放弃恶念，离成佛还很遥远。

…………

02. 澳门听众陈鸿杰仁者来问：

导师好！我有一疑问，请求导师有空时指教，谢谢！

种子的刹那生灭，会否有变化？例如未来生的赖耶作为真异熟，受业种子之熏长而改

变。也就是今生的赖耶种子在辗转生灭变化至来生的赖耶现行出现这个过程之中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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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同一”种子的辗转生灭而来，就说明种子是可以改变的。但如果是一般的名言种

子理应不变，如青色种子不会变为蓝色。

当中有甚么地方理解错了？

导师简复如下：

仁者问题甚好，只是思路需要理顺。

来生“异熟果”受今生“业种子”所引于六道受生，是为“引业”。

又受“业种子”带动的“名言种子”所具体建构，是为“满业”，“满业”以“根身”

(正报) 为主，也包括“器界”(依报)。

所有“种子”皆“刹那生灭”，“名言种子”不是不变，而是维持“一味相续”，如

你所举的颜色为例。

“变异而熟”，是指“业种子”引生“名言种子”的综合结果，例如，今生跳水救沉

溺之人，来生受健康/长寿/得人敬重之果，非来生经常遇溺获救。

表面似是变异，实因其来生果报是“业种子”带动“名言种子”所呈现。

故来生“异熟果”实为“众缘 (种子) 和合 (现行)”的果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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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播电视剧 [天乩] 到《西游记》及相关电影

From the hot TV series " the destiny of white snake " to the " journey to the west " written in
Ming Dynasty-different responses to the twisting of eminent Buddhist figures in Chinese
history.

佛教人士意见：

近日，暑期档 60 集大型网络剧《天乩之白蛇传说》为赚流量，竟然添加“法海与小

青”的感情戏吸引眼球……

该剧编排“法海”角色以佛教僧人的形象，与蛇妖小青饮酒、搂抱、接吻、互诉心中

情爱、爱到死去活来。甚至就连出家，都设定为不敢直面爱情的怯懦和逃避，之后更安排

僧人角色在放弃信仰、追逐世俗情欲的漩涡中反复挣扎。从场景到道具，更充斥着诸如佛

像、佛珠、袈裟、海青等佛教法物。这些编排，严重伤害佛教信众的宗教感情，引起强烈

社会不满。

支持剧集网友意见：

《天乩》下架，侮辱佛教怕是蹭热度吧！

对于侮辱佛教一说，我觉得十分好笑，里面的法海之前是齐霄，他和小青比较亲密的

行为，是在他是齐霄的时候发生的，他身为凡人时出家了，出家后他便与小青断了来往。

两个相爱的人不能相守，我看的时候很难过。

之后小青为了他差点死掉，他才抱住了小青，虽然入了佛门，但是也不能泯灭了人性

啊，别人为你差点死了，你还要无动于衷的抱臂旁看，你还是人嘛。若他心中没有爱，他

和一个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佛教是养玩偶的吗？而且他剃度时说过，他动过心，剃度后

也没有做过有辱佛门的事情，看完《天乩》的人应该知道，而总有一些人为了蹭热度，诋

毁《天乩》。

再说他是九重天的人，他只是下凡历劫，他是凌楚，他的师父是白帝，后来法海回了

九重天，他一直待在昆仑山而不是金山寺，也与小青生离，你们还要他怎么样，他怎么有

辱佛门了。刘涛版的《白蛇传》，里面的法海爱上了白素贞，甚至为她成魔了，你们跑到

哪里去了，下架天乩，《白蛇传》流传至今，就是讲述民间爱情故事，你们怎么不把《白

蛇传》有关法海感情线，有一点苗头都下架，你们敢吗？

《天乩》如今大火，你们就出来造谣生事，找话题找热度，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抱着

怎样的用心！

中立网友意见：

最近，有网友发现网剧《天乩之白蛇传说》竟然被下线了，对于下线的原因，官方给

出的则是内容需要调整，所以暂时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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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乩之白蛇传说》这部戏由杨紫和任嘉伦主演，一些网友觉得其实拍的还不错，甚

至有网友认为比杨幂主演的《扶摇》还要好看，可见对于这部戏，很多网友还是给予了肯

定的评价。

其实，这部戏和大家都熟悉的《新白娘子传奇》，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内容上大不

一样，并不是类似《白蛇传》的简单翻拍。因此，很多网友觉得还是很不错。

只是这部戏遭到了佛教界的抵制，也遭到了举报，所以这部戏才被下架。据说，这部

戏有“辱佛”的内容，正因为此，一些佛教人士还发起了网络投票，参与者也超过了十几

万人，要求该戏下架，并向公众道歉。

看来，这部戏真正下架的原因并非简单的内容调整，而是遭到了一些佛教人士的抵制，

认为其“辱佛”了。对此，有网友觉得其实这部戏三观还是很正的，毕竟电视剧都是虚构

的，但也有网友觉得即便是虚构，也要尊重佛教人士，不能引来较大的争议。对此，您又

是怎么看法呢？

简评：

佛教人士抨击的重点是法海是禅门大德，真有其人，剧集极尽歪曲。

其实这是小说/电影/电视剧为吸引读者观众，对历史人物常有窜改偏离事实之举，在

西方国家也屡见不鲜。

最明显不过的莫如《西游记》以至相关电影对唐三藏形象的不忠实描绘，但《西游记》

已流传甚广，作者五百多年前已作古人，无从追究。

关键是景仰玄奘大师的慈宗学人，从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开始，以至我们

2013/2016/2018 年在香港举办的 [慈宗论坛] 和 [慈宗青年文化节]，都不遗余力地颂扬

玄奘事迹/玄奘风骨/玄奘精神，根本不把《西游记》及相关电影这类误导性作品放在眼里，

这令到很多参加者都十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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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散漫”与“傲慢”的举例说明

重庆听众李霞来问：

导师，请问散漫、傲慢的法相是什么样的？

导师简复如下：

以微信学习群和微信朋友圈为例，明明有很有用的讯息，可供学习，却不珍惜，不用

心阅读，是为“散漫”。

明明阅读了，有所得益，但因为自视身份，不愿有所表示，是为“傲慢”。

附导师对授课对象分类如下：

01. 一般公开讲座结缘听众

02. 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班/培训营学员

03. 各种慈宗经论专修班学员

04. 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学员 (2019 年在香港隆重举办，庆祝 [慈氏文教基金] 成

立十周年)

05. 正式门人 (70 岁以后录取，必须精通慈宗一经一论，例：《般若心经》和《唯

识三十论颂》)

…………

北京宜信多俊彦随学导师巧发问

只随导师去过一次印度参访听课和顺道在日本大阪参加过一次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

班，平时用功阅读导师著作的北京宜信财富资深经理徐秀玲仁者，阅读朋友圈

[慈宗有关“散漫”与“傲慢”的举例说明]

后，来问如下：

请教导师：“傲慢”算不算“所知障”？

导师简复如下：

是“烦恼障”，以“我执”(自我中心)为主，属六种“根本烦恼”─“贪”、“嗔”、

“痴”、“慢”、“疑”、“恶见”之一。

秀玲回应：

谢谢导师，那么“所知障”就是以“法执”为主的，是吗？

导师回应：

正是，真聪慧。欢迎你明年劳动节来港参加进修营。

秀玲再复：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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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汉地丛林制度与古印度差异的释疑解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s brief answer to a Guangzhou student's question on the difference
in monastic systems betwee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

广州学员刘礼彬仁者细阅导师微信朋友圈报道后来问：

想细听中印佛教丛林与僧团的比较评论。

导师简复如下：

佛陀在世本不许建寺，连乞食得盐，都不能储存过夜，以免因“我所”而增“我执”。

结夏安居，乃防雨季出家僧人感染传染病及大批人乞食时践踏昆虫杀生，不得已为之。

入灭前，明示建塔供奉佛舍利是在家人事 (见南传《大般涅盘经》)

后古印度王臣建寺安僧亦是精简房舍，非如汉藏以皇家规格金碧辉煌。

但古印度必不许出家僧人耕种，以免杀生，故有部律中有“初果耕地，虫离四寸”之

说。汉人轻视行乞者，部分僧人又不愿作皇室附庸。更兼唐中页以后，战乱频仍，民不聊

生，致有农禅并重“丛林制度”之创立，虽云改革，但毕竟违杀生之根本戒，与时并进，

事难两全。

基督新旧二教，无剃度之制，传教士选拔从公。部分汉地僧人，未忘俗情，视被剃度

者如子，必安顿之而后安心，故本选贤与能之“丛林制度”，渐成法脉子孙相承之寺产，

若遇贤者，亦无不可，误传庸愚，或坏圣教。故近代弘一律师终生不剃度弟子，垂范于世，

甚难希有。

近代太虚大师倡复古改革，几被乱棒打死，功败垂成。法制不全，寺产起诤，正法难

弘，智者远之，外教日猖，其来有自。

附：武汉佛教协会副会长、归元寺副住持、武昌佛学院副院长能利法师回应：

说的好！复释迦牟尼佛时代之制没希望了，复汉传丛林制是当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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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目睹恒星的释疑解惑

Professor L C Wong answered a question on the viewing of a fixed st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ciousness-only theory.

慈氏文教基金青年委员会主任秦璇营长来问：

导师，想请教一个问题：物理学中宇宙的度量单位是“光年”，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

宇宙“恒星”都是过去的呈现（可能是很多“光年”以前的形象）。

那么，在“唯识学”中，用“种子”来解释，呈现出来的“现行”是否是过去的？或

者说“唯识学”中的和“物理学”中这一点有什么差异？

导师简复如下：

仁者好学深思，问题甚好 !

可据罗时宪宗师《唯识方隅》(慈氏学会版) 第 192─193 页解释

Quote

因缘变：共变、不共变。

(导师案：即“相对真实的功能”所呈现，分：“共同分享现象 ─ 物质世界的功能”

与“单独受用现象 ─ 神经组织/感觉器官的功能”)

共变：共中共、共中不共

因缘 ─ 共相名言种子（变“器世界”诸种子）

(导师案：即呈现有情众生共同分享的物质世界的功能)

增上缘 ─ 共业种子

不共变：不共中共、不共中不共

因缘 ─ 不共相名言种子（变“有根身”诸种子）

(导师案：即呈现有情众生单独享用的神经组织/感觉器官的功能)

增上缘 ─ 不共业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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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唯识”许众生各变自世界；众生于自所变之世界外，为尚有所知，抑别无所知？

若别无所知，则是“唯我论”，如何得知众生各变一世界？若尚有所知，即是识外有

境，云何得言“唯识”？

答：

他众生识所变者，自识亦得托之为“本质”，由“赖耶”中“共相”或“不共相名言

种子”变似之，如他众生之“根依处”（“扶根尘”）亦由自“第八识”托他所变者为“质”

而变似之；

即他世界中之事物，“缘”具备时，亦得映入自世界之内。

故虽非直接感知他世界中物事，而不堕入“唯我论”中。

又“唯识”不言自识所变世界之外，无他识所变世界。

所谓“唯识”者，乃人人各自“唯识”。

对于他识所变之世界，“缘”具时，托“质”自变则知之，不变则不知；

当知之时，境由自变，非离自识独在，故得名“唯识”。

Unquote

导师评论：

首先当我们这世界看到的“恒星”是若干“光年”距离，其影像是以前的，现在已不

存在，我们未能即时看到是因为“缘 (条件)”不具备。

这些“缘”包括时间和空间，时空虽是“分位假法”，没有实质，但并非没有作用。

因非同一世界，所以未能即时看到。

他世界有情众生能即时看到，是因为同一世界。

如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即能同时见到。

如我们不在法国，法国人去年见到巴黎铁塔时，我们见不到当时的铁塔。

我们今年去，就能与法国人见到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巴黎铁塔。

“光子”传递“恒星”影像，“光子”是物质 (“色法”)，是有情众生各自“共相

名言种子”呈现。

我们“缘”具备时，自能见到，所以我们见到的不是过去的“恒星”，而是现在的“光

子”，这犹如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纪录片一样，于理无违。

"唯识学"不是"物理学"，关于"光子"如何传递影像，我们不妨接受"物理学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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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育本质非宗教，更不主张偶像崇拜

Criticism on Taiwan Tzu Chi Buddhist sect using the abbot nun's image for Buddha statue and
selling at high price.

导师曾每月捐款给慈济，但自从台湾印顺长老去世，证严自立“慈济宗”，以出处在

学术界有争议的《无量义经》作为立宗根据后，已停止捐款。

后来听说证严任用亲弟作为总干事，也在成都得悉这位慈济总干事很会摆架子后，便

劝人不要再捐款给慈济。

至于用自己面相作为佛菩萨面相，台湾佛教可能不止慈济一家，据说藏传佛教有些上

师也喜欢这样做。内地佛教人士访问台湾后，不少觉得当地佛教人士很多只知有台湾的师

傅，不知有中国大陆的祖师。

导师就在上届无锡举行的世界佛教论坛上，听到有位来自台湾慈济的比丘尼，不承认

太虚大师是印顺长老的师尊。

佛教本非宗教，更不主张偶像崇拜，这种刻意截断与内地祖师传承关系和透过塑像变

相自封为神的做法，值得学佛者警惕。

台湾三大山头都是中国内地太虚大师的再传弟子所创立，但鲜有愿意公开承认的，这

种数典忘祖的做法，值得慈宗学人引以为戒。

转自武汉佛协副会长能利法师和中佛协《法音》杂志陈星侨主编：

慈济从 09 年开始就用证严像，取名“宇宙大觉者”取代太子像浴佛。慈济所有场所

都挂“宇宙大觉者”取代佛像。

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慈济佛像争议持续延烧，不少名人开始行文挞伐！资深媒体人王尚智在 4日傍晚在脸

书发表一篇约 2800 字的长文，佛陀被改名为全世界只有慈济人会叫的“宇宙大觉者”，

已经扭曲扩张到连神佛的地位都可以窃取；他更要慈济到街上随机找 100 个路人问问，看

看这尊“夸张也嚣张”的宇宙大觉者到底是不是证严法师？

从 PTT 有网友提出慈济卖 33 万证严法师佛像的爆料开始，这起争议在 4日迅速发酵，

虽然慈济人与慈济官方不断出面澄清，说该佛像是宇宙大觉者，就是佛陀，只是刚好与证

严法师一样都瘦瘦的。但这说法却引来更多人批判。

资深媒体人王尚智 4日傍晚在脸书发文，开头就直言慈济内部造神终于有网友披露！

他指出，这尊称为“宇宙大觉者”的佛像将是个转折点，对慈济过去的价值观产生冲击，

并证明纯粹的佛教团体经过扭曲扩张，到现在“连神佛地位都可窃取”的改变，他认为慈

济已经变成“资本掠夺”的可怕团体！

王尚智直言这是“证严佛像”，并说这在佛教圈早就被批判多年，只是碍于慈济势力

太庞大，“像我这般肯大胆批判的太少。”他引述佛教经典，指出佛陀称呼有“十号”，



125

但慈济将纯粹而完整的佛陀称呼，改成全世界只有慈济人会叫的“宇宙大觉者”，等于正

式窃取了名称；而之前法师改称上人可以说是内部尊称，但同时在塑像上动手脚，改成“证

严法师的相貌”，难怪引起争议。

他语带批判的质疑，卖这么昂贵的佛像让人回家供养，可以轻易让团体获得巨额金钱，

而且也符合慈济被扭曲后的风格，就是“掠夺你的钱，还要永远掠夺你的心”，这是透过

信仰进行金钱与精神的双重掠夺！

对于慈济发出声明澄清佛像并非证严法师，王尚智也说：“不妨找来 100 位路人，拿

来不同传统佛像照片与证严法师的照片相互比对，让民众直观的指认，这个如今夸张也嚣

张的宇宙大觉者，究竟是谁？”

准备参选立法委员的潘建志医师也在 4日晚间发文，他描述自己在看过网友爆料慈济

造神的文章后原本不太相信，但回头去找慈济网页，发现真的有在卖一尊 33 万元的压克

力雕像，让他真的“惊呆了。”而这座佛像的原创者来自莺歌，在当地是著名陶瓷大师黄

仰明，虽然他也强调是以大众脸设计，之后将原型及板模版权无偿提供给慈济，脸型才被

改变，但面对争议，让他不禁大叹“跟当初理念不同，太过商业化！”

重刻宋版《思溪藏》的原扬州电视台徐丽玲台长来讯确认导师所言：

无锡的分论坛，我也在现场。那位慈济的比丘尼师父，振振有词，我作为旁观者，觉

得很是悲哀啊。居然代师公不认师公的老师。也不知道这个教育从那里来的。确实悲哀！

北京金融界精英、慈宗护法学员夏令武仁者来讯评论如下：

佛陀在《金刚经》里明确强调，“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

来”。当今佛学教育复兴之势正日益增强，而佛学教育存在的弊端也不断暴露。

同修们更应秉承太虚大师勇于改革精神，共同推动“佛教革命”，倡导“人间佛教”，

传承佛陀教育本义。印顺法师当年正是追随太虚法师，致力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为

弘扬佛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导师直面当前佛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作狮子吼，警醒学人，可敬可佩！顶礼导师！



126

慈宗对“大乘兴起”和“与时并进”特质的评论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s comments and criticism upon a book review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 A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 by Professor Hirakawa, Akira.

西安旅日学者李子捷博士在朋友圈转发有关以《平川彰：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

灭亡》为题“书评”连结时附他自己评论如下：

博士课程时期的主指导教授石井老师、读硕博士时的主指导教授平川彰博士的

名著的中译本，台湾留日佛教学人所译。

近年来反对平川先生大乘佛教起源说的学者不少，但平川先生对汉文与梵文佛

教文献以及佛教思想历史的精熟少有人能企及。

导师回应如下：

导师觉得平川彰的说法有一定根据和合乎逻辑，只是有些人碍于颜面不愿接受

罢了。

子捷回应：

顶礼导师! 如导师所说，平川先生的很多论文的结论都比较慎重。比平川先生

梵巴文强的学者，汉文与佛教思想功底不如他，反之亦然。平川先生的研究很均衡

全面。

导师再评：

这些反对平川彰观点的出家本位主义者应以已故台湾印顺长老为代表吧 !观乎

近年慈济功德会证严比丘尼和经常出格的昭慧比丘尼的种种相关是非，印顺长老并

未有将这些尼众弟子教育好，这是否与他老人家罔顾历史事实的因果有关呢？

子捷再回应：

导师此评论让人读后长知识!

大乘佛教到底与出家众更密切，还是在家众，这个问题极为敏感，有些人恐怕

带有私心和非纯学术目的在讨论该问题。

导师指要：

所以怪不得 [瑜伽行派] 说：“分别我执”这东西要真正发心后“一大阿僧祇

劫”才除掉 !

“俱生我执”更要“两大阿僧祇劫”才伏断。什么“顿悟成佛”、“即身成佛”

都是鼓励性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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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太虚大师当年都因本位主义反对了潮州王宏愿阿阇黎把从日本反哺“唐密”

(比“藏密”纯粹) 教法重新在汉地“传法灌顶”，虚公改革佛教失败，在台湾三大

山头中也没被出家徒孙承认，是否与此因果有关？

我们 [香港慈氏学会] 不会数典忘祖! 不是谁人弘传问题，“法脉”不断才是

关键!

禅宗慧能“接法”时，不还是个在家人吗？

故虚公当年反对王弘愿传法，考虑未周!

藏密上师不分在家出家，显示其灵活性，这也是“藏传”在海外流传比“汉传”

更广原因之一。

基督旧教新教演进以至今日在内地传播甚速，值得深思现在佛教应如何能“与

时并进”!

附评：

链结的“书评”中以下一段文字表达有误导性：

“唯识思想的阿赖耶识、如来藏思想的如来藏或佛性等，都是与梵我极为类似

的观念。”

导师纠正如下：

[瑜伽行派] 的“阿赖耶识说”是连结“种子论”建立的，所以“赖耶”应视作

是“讯息中心”或“能量池”，不是像“如来藏”或“梵我”如“一”、“常”、

“主宰”的“灵魂”一样的浑然一体。

就算《楞伽经》中的“如来藏藏识”也应解读为“如来藏、藏识”净、染两部

分，而到十大论师尤其是护法论师以至后世玄奘三藏传译时，“如来藏”与“阿赖

耶识”截然不同的特性就更清晰了。

纯粹的“如来藏”思想应被视为由 [中观学派] 发展至 [瑜伽行派] 为了解释

“佛性”存在过程中的一种不成熟思想。

北京金融界精英、慈宗护法学员夏令武仁者来讯评论如下：

多年前出访欧美诸国较多，就有一种印象：无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东正教

堂、穆斯林教堂，均在市井，而中国内地佛教寺院却多在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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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中国建立之前内地寺庙地理分布并不了解，但从内地五大佛教名山 ──

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贵州梵净山，修学佛法仍然

是以远离红尘为主流。

因此，这也让我想到，中国传统的佛学教育是与世俗生活隔离的。对一般老百

姓而言，佛教就是宗教；对寺庙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而言，我想他们/她们也不会认

同佛教不是宗教；即便对许多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士而言，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

一点。

种种因素叠加，真正的修习佛学实际上是离佛陀真正需要帮助的众生远了。

改革佛教僧团制度，真的任重道远。

一点观察，导师见笑。

导师回应如下：

导师在去年第一届庐山论坛就发表这方面的相关论文。

从当年的庐山慧远结社念佛的“山林佛教”谈到今日我们慈氏文教基金的“都

市佛教”。

北京夏令武仁者再来讯：

我认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还要同时突破一些教育方法，改革一些已不

符合时代的戒律，引导众生学佛是求心灵的解脱，而不是出于功利目的，要改变中

国大众拜佛求财、拜佛求官、拜佛求子等习惯。一点妄言，导师指点。

导师回复如下：

我同意仁者观点 破除迷信行动要

教育和法规并行 把儒释道非宗教

本质和内容列入 大中学通识课程

就如廉洁奉公等 美德教育一样地

让国民根深蒂固 反对迷信如反对

贪腐奢糜等一样 让国民健康成长

同时鼓励出家人 到正规的大中学

最少读正式大学 不应局限佛学院

易做成自我封闭 藏传在海外传播

成功的另一原因 是大批年轻僧侣

就读于西方大学 不单学习了语言

还扩宽这些喇嘛 的视野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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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慈文化董事余岑仁者来讯评论如下：

教义为出家人的确加持许多庄严和殊胜，但是也的确有岀家人极当会事，我觉

得其实是没明白，这只是佛陀的一道“题”，一道增加了放下我执难度的题。

出家人，放下“出家人”的光环和执着了，才是出——家了

北京大学资深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特别助理陈绍建博士来讯

评论如下：

学习了以上对话，让我更加明白“我执”的无处不在！

即便如太虚大师这样的人物依然没有放弃出家和在家的区别，分别心之重可见

一斑！

特别欣赏对佛教的这种定义：非宗教非哲学。

更欣赏对于佛教的世界观概括：非空非有！

要有这样的认识，则非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

佛教弘传过程中为了大众的利益和佛教信众人数的扩大，以方便法门接纳文化

程度较低的信众，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容易堕入迷信的歧途。因为这些信众分辨能

力也不足！

所以先生力主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中培养人才是正确之举！

慈宗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释疑解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s interpretation on the Chinese proverb : Saving one life is better
than building a seven-storeyed stupa.

导师在香港住宅会所餐厅用膳，与餐厅经理黄乙轩仁者偶尔谈佛，黄君时有领会。今

天忽然表示他觉得世俗说法“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有普度众生之意，不应只指拯

救生命。导师大为赞赏，为他解说如下：

世俗人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句中的“浮屠”被用来指“佛塔”，整句的

意思是“救人性命，功德极大，远胜建造七层佛塔”。

其实，“浮屠”本是梵语 Buddha的音译，意思即是“佛陀”，指释迦牟尼佛。但“救

人一命”句中的“浮屠”或“浮图”，则被认为是梵语 Stupa的略音，正译为“窣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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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塔、佛塔。佛塔的层次一般为单数，如五、七、九、十三级等，而以七级为最多，故有

“七级浮屠”之说。

“救人一命”这种说法据悉最早期的汉译经典已有，例如隋代《历代三宝纪》才确定

是东汉安世高所译，现存《大正藏》经集部的《佛说骂意经》中记载佛说：

“作百佛寺，不如活一人，活十方天下人，不如守意一日，人得好意，其福难量。”

至后代尤其是明朝人的笔记和小说便流行这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

但后人只记得前半部，忽略了经文：

“不如守意一日，人得好意，其福难量”更重要的后半部。

“守意”，汉语原意有“坚守志向”的含义，同是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则

有“专注一境、令心不乱”的意思。

若就修学佛法而论，“守意”就是指专注于：

“闻”(听闻阅读宣扬正法的经论)、

“思”(思考融会宇宙人生的真理)、

“修”(勤习止观以至在日常生活中能如理作意、不离正念，成就智慧人生)

若作“坚守志向”解，就是我们现在最盛行说的“不忘初心”，依大乘说法，就是永

不忘失“自觉觉他”，普度一切有情众生“转迷成觉”、“离苦得乐”的“无上大菩提心”。

所以“救人一命”，就不限于“肉体生命”，依 [慈宗] 解说：

“命”有两种，一指“肉体生命”(世寿)，一指“慧命”(智慧生命或精神生命)。

“肉体生命”即一般指的世寿，受过去生“业种子”影响今生果报，有一定寿限，得

到这期时空现行的“第八阿赖耶识”种子支持，共存共荣，是为“生命力”。如遇灾难，

伤及生命，是“业种子”使然，如遇他人拯救，得以脱难，也是“善业种子”现行，这包

括过去世本来种下或现在世新熏极强“善业种子”(“强缘引弱种”)，所以佛教不是“宿

命论”或“定命论”。外在拯救者只是“增上缘”，如本人没有努力创造击发这遇救“善

种子”，也无缘遇到拯救之人，所以这是“因 (缘生) 果论”。当然学佛者能力所及，不

能见死不救。若其本人无此褔缘，也终将未能获救，纵然获救，也只是今世寿命得到延续

而已。

但救人“慧命”则不同，可以令他人生生世世获救，传播大乘正法，启发他人“善种

子”，令人树立正见，远离邪道; 心存正念，降伏恶念; 常做善业，若能促成他人发“大

菩提心”，再辗转传播正法，则更是功德不可思量。

依 [慈宗唯识学]，发“大菩提心”，救人“慧命”，不只让人今世受益，“善业 (行

为) 种子 (功能)”的“有寿尽相”令来世得获“异时成熟”的福果，发心度人的“名言

种子”─“无寿尽相”(帮助他人觉悟的概念具备功能无有穷尽的特征)，将令他人和自己，

生生世世，常遇善缘，常值明师，常逢益友，常修福业，永不退转。而“正法布施”(与

人分享真理) 就是拯救他人“慧命”的不二法门。所以导师常常勉励学员，必须以传播正

法为己任，所有钱财布施、体力布施 (当志愿工)，都应以辅助促成“正法布施”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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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姚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中当机问法的“长者须菩提”，在元魏菩提留支的译本

中被译作“慧命须菩提”，到玄奘三藏译《能断金刚经》则译做“具寿善现”(“善现”

是“须菩提”梵音的意译)，“具寿”就是同时具备“慧命”与世寿之意，可见慈宗用语

之严谨。

2019 年劳动节假期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香港双语进修营]的第一课

就是奘译 [《能断金刚经》导读]，有志之士，幸勿向隅。

附注一：

季羡林教授早在 1947 年曾有专文介绍《浮屠与佛》，四十年后他又修定论据确认：

"浮屠"是较前期汉语音译，"佛"是较后期汉语音译，皆受佛教传入中国路线影响其语

音汉译：

01. 印度→大夏 (大月支) →中国

Buddha→ bodo，boddo，boudo → 浮屠

02. 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 but→ 佛

附注二：

佛塔起源于印度。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我国应该没有“塔”。当梵文的

Stupa传入我国时，曾被音译为“塔婆”、“佛图”、“浮图”、“浮屠”等，由于古印

度的 Stupa，最初期是用于珍藏佛舍利 (遗骨) 以至后来用作供奉佛像、佛经之用的，亦

被意译为“方坟”、“圆冢”，直到后来翻译家才用了“塔”字，作为统一的译名，沿用

至今。

附注三：

《大唐西域记》卷一：“窣堵波”，即旧所谓“浮图”也。

《瑜伽师地论 (伦) 记》卷十一上：“窣堵波”者，此云“供养处”，旧云“浮图”

者，音讹也。

可见“浮屠”或“浮图”的音译曾被混淆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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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慈宗其他活动相关报导

2018年 3月 29日

慈宗论坛喜召开 大德高贤致贺词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was successfully held and distinguished guests sent congratulations

2018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香港北角的青年协会大厦 25 楼，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

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斯里兰

卡、不丹、泰国、马来西亚、日本、欧美等地的国际著名专家教授、佛教团体青年领袖精

英，以及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领导嘉宾，悉数出席了本次开幕典礼，共同见证了本次慈宗周

双论坛的盛大开幕。

At 10 a.m. on March 29, 2018, at the 25th floor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Building, North Point,
Hong Kong, the First Youth Forum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were held.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xperts and the elite of the youth leaders of
Buddhist groups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India, Sri Lanka, Bhutan,
Thailand, Malaysia, Japan, Europe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 guests of honour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witnessing this grand opening
of the Maitreya Twin Forum.

开幕典礼掠影

A preview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3 月 29 日上午 10 时，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隆重召开

At 10 o'clock on the morning of March 29, the First Youth Forum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were grandly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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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高贤满座

Many high status guests were present

司仪秦璇、关樱主持开幕典礼

MCMs Qin Xuan and Ms Guan Ying were host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主礼嘉宾列席

Distinguished guests of honour at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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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太平绅士致开幕辞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Mr Hon KW Lau JP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刘江华太平绅士致辞摘要

佛教在二千多年前由印度传入中国，慈氏之学亦是源自古印度，经弘扬后时至今日，已经

成为大乘佛学一个重要宗派。佛教的思想教义对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影响深远，其净化人

心，导人向善的教化作用，有助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建立关怀仁爱、和谐包容的社会。

Speech summary of Mr Hon KW Lau JP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Maitreya Studies
is also from ancient India, which has been carried forward to today and become one of the great
sects of Mahayana Buddhism. The ideological doctrines of Buddhism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values. Its enlightenment function as purifying people's mind
and guiding people to perform good deeds, is helpful to creat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and to
establish a caring, harmonious and accommodativ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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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办协调部副部长宋玮女士代沈冲部长致开幕辞

Director Deputy General of the Coordination Department, the Liaison Office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s. Song Wei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on behalf of Director General Mr. Shen Chong

沈冲部长致辞摘要

十五年前，王联章先生秉承师志，成立慈氏学会，创立慈氏文教基金，继而出版慈宗要籍、

学术丛书，宣讲慈宗学说，培养相关人才，带动有共同兴趣、志向的人士一起学习。据我

了解，慈氏文教基金现已累计捐助“慈氏图书馆”近 30 间，出版“慈宗”要藉等 16 种，

主编出版《唯识文献全编》，资助出版慈氏学书刊，广兴教化，对推广佛教文化、构建和

谐社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Speech summary of Director General Mr. Shen Chong

15 years ago,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dhered to his teacher's ambition, established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founded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then
published valued books on Maitreya Studies, preached Maitreya doctrine, cultivated related
talents, led people with common interests and aspirations to study together. As far as I know,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has donated about 30 " Maitreya Libraries " ,
published 16 kinds of important books and practice manuals on Maitreya Studies, lead-editing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Vijnpatimatra Literature, subsidized publishing Maitreya Studies
related books and extensively setting up education channels.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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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文化部专家顾问、印度超戒寺研究基金主席柯丹尼博士 Dr. M.K. Otani 致开幕辞

Expert Advisor to Ministry of Culture, Government of India Chairman, Vikramshila
Shodh Sansthan (Vikramshila Research Foundation), Dr. M.K. Otani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Dr. M.K. Otani 致辞摘要

佛陀教育中的非暴力、仁爱和慈悲，具有永恒的普世意义，教导我们实践正道以克服人生

中的苦难。世界呼唤和平，人类需要和谐相处，我们应该努力让佛陀教育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从思想、言语、行为上指引我们前行在正确的道路上。佛教的多样性是我们

最大的力量和多重灵感的来源，不仅是佛陀教育的追随者，而且也是每一位要求和平与和

谐人士的灵感源泉。

Speech summary of Dr. M.K. Otani

Buddhist doctrine of non-violence, love and compassion is of eternal significance and teaches us
the path of Right Action so that mankind may overcome its suffering. If world needs peace and
harmony, we must strive to make the Buddhist Teaching a part of our daily life and follow the
path of righteousness in thought, word and deed. Buddhist diversity is our greatest strength and
a multipl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not only Buddhists but also for every individual who wants
peace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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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庞才博士比丘 Dr. Pornchai 致开幕辞

President of World Alliance of Buddhists (WAB),
Ven. Dr. Pornchai Palawadhammo (Pinyapong)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庞才博士比丘致辞摘要

青年需要佛教，佛教需要青年。佛教青年活动必须变得更有吸引力和前瞻性。佛教活动应

当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让青年反复践行直至成为习惯。这些习惯将改变个人命运，也将

改变整个社会的质量和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

Speech summary of Ven. Dr. Pornchai Palawadhammo (Pinyapong)

Youths need Buddhism and Buddhism need youths. Buddhist Youth activities must become
more attractive and proactive. Buddhist activities should put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do repeatly
till become their habit and their habit will become their destiny and will become the quality of
society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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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会长、古晋佛教居士林林长蔡明田居士致开幕辞

President of Malaysian Buddhist Kulapati Association and Chairman of
Kuching Buddhist Society Mr Chua Beng Thian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蔡明田居士致辞摘要

“佛教”是佛陀对世人的教育方式，也是为开示佛的觉之知见，为众生自在解脱的教导，

所以说佛教是觉悟人生的宗教。人生的圆满是佛，不圆满才是人生。我们是学佛的人，所

追求的目标是要成就觉悟圆满的人生。

Speech summary of Mr Chua Beng Thian

"Buddha's Teachings" is what the Buddha educates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is also for
demonstrating the insight and right views of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and to teach sentient
beings how to be free from sufferings. Thus Buddhism is a religion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life.
The Buddha is one who attain the perfection of life, but imperfection is common for ordinary
people. As followers of Buddha's Teachings, the goal we pursue is to achieve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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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慈氏学会 (香港) 导师王联章导师致开幕辞

Chairman,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Founder & Principal & Mentor,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王联章导师致辞摘要

本人对数年前中央电视台宣称：佛教的本质是教育，不是宗教，深有同感。从古印度的释

迦牟尼世尊到中国慈宗学说的建立传播者唐三藏玄奘大师，都是不恋世界名利权位，矢志

追求真理，以教化众生为己任的伟大教育家，这两位中印伟人都是青年时期就发奋学习、

追求真理而成为划时代哲人的榜样，玄奘大师更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先驱，所以这次活

动特别增设青年论坛和广邀南亚学者参加。

本次双论坛广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斯里兰卡、不丹、泰国、马来西

亚、日本、欧洲等国际著名专家教授、佛教团体青年领袖精英齐集一堂，交流一带一路文

化，弘扬玄奘精神与风骨，传播中华文化之精粹，共同探讨弘扬慈氏之学！

Speech summary of Professor Andrew L.C. Wong
I deeply agree to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a few years ago that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s education, not religion. From the Shakyamuni Buddha in ancient
India to Chinese Tripitaka Master Xuanzang who promoted Maitreya Studies in Tang Dynasty,
they were great educators who did not indulge in fame and wealth, instead they committed to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regarded providing such education to sentient beings as their duties.
These two great figures in the Indian and Chinese history were committed to pursure the truth
when they were young, studied and practised hard, they eventually became great examples of
epoch-making philosophers. In addition, Master Xuanzang was a pioneer of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exchanges. Thus we add the Youth Forum onto the program and invite more scholars
from South Asia to participate this time.

The Twin Forum has invited an elite group of eminent international experts and professors and
Buddhist youth leaders from mainland China, Hongkong, Taiwan, India, Sri Lanka, Bhutan,
Thailand, Malaysia, Japan, Europe to gather together, exchange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e,
advocate the spirit and dignity of Master Xuanzang, spread the pithy of Chinese culture, discuss
and promote Maitreya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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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0 人出席开幕典礼，高贤满座

Nearly 200 people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Many high status guests were present

主礼嘉宾共同点亮慈宗双论坛莲花灯，双论坛圆满开幕

Officiating guests light up lotus lamp of the Maitreya Twin Forum together.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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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慈宗周双论坛开幕典礼的圆满开幕，第壹届慈宗青年论坛、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

也将分别在香港北角青年协会大厦的 10 楼、25 楼进行，让我们期待一场慈氏佛学的思想

交流与知识盛宴。传播中华文化之精粹，共同探讨弘扬慈氏之学，欢迎各界友好学人随喜

参听，共结胜缘。

With the successful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Maitreya Twin Forum, the First Youth Forum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would proceed on the 10th and
25th floors of the Youth Association Building, North Point, Hong Kong. Let us look forward to
the ideological exchange and the knowledge feast of the Maitreya Studies. Sprea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Maitreya Studies. Welcome everybody !

主礼嘉宾名录

Name list of Officiating Guests

出席此次慈宗周双论坛开幕典礼的主礼嘉宾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刘江华局长；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副局

长； 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青年工作部陈林部长； 中华海外联谊会副秘

书长覃菊华女士； 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宋玮副部长； 香港佛教

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宏明法师； 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庞才博士比丘； 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

事安虎生先生； 印度政府文化部专家顾问、超戒寺研究基金主席柯丹尼博士； 马来西亚

佛教居士总会会长蔡明田先生。

VIPs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Maitreya Twin Forum :
Mr. Hon K W Lau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Ms. Christine
Cai JP, Unde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Mr. Chen Lin, Director
General of Youth Work Department, Central Government's Liaison Office in HKSAR ; Ms Qin
Juhua,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a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from Beijing ;
Ms Song Wei,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Coordination Department, Central Government's Office
in HKSAR ; Ven Hong Mi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Buddhist Association ;
Ven. Dr. Pornchai Palawadhammo (Pinyapong), President of World Alliance of Buddhists
(WAB); Mr An Hushe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from
Beijing ; Dr. Otani, Expert Advisor to Ministry of Cultur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Chairman,
Vikramshila Shodh Sansthan (Vikramshila Research Foundation); Mr Chua Beng Thian,
President of Malaysian Buddhist Kulapati Association and Chairmen of Kuching Buddh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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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缘起

2018 年 3 月，为庆祝慈氏学会(香港)成立十五周年暨纪念罗时宪宗师上生二十五周年，

慈氏学会(香港)慈氏文教基金将于香港北角青年协会大厦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

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广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斯里兰卡、不丹、

泰国、马来西亚、日本、欧美等国际著名专家教授、佛教团体青年领袖精英齐集一堂，交

流一带一路文化，弘扬玄奘精神与风骨，传播中华文化之精粹，共同探讨弘扬慈氏之学。

Origin of the Forum
In March 2018, in order to celebrat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and to memoriz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Prof. Sze-hin Lo’s
passing away.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and the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held the First Youth Forum &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at the Youth Association Building, North Poin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experts and the elite of the youth leaders of Buddhist groups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Taiwan, India, Sri Lanka, Bhutan, Thailand, Malaysia, Japan, Europe were invited
to exchange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e, advocate the spirit and dignity of Master Xuanzang,
spread the pithy of Chinese culture, discuss and promote Maitreya Studies !

筹办单位

主办机构：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

资助机构：香港华人庙宇委员会

名誉赞助机构：宜信公司

Organizing Units
Organizers : the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Subsidizing Unit：Hong Kong Chinese Temple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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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ary Sponsor：Yixin Company

2018年 5月 30日

国庆征文酬宿愿 挚友允任评审员

同龄贤兄贺寿辰 半退讲学志高远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elebrated Professor Jia Xiping's 61st birthday in Beijing ,
Professor Jia was the former chief editor of Ta Kung Daily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s in Hong Hong , under his flagship , Ta Kung Daily reported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s major activities in 2013 , 2016 , 2017 and 2018.

好消息：

原人民日报教科文部主任 (正厅级)、香港大公报总编辑、现任湖北大学特聘教授(已

聘)、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今年九月受聘) 贾西平先生。

今天中午在北京已当面答应导师担任明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四

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义务外

部评审委员。

今天 5月 30 日欣逢西平先生六十一岁寿辰，导师略备疍糕为同年出生稍长近三个月

的贤兄庆生，西平先生与导师相识于二十多年前由当时国家科委邓楠副主任率团考察长江

三峡生态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之旅，从此相交莫逆，多年前又在陕西省祭黄帝陵大典中同

台献花，缘份甚深。

西平先生热衷研究弘扬中华文化精粹，在港任职期间，对第一届 (2013) 慈宗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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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坛，第一届 (2016) 慈宗青年文化节，第一届 (2017) 慈氏学青年师资香港广东话培

训营大力支持，派员采访报导，不遗余力。余泽所及，今年第一届 (2018) 慈宗青年论坛

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香港大公报继续釆访报导，高谊令慈宗学人铭感 !

西平先生现时与导师一样过着半退休生活，以讲学授课为主，不计酬劳，甚至自己补

贴交通费用，将毕生经验，与母校武汉大学等湖北著名高等学府新闻传媒学院青年学子分

享，志向高远，令人感佩 !

2018年 6月 19日

国庆征文表热忱 传媒俊彦任评审

华裔学者自美来 藏经英译酬初心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met with and successfully invited Mr Zhou Li, Publisher&
Editor-in-chief, Asia Pacific, China Daily and Ms Chen Yao, Deputy Director, Xinhua News
Agency, Asia Pacific Regional Bureau to be external members of review committee of Maitreya
Culture & Education Foundation's 10th Anniversary " Compassion " Article Contest on June 19,
2018.

In the evening, Professor Wong hosted a dinner for Professor Jiang Wu, Director,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cooperation to
translate Chinese Tripitaka into English, Professor Wu also invited Professor Wong to attend a
forum on " Tripitaka for the future-Buddhist Canon in digital age " early November this year.

好消息：

在中联办文宣部王凯波副部长引介下，2018 年 6 月 19 日周二导师与中国日报亚太分

社社长兼总编辑周立先生和新华社亚太总分社副社长陈瑶女士亲切会面，介绍慈氏文教基

金近年弘扬中华文化精粹 —— 慈宗学说的活动。

包括：

2013 年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2016 年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2018 年第一届慈

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及 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

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并诚

意邀请周立先生和陈瑶女士担任义务外部评审委员，得蒙两位优秀的传媒俊彦欣然答允为

征文比赛注入强大支持力，令筹委会同人十分鼓舞。

是日晚上导师在铜锣湾富豪酒店宴请从美国远道而来的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究中心

主任吴疆教授，并蒙吴教授诚意邀请今年十一月初在亚利桑那大学举行以 [数码时代的大

藏经] (Tripitaka for the future-Buddhist Canon in digital age)为题的论坛，并交流了慈氏文

教基金今年四月刚启动的《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简称《大藏选译》) 专案，将首先以

大乘佛教空有两大系统经论的汉文注疏为现代汉语注释语译对象及亚利桑那大学佛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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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拟将汉文佛典英译的计划，双方都认为未来不乏合作空间。

2018年 7月 26日

黄君结缘家教中 数十年来慧根种

反哺慈宗施财力 赞助译藏有始终

湖北女史斗志浓 巧擅理财专业重

屡捐论坛文化节 广植福业善缘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received HK$ 100,000 from Mr Raymond Wong, his
private-tutored student over 40 years ago who now lived in Australia to sponsor the Chinese
Tripitaka modern language translation project and hosted a lunch to celebrate Ms Melody Li's
birthday, his private banker at BOC HK group who also generously sponsored Maitrey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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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rojects in 2016 and 2018.

侨居澳洲的黄咏明仁者，四十多年前在港就读中学时，曾是导师的家教学生，补习之

余，喜听青年时期就建立香港教育史上首间政府官办中学佛学会的导师，讲解基本佛理和

佛教故事。

(参看 [慈宗讲堂] 微信公众号 30/9/2017 连结)

侨居澳洲后仍努力不懈自修佛学，完成罗时宪宗师《唯识方隅》全部广东话视频研习。

年前从导师在澳门讲课视频得悉联络方式，去年专诚回港与导师重叙，捐助慈宗双论

坛。今年三月下旬更与夫人一同来港担任双论坛现场义工，财施力施，不遗余力。

近日再与导师联络，发愿与夫人林宝华女士联名再捐善款赞助慈宗弘法事业，功德不

可思量：

黄咏明、林宝华大德贤伉俪慨捐港币 100,000 元给予 [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

另捐 5,000 港元予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

现在连咏明伉俪一共有五位紫金莲花赞助人，包括导师、师母，全国政协常委/恒基

地产集团副主席李家杰大德，香港专修班李净樾班长、赖柏霖大德贤伉俪等，翠玉莲花赞

助人有施丽卿大德 (导师九十多岁母亲) 和上海王玉明大德等，《大藏选译》自今年四月

启动以来，筹得善款已逾六十万港元。

2018 年 7 月 26 日周四中午，导师在香港住宅会所设宴为中银国际董事李英女士预祝

八月上旬生日，李英女士与导师同为狮子座，相识多年，时常交流金融讯息，性格相近，

少年时从湖北来港，不断努力奋斗，成为中银香港集团附属私人银行要员。对导师推动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愿行，十分赞赏，先后赞助 2016 年 [慈宗青年文化节] 和 2018

年 [慈宗双论坛]。福有攸归，喜得二胎，置业兴家，又发愿在导师八月下旬生日时，再

捐善款，赞助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功德不可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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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8日

慈氏文教十年庆 安总仗义不需请

支援推广征文赛 一带一路擢菁英

京华欣逢众贤聚 交流佛教真意趣

近代复兴肇南京 金陵刻经功德最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by Mr An Husheng, CEO of Buddhism Online and
Founding President of Beijing Fuhui Foundation to visit their headquarters and dinner with Mr
Cao Zhongji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Chinese Religious Society and Mr Ma Ronge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anjing Buddhist Association on Aug 8, 2018 to exchange views on
non-religion nature of Buddha's teachings, transformation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Professor Wong also introduced the 2019 Maitreya Studies Triple Gem
Cultural &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be held in Hong Kong, Mr An promised that Buddhism
Online will extend its support on publicity.

2018 年 8 月 8 日周三下午导师应邀访问 [佛教在线] 和 [北京福慧公益基金会] 总

部，与 [中国佛教协会] 常务理事、[佛教在线] 总干事、[福慧公益基金会] 创会会长安

虎生先生亲切交流中国佛教当前现状、大家热切关心问题。

导师向安总介绍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尤其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

庆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举办的香港中小学/一带一路

高等院校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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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总欣然表示 [佛教在线] 乐意支持宣传工作，共襄盛举。

当天晚上安总在 [福慧公益基金会] 旗下素菜馆设下丰盛素宴，宴请导师和原 [世界

宗教研究所] 书记、现任 [中国宗教学会] 常务副会长曹中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凯

朝教授，及原南京市民宗局副局长、现任 [南京市佛教协会] 驻会副会长马荣恩先生一行，

凯朝教授并向导师致送哈达和名贵藏香。

席间热烈讨论佛陀教育本质非宗教及其流传在印度、中国的变革，导师特别提到中国

“丛林制度”与印度僧团原有形式的重大差异和“选贤丛林”/“子孙丛林”的优劣。

导师并特别对马会长提到每年以荣誉会长身份到南京参加市委统战部海外联谊会会

议时，都争取到近代慈宗祖庭 ─ [金陵刻经处] 向杨仁山先生陵墓献花，及 2016 年慈

氏文教基金为庆祝 [金陵刻经处] 成立 150 周年纪念，率先于上半年耗资三百万港元在

香港举办 [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以示庆祝。

其后南京市政府亦于 2016 年下半年耗资六百万元人民币在南京举办大型论坛和庆祝

活动，导师并获邀与楼宇烈教授和杨曾文教授作为第一组发言嘉宾学者，发言达三十分钟，

介绍香港慈氏文教基金继承杨仁山先生志业，在出版专宗研究典籍、捐建 [慈氏图书馆]、

培训青年师资和编纂《大藏选译》的贡献。

宾主畅谈，尽欢而别。

2018年 8月 14日

每到金陵谒祖庭 刻经讲学人才盛

百五年后思反哺 设坛建馆慈宗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aid his annual visit to 152 years old Jinling Scripture Printing
House in Nanjing and offered flower bouquet to the stupa of Master Yang Renshan,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Revival in late Qing Dynasty on Aug 1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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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4 日周二导师乘以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身分与

其他独立董事到南京分行调研考察之便，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近代慈宗祖庭——

[金陵刻经处], 向[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老先生陵墓作每年一次的献

花致敬，并与陈治国副主任亲切交谈 (肖永明常务副主任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佛协重

要会议，委托治国副主任接待导师)。

陈主任为导师和随行人员特别开启经版楼，指出十二年前导师以 [香港慈氏学

会] 名义慨捐十万元人民币修缮《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等经版，以庆祝 [金

陵刻经处] 成立 140 周年纪念。当时 [苏州寒山寺] 捐四万元人民币， [苏州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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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捐三万元人民币，再之前台湾星云法师亦曾捐一万美元，诚为甚难希有之事。

此后，慈氏文教基金捐赠三十多间海内外各高等院校/重点寺院 [慈氏图书馆]，多

采购[金陵刻经处] 出版线装经书以供典藏。

导师向陈主任介绍今年 [慈宗双论坛] 在香港成功举办的经过，及明年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

纪念举办的香港中小学/一带一路高等院校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希望 [金

陵刻经处] 协助宣传，让内地更多高等院校师生参加，并诚意邀请肖主任和陈主任

明年五月初来港参加庆典，陈主任欣然答应协助推广，双方互道珍重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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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20日

数码敦煌香江展 千载佛迹喜新诠

六秩峥嵘晋一年 港深委员伴师前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ccompanied by consult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his charitable foundation to view the Digital Dunhuang Cave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after he hosted a luncheon for investment banker, private banker & Jockey Club manager.

After the visit to exhibition in the afternoon, he enjoyed his birthday dinner party with all these
committee members at his residence club house on Aug 20, 2018.

2018 年 8 月 20 日周一下午导师阳历生日正日，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和行政委

员专程从褔州、深圳等地来港和本地委员会合，陪同导师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数

码敦煌展”作为贺寿活动，并藉此吸取经验作为未来展览参考。

导师对有志之士能在香港成立“敦煌之友”慈善公益组织，成立多年以来至今

筹款已达二千二百万港元，其中一千五百万港元作为“数码敦煌”制作费，十分赞

赏，足证港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维护弘扬，不遗余力。

相比之下，慈氏文教基金和慈氏学会 (香港) 自 2013 年开始至明年 2019 年四

次弘扬慈宗大型文教活动的开支，亦将达千万港元，其中一半以上经费皆由王导师

伉俪捐出，更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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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色彩瑰丽、构图新颖，不过绝大部分是图像，缺乏壁刻经文内容义理介绍，

就算图像文字介绍亦缺精通佛学人士编写和审定，致出现“六道外师”等错误，《弥

勒下生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的不同净土喻意及净土思想的真

正精神未能表达。再加上一系列的斗法故事，不免神话色彩太浓，容易导人迷信。

当晚导师在香港住宅会所贵宾房设宴感谢委员们抽空陪同，原香港特区政府律

政司司长、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副部级) 梁爱诗大紫荆勋贤，

当晚需参加两项活动，亦百忙中拨冗提前到贺，并致赠贺仪，导师除回赠《太虚大

师墨宝》珍贵书法集一册外，并当场宣布将贺仪以爱诗大德名义捐给 [2019 慈宗三

宝文教活动]，回向爱诗大德增添福寿。

另谘询委员香港书画名家无名堂堂主郭洪球老师亲绘罗汉松一幅，并题“居高

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佳句以颂导师。

远从福州前来，翌日将陪导师赴印度弘法的谘询委员林向琴仁者致赠木如意算

盘。

放弃成都工作，远来深圳前后担任四个月慈宗双论坛总干事的行政委员兼青年

委员会主任秦璇营长，致赠三条羊绒真丝拉绒围巾给导师和在温哥华的师母及在多

伦多的老夫人，孝心可嘉，导师深为感动。

导师设宴十分低调，只是家常便饭，但会所行政总厨许映鸿师傅的“党参天麻

炖鱼头汤”，堪称礼顿山一绝。北京银行界好友所赠的日本辽参配以鲍汁鹅掌，亦

是极品。一瓶英国皇室宴客必备 Krug香槟、三瓶拉菲副牌和一瓶两支装木桐家族红

葡萄酿，令众委员宾至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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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导师一早从深圳赶回港与香港银行界好友共进午餐，包括信银投资于秀东

总裁、中银国际私人银行董事李英女士和香港赛马会客户经理王珊珊女士，获赠生

日礼物包括名牌领带/袖扣、古树红茶等。李英女士更以初生的二公子名义捐款一万

港元，王珊珊女士捐款一千港元赞助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诸上善人，高谊

隆情，令导师铭感。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行政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 (外务) 香港傅星海仁者与新婚

太太，特别订造一个无糖蛋糕及永不熄灭的蜡烛，引起哄堂大笑，导师乐不可支。

导师香港住宅会所餐厅黄乙轩经理荣进国际港式奶茶公开赛三甲之列，为祝贺

导师生辰，8 月 20 日中午和晚上均亲自泡制无糖港式奶茶以饷嘉宾。

2018年 9月 10日

同年好友喜相逢 庆生筵上诉心衷

温饱不忘报社会 信仰虽异善心同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a dinner to post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Dr Manson Fok,
one of the most reputable surgeon in town and Mr Fredric Leung, a senior private banker of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who was born in the same year as Professor Wong at his residence
club house on Sept 10, 2018.

2018年 9月 10日周一晚上导师在香港住宅会所备精美粤菜宴席为多年好友前全

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哲嗣、全港最著名的食道胃肠外科手术专家霍文逊医生和

自中学开始即合作创立香港教育史上第一间官办中学佛学会及接引初机的普明佛学

会以至专宗研究的慈氏学会 (香港) 的渣打银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慈氏文教基金谘

询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梁国栋仁兄。

为补祝两位同年仁兄生日及同喜品红的霍文逊医生，导师特备三瓶年份顺序佳

酿：

01. 2009 年被评为 100 分，位于法国波尔多 Bordeuax 左岸名村圣爱斯泰夫

Saint-Estephe边缘的爱士图尔庄园 Chateau Cos d' Estournel红葡萄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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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010 年被评为 100 分，同位于法国波尔多圣爱斯泰夫的玫瑰庄园 Chateau
Montrose红葡萄酿;

03. 2011 年被评为 93 分，位于波尔多波亚克村的正牌拉菲 Lafite红葡萄酿;

以及 18 年的日本山崎威士忌。

导师自己生日宴时只喝副牌拉菲，为好友庆生却奉上正牌拉菲，可见待客之诚。

霍医生近年与导师一样专注于作育英才，荣任澳门科技大学健康科学学院院长，

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并大力支持治癌和防治流感药物研究，

造福社会。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中学时期在英国即接触基督教，回港读大学时正

式归信，同时是一位出色的业余油画家。子女均学有所成，分别是律师、医生和建

筑师。

这也是导师欣赏基督教重视吸纳人才之处，佛陀教育虽非宗教，但在传播上却

远逊基督教，不懂重视向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播的重要性。偶然有位对佛教

一知半解的退休大学校长晚年归信净土，就惊为异人。这也是导师伉俪创办慈氏学

会 (香港) 和慈氏文教基金以来，着重向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播大乘佛学的

原因，学生和义工中甚至有原来信仰基督旧教 (天主教) 和新教的专业人士，不拘

一格，这种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的授学方式，渐见成效。

席间导师向梁董事和霍医生介绍 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

四运动一百周年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香港中小学/一带一路高等院校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并希望霍医生向澳门学界广为推介。并交流金融市场

讯息，未来机器人 AI对医学界的影响，香港医药发展的前景等重要课题，相约为香

港医药研究发展略尽绵力，尽欢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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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15日

奘公一论成唯识 鹏城学人极珍惜

无惧飓风与豪雨 不懈闻思勤出席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14th lesson on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n
Vimsatika-Vijnaptimatra-Siddhi translated from Sanskrit to Chinese by Master Xuanzang of
Tang Dynasty and annotated by his disciples such as Master Kuij, then extracted by Upasaka
Hanqingjing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Shenzhen on Sept.15, 2018.

2018 年 9 月 15 日周六下午导师主持《唯识三十论》深圳专修班第 14 讲，本讲

主要讨论“相见同种、别种”问题，即“前六识相分”(所认知的境象) 与“见分”

(能认知的作用) 是同一“种子”(功能) 还是各别“种子”所生？

导师特别提出这问题非常重要，如一切现象都是“前六识见分”所变，而“见

分”又是“自证分”(即“自体分”) (“种子”自体) 所生，“三分”同一“种子”

所生，这个世界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前六识”衍生，如“梦幻泡影”的虚无，连

相对的真实都不是，这很容易产生被现代人批判的“佛系”思想。

这也是现代很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对北传敬而远之的原因，要么觉得北传形

式迷信，要么觉得北传思想不够积极。

有学员因此问到秦译《金刚经》相关偈语中的真正含义，导师指出必须深入研

读玄奘大师译梵为汉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奘师门下窥基大师的注疏，

才能了解这些偈语含义，不可望文生义。勉励学员今年十一月积极报名参加明年劳

动节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香港 (双语) 进修营]。

2019 年 4 月 29 日第一天课程就是奘译“《能断金刚经》要义”。

“别种说”则清楚说明“第八识相分”自有“种子”，“前六识相分”如果是

“相对真实”的境象，亦必自有“种子”。

导师以下列问题引发大家对“同种别种说”的探讨：

01.“能缘 (认知) 心识”与“所缘 (认知) 境象”(“见分”与“相分”)之间，

彼此关系如何?

02.“相分”从何而来？

03.“识”(认知能力) 如何变现 (心识) 内境？

04. 当“种子”生“现行”(呈现现象) 时，如何即能构成我们认识的“相分”？

第一至第三没有异议，从第四条开始古代唯识家有不同看法，近代民初学者景

昌极和缪凤林即发生过论诤，连唐大圆和太虚大师也参与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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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先以“前六识见分”，“前六识相分”、“第八识相分”三个横排圆圈，

说明“相分”、“见分”关系，再以“见分”、“相分”两圈在上，“自证分”(即

“自体分”) 一个圈在下说明“种子”与“现行”关系。

导师顺带说明陈那论师“变带”理论与玄奘大师进一步发展出来以破小乘正量

部论师般若球多对唯识“所缘境说”论难的“挟带”理论的不同，这也可以作为印

度唯识学中国化的一个例证。导师并咐嘱学员先回去思考究竟是“相见同种”还是

“相见别种”的问题，十月中上课时，再和大家深入探讨。

自 2018 年 1 月 13 日周六下午导师开始主持“慈氏学青年师资《唯识三十论》

深圳普通话专修班”第一讲以来，每次都有十多名高学历包括企业家及专业人士的

特邀学员参加了仿照高等院校硕士博士班举办的免费专修课程，学员都是忠诚勤勉

真正发心的慈宗论坛义工和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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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10日 ─ 11日

唐卡艺术展慈尊 毗沙门天极庄严

谘询委员来襄助 慈文共赏广宣传

Accompanied by Ms. Lam Yu Yin, the business partner of Ms. Shery Lam, a consultative
member of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and his private banker Ms Melody Li,
Professor Andrew L CWong visited a Tangka exhibition on Oct 10, 2018.

2018 年 10 月 10 日周三中午导师在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林向琴仁者香港合伙

人林如燕女士和中银国际私人银行部李英董事陪同下，在香港仔大公文汇传媒集团

展厅参观国宗唐卡艺术展，对多幅天冠慈氏弥勒像和毗沙门天王像极为欣赏，赞叹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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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Wong hosted a dinner for Professor Allen Wong, Chairman of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CEO, Greater China, Chamber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 of Australia CMA ; Mr Dennis Tam, Board Director of CMA ; Mr Patric Lee,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Suicide Prevention Services, Hong Kong to discuss how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 English Article Contest on " Compassion "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PRC and 10th Anniversary of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2018 年 10 月 11 日晚上导师在香港住宅会所餐厅与

01. 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会主任/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协理副会长/澳

洲管理会计师公会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文华教授

02. 澳州管理会计师公会 ─ 香港办事处谭志伟董事

03. 香港生命热线执行委员会成员李常富会计师

共进晚餐，讨论加强宣传 201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暨五四运动一百年

纪念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香港中小学/一带一路高等院校 [慈文共赏中

英文征文比赛]。

黄文华教授慨然承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谭志伟董事应允向澳门高等院校、

李常富会计师答应向大屿山中小学宣传，大力支持这项饶有意义的文教活动，令导

师深感欣慰。

附注：导师身兼澳洲管理会计师公会顾问和香港生命热线执行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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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8日

释心舒困十周年 轻生遗属惜同行

热线义工拯危厄 悲愍无畏施有幸

As an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Suicide Prevention Services SPS in
Hong Kong,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a buffet dinner to express his gratitude to
survivor voluntee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10 years service for coaching the surviving
dependents of suicides in the evening of Dec 18, 2018.

2018 年 12 月 18 日周二晚上导师以 [生命热线] 执行委员会成员身份在香港住

宅会所设自助便餐举行 [释心同行] 专案十周年纪念交流晚会，香港慈善团体防止

自杀 [生命热线] 执行委员会成员叶兆辉教授、周燕雯教授、李常富会计师、荣誉

顾问童粤生精神科医生、吴志昆总干事和慈氏文教基金谘询委员会主委/法国国家巴

黎银行私人银行部中国区候任董事总经理梁国栋先生父子、宣传委员会主任傅星海

先生、财务委员会执行副主任蔡秋凤女士、青年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关樱女士、香港

专修班麦少芳、郑婷两位执行副班长、兼职财务助理吕嘉豪君、兼职总务助理黄伟

贤君及 [释心同行] 专案近四十名义工出席参加，这些义工大多是轻生者遗属，现

身说法，辅导接引其他遗属走出阴影，舒解精神困厄。



160

聚会开始时，导师首先获邀发言，表示今年是[香港生命热线 ─ 释心同行]

(自杀者家属辅导专案) 十周年 (由 2008 年起至今) 纪念，此专案由全国政协常委、

恒基地产集团副主席李家杰太平绅士拨款资助首三年计划，由导师协调联系促成。

(香港 [生命热线] 是由前新鸿基地产集团主席郭炳湘先生的夫人 —— 李天颖女

士发起并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过去香港特首的夫人都出任荣誉赞助人，导师亦是执

行委员会成员之一)。

此专案的缘起是因郭李天颖女士邀请李家杰先生出任赞助人和导师出任执委，

而导师又从香港大学同届同为社会科学院但读社工系的学友/时为香港社会服务联

会总干事的方敏生女士 (林郑月娥特首亦是同届社工系的毕业生) 得悉香港政府没

有提供自杀者家属辅导计划，遂透过同是 [生命热线] 执行委员会成员的香港大学

叶兆辉博士，在 2006 年安排李家杰先生和导师等一起到美国芝加哥相关防止自杀中

心考察后在香港发起的专门辅导自杀者家属的服务，以免有亲人轻生后，精神上受

困无法摆脱困境步其后尘，受过辅导的遗属被培训成为义工，现身说法再去帮助后

来的自杀者家属。

导师致词时，对遗属义工们表示感恩和敬佩，并说明必须有极大的慈悲仁爱心

和大无畏精神，才能以遗属身份辅导后来者，因为每次开解别人时，必触及遗属自

己内心的伤痛。导师并依佛学智慧人生的教育解释“慈”是“无嗔”，对受苦困顿

者能不厌恶嫌弃，“悲”是“慈”的特殊作用，本质是“不害”的心理，即儒家的

“不忍人之心”—— 不忍他人受伤害。佛家三种“布施”中，首先是“财施”，即

财物、体力甚至身体器官的分享施予。其次是“法施”，知识的分享传授，包括智

慧人生的教育与谋生技能的培训。而防止自杀的辅导工作则是难度极高的“无畏施”，

帮助他人脱离恐惧走出阴影，修养的极至就是令困苦者与之见面已能自动平静安心，

感受祥和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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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以今年因在外地未能参加义工的周年晚宴亲自发送抽奖红包为憾，后从李

常富执委处得悉今年正好是[释心同行]专案举办十周年，因而决定在年底前安排这

次聚餐，当面感谢义工们的殷勤奉献。导师的发言，莸得全场热烈掌声。

接着由吴志昆总干事、叶兆辉教授、周燕雯教授和遗属义工们先后发言，其中

担任主持的社工、叶兆辉教授和服务十年的遗属义工都曾泣不成声，场面令人感动。

其中一对遗属义工夫妇还是学佛的，深以导师开示的佛理为然，并表示有幸参加[释

心同行]专案不但能帮助别人，更能帮助自己逐渐脱离丧亲之痛，得益极大。

最后由吴志昆总干事和一位以教授书法辅导遗属恢复内心平静的女义工，以[释

心同行]四字书法镜框赠予导师留念，导师亦以今年[慈宗青年论坛]“自在人生，

转识成智”红色和紫色风衣分赠义工们，勉励大家努力追求智慧，获得身心自在。

又以[慈氏学会(香港)]十五周年纪念襟章与金属书夹馈赠出席的[生命热线]执委

和发言分享的遗属义工，大家在饱餐畅谈之后，与导师殷殷惜别，期待明天周年大

会晚宴时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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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慈宗导师国外考察与交流

2018年 5月 2日

慈宗论坛喜结缘 中华佛青弘法团

宽别三年临宝岛 欣闻瑜伽义流传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visited Chinese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and exchanged ideas
on promotion of right Buddhist doctrine to young people in Taipei on May 2, 2018.

2018 年 5 月 2 日周三上午导师在慈氏文教基金行政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青年委员

会主任秦璇仁者陪同并在中华佛教青年会明毓会长和开航秘书长亲到导师自费入住的台

北五星级酒店迎迓下前往参观中华佛教青年会在台北自置会址，作为明毓会长和开航秘书

长三月底来港参加慈宗双论坛开幕典礼，并全程出席参听慈宗青年论坛的回报。

导师对中华佛教青年会务垂询甚详，并对明毓比丘尼师连任两届六年会长，每年需筹

募六百万元新台币善款，作为各种活动的经济来源贡献良多给予高度评价。

明毓会长并致赠 24K 黄金鋳造的“康乃馨”请导师转交旅居温哥华的师母，明毓会

长更表示希望有机会邀请导师到该会讲课。据说该会每次晚上讲课都有逾百人上课，并有

现场直播颇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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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比丘尼法师特别安排导师一行中午前往享用颇具特色食材讲究的健康素食，席间

导师认识了明毓会长出家的胞姊法竺尼师，法竺尼师听经(包括录音)闻法甚勤，已听了过

世的美国妙境长老大部分《瑜伽师地论》录音，并请教导师对妙老录音的评价及有关古印

度中观瑜伽两大学派的问题。

导师提出评论时指出单以清末韩清净老人的《科句披寻记》不足以明暸《瑜伽》大论

深义，现在中国内地部分佛学院和在家学人都以妙老录音和韩老《披寻记》为满足，心须

研读唐玄奘三藏门下遁伦法师的《瑜伽论记》才能得窥堂奥，可惜自清末以来只有导师开

班讲授《伦记》。

导师介绍了今年启动的《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将先作白话注释语译，甚至加

上导师授课录音，一并上载内连网，几经学人研讨修定，再在网上公开及出版成书，台北

一众尼师都希望早日见到导师授课的录音公开，法竺尼师得悉导师亦精于依唐代窥基大师

《幽赞》讲解《心经》时，极力敦促中华佛教青年会邀请导师再度来台授课，导师欣然答

应如时间许可会再来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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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3日

五四前夕菁英会 佛教大学首华梵

音乐名家聚台北 明春来港贺慈宗

Accompanied by Cathy Qin and Ingrid Guan,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members of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entertained professors from
Taipei Huafan University (which is the first Chinese Buddhist university set up by a nun from
Hong Kong many years ago) and famous musicians in Taipei and from Chengu with delicious
food of Sichuan/Yangzhou style and fine French red and white wines at the Michelin Chinese
restaurant of the 5 star hotel he stayed in the evening of May 3, 2018.

2018 年 5 月 3 日周四晚上导师在自费入住的台北五星级酒店米其林星级中餐厅宴请

台湾著名音乐表演家兼创作人蔡介诚老师、由来自香港的晓云长老尼创立的历史上首间汉

语系佛教大学 —— 华梵大学总务长张壮熙教授、美术系主任蔡瑞成教授、从成都远道

而来的古琴演奏家张婷婷仁者姊弟、慈氏文教基金行政委员兼青年委员会主任/宣传委

员会主任秦璇仁者、行政委员兼财务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关樱仁者。

导师首先感谢 2016 年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在港举行时，蔡介诚老师父子自费来港

义演，华梵大学派出美术系师生参加书画展。今年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术

学术论坛在港举行时，张婷婷仁者来港义演。

导师接着介绍明年为庆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而举办的“慈文共赏”中英文

征文比赛，希望华梵大学能鼓励推荐师生们参加，同时诚意邀请蔡介诚老师、张婷婷仁者

明年再度来港义演。宾主品尝四川准扬菜系美食、法国红白葡萄佐餐名酿，交流畅谈近三

个小时，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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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4日

导师到处觐慈尊 佛诞座谈逢胜友

赞叹征文扬盛德 明春再续香江缘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ddha's Birthday in Taipei
on May 4, 2018 and met with many old friends who promised to help to promote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Articles Contest for celebrat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in 2019.

今年导师难得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应邀参加 2018 年 5月 4 日周五上午在台湾新北市

举行的国际佛诞座谈会，该活动本拟借用的法鼓山场地另有安排，改借新北市金光明寺。

入门赫然是一尊慈氏弥勒思维像，诚因缘不可思议。

会场中喜逢法鼓山果东方丈，因今次双论坛为免打扰方丈，未邀来港，导师补赠他《太

虚大师遗墨》一册，导师与法鼓山开山圣严长老同为太虚大师再传弟子，果东方丈欢喜接

受。

会场又遇久违的老友 ─ 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创办人、宝莲寺净因博士方丈，及刚

来港参加完慈宗双论坛的泰国世佛联庞才博士比丘、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蔡明田会长/

王书优博士。导师为他们介绍为一带一路地区高等院校而设的“慈文共赏”中英文征文比

赛内容，诸上善人皆欢喜赞叹，发心协助宣传推介。

导师提前离开座谈会，兼程回港以备翌日为专修班学员讲解《瑜伽 (伦) 记，菩萨地

‧种姓品》，开航秘书长代表承办单位 ─ 中华佛教青年会亲送导师上自费安排的专车，

殷请导师有便再来台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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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22日

密拉特处北方邦 萨霞帝乃名学宫

导师首任印客席 慈氏馆藏永不空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igned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famous Subharti
University at Meerut, Uttar Pradesh, India to set up a Maitreya Library and was appointed as the
Visiting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n Aug 22, 2018 during his trip to atten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clave 2018 organized by Indian Government on Aug
23, 2018.

2018 年 8 月 22 日周三导师乘受印度政府邀请参加 2018 年国际佛教石窟会议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clave 2018 开幕典礼之便，提前到达前往印度北方邦 (别名联合

省) 省会密拉特市著名的萨霞帝大学 Swami Vivekananda Subharti University (校名 Suharti
的意思是“建设美好印度”) 与校方高层签定合作设立 [慈氏图书馆] 协议及举行移交牌

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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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为当地回教节日学校假期，但校方高层尽出，隆重接待导师和随行的慈氏文教

基金谘询委员林向琴女士和她的合作伙伴林如燕女士，导师首先参观了新建的佛教学院三

楼近二百平米的待设 [慈氏图书馆] 馆址。

再到法人代表 Vice Chancellor Dr. N.K. Ahuja 办公室举行简单而隆重的签约仪式，校

方出席见证者还有：

行政总裁牙医学教授 CEO Dr Shalya Raj，校长郗图博士 President Dr Heero Hito，副法

人代表 Pro-Vice Chancellor Dr D. C. Saxena，接着由导师移交在北京订制由导师亲自带来

的当代国学大师饶忠颐教授题写的 [慈氏图书馆] 金字牌匾。



168

萨哈提大学是继那烂陀大学之后，第二间与慈氏文教基金签约的印度高等学府，由于

它已有现成馆址，且位置接近新德里，运输方便，相信将是第一间设立 [慈氏图书馆] 的

印度大学。

仪式后由郗图校长在市中心设午宴款待导师一行，该校创办人 Founder Dr Atul
Krishna的夫人、行政总裁的母亲、医学教授 Dr Mukti专程赶回校内与导师一行亲切会面，

并与导师一起切生日疍糕、亲自以美妙音声唱生日歌为导师补祝生日。竟发现原来导师与

郗图校长同是阳历 8月 20 日生日，不过郗图校长是 1982 年出生，与导师相差 25 岁。导

师又在夫人的办公桌上发现安放多时的玄奘大师行脚像，足见尊重，与慈宗早已结下殊胜

因缘。

萨霞帝大学共有 19 个学院，以医科最为有名，并设有大学附属医院，本科生和研究

生共有 15,000 人，另有 40,000 名接受远程教育的学生。佛教学院是新设学院，由郗图校

长亲任顾问，并设有顾问办公室，以便随时亲临办公指导，足见重视。

郗图校长今年三月底来港参加 [慈宗双论坛] 时向导师表达希望该校佛教学院未来

能多招收中国学生，亟需收集中国历代藏经以供研究。导师欣然答应捐赠珍贵汉传佛教中

文藏经图书以协助设立该校的 [慈氏图书馆]，双方坐言起行，三个月内在印度本校顺利

签约。

鉴于导师对汉传佛学尤其慈氏学的湛深学识和身兼内地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

萨霞帝大学最高管理层一致通过诚邀导师出任该校客座教授，请导师在方便时到该校弘扬

大乘佛学，嘉惠学人。

为导师补祝生日活动结束后，郗图校长派专车送导师一行前往新德里印度政府安排接

待的五星级阿育王酒店入住，以便参加翌日的开幕典礼，导师临别时再次鼓励萨霞帝大学

师生积极参加明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慈氏

文教基金十周年纪念举办的一带一路高等院校 [慈文共赏] 中英文征文比赛。

创办人 Founder Dr Mukti 殷勤嘱咐导师早日再来校为学生授课，并合掌恭送导师一

行，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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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 23日

博物馆藏佛舍利 石窟巡礼肇德里

总统亲临促旅游 文化复兴待戮力

Invi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18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clave officia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State
and Minister of Tourism in the morning of Aug 23, 2018 in New Delhi.

The delegates were also invited to visit the National Museum where the sacred corporeal relics
of Buddha and many valued statues were displayed.

2018 年 8 月 23 日周四上午六时导师一行自新德里阿育王酒店出发前往印度国家博物

馆为大会贵宾安排的专场参观，短短一个小时，先后瞻礼镇馆之宝 —— 金塔供奉的 22

枚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和今年新陈列展出包括珍贵犍陀罗风格未来佛慈氏弥勒世尊的佛

教雕像。

佛教现在虽然已非印度国教，但能将佛舍利作为一级文物珍藏于博物馆内，由专业人

士管理，并公开免费供参观者瞻礼，不致被挪为商业用途或被景区视作敛财工具，值得中

国内地各级政府参考。

回酒店早餐休息后，再度出发前往参加 [2018 年印度佛教石窟巡礼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clave 2018, India开幕仪式，典礼由印度总统和旅游部长及协办国

日本驻印大使亲临致辞，并由印度总统两次启动遥控器播放宣传短片，各国旅游业和佛教

团体代表云集，场面热闹，备极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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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次活动可见日本透过赞助佛教活动积极介入南亚事务，值得中国政府关注。

午餐后，导师旁听了由印度旅游部长亲自主持，以各个旅游业和传媒代表为主，及有

少量佛教出家僧侣参与的座谈会，得悉印度虽有不少历史悠久和极富艺术价值的佛教石窟

可供游览，但却缺乏本地佛教团体配对推广相关的佛教文化，亦缺乏佛教知识丰富的导游

沿途推介。所以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团，都必须自备随团文化导师或资深导游，这是空有

硬体，缺乏软体的美中不足之处。

导师于参加晚宴后，在 8月 24 日周五凌晨乘航机回港，8月 25 日周六在港召开慈氏

文教基金财务委员会全天工作会议，8 月 26 日周日飞北京出席 8月 27 日周一上午召开的

中信银行总行董事会会议，其他的印度佛教石窟巡礼只能俟诸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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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4日

东亚佛教渊源深 唯识学人怀热忱

慈宗论坛促交流 大藏选译功德甚

Accompanied by Dr Zijie LI, a Xi’an scholar pursuing postdoctoral degree in Kyoto University,
Japan,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visited Professor Takeshi HASEGAWA, Professor Junsho
KUSUNOKI at Ryukoku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Shigeki Moro, Professor Yoshitaka Noguchi,
Professor Mikiyasu YANAGI at Hanazono University, Dr Chien Kaiting from Taiwan was also
present at the meeting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Hanazono University on Oct. 4, 2018.

2018 年 10 月 4 日周四上午导师在西安旅日学人李子捷博士陪同下，前往京都

西本愿寺系的龙谷大学探访长谷川岳史教授和楠淳证教授，感谢长谷川教授今年三

月下旬专诚来港参加[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发表优质论文。

今次长谷川教授专诚用了整个上午陪同导师参观了藏书百万册、有三百多年历

史的龙谷大学图书馆和现在举办的日本僧侣佛学家兼企业家大谷光瑞生平展览。长

谷川教授并向导师致赠茶果，以感谢导师在港时的接待。

在沿途倾谈中，导师得悉长谷川教授是《唯识学研究》作者深浦正文教授弟子

渡边隆生教授的学生，导师欣然表示早年即曾研读过深浦正文教授的名著，其后又

收集了《渡边隆生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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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谷川教授专研中国唯识学思想史，楠淳证教授是日本唯识学思想史专家，与南

都佛教渊源颇深。与日本关西地区的多处法相宗大本山的住持和长老都有交往，有

些甚至是龙谷大学的毕业生。这是日本僧侣进步之处，已不满足于传统佛学院的教

育水平，而力求在正式大学肄业。

楠淳证教授赠送他的专著给导师，导师也回赠一套《太虚大师遗墨》、《第二届

慈宗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和《2018 慈宗双论坛暨慈氏学会 (香港) 成立十五周年

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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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一行下午前往京都花园大学探访因明学专家师茂树教授，师教授曾参加

2013 年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 [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导师同时邂逅来自台湾

清华大学的访问学人简凯廷博士和花园大学专研禅宗的柳干康教授，简博士并向导

师致赠他参与编定的 [近世东亚《观所缘缘论》珍稀注释选辑]。

该校国际禅学研究所所长、身兼临济宗妙心寺派教学部长的野口善敬大僧教授专

诚抽空来与导师会面，向导师致赠纪念品。

导师向大家介绍慈氏学会 (香港) 过去十五年和慈氏文教基金过去九年的贡献

与成就，及与南京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先生、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大师和罗时宪宗师

的渊源，以至明年为庆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在香港举办的 [2019 慈宗三

宝文教活动]，欢迎龙谷大学与花园大学师生参加 [慈文共赏] 征文比赛。

导师同时介绍了 [《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 和可能仿效并补沼田 Numata
基金不足的英译计划，向国际佛学界介绍中国唐贤的佛教经论注疏。日本学者们都

十分赞叹，认为是功德无量之举。

双方同意加强联系及鼓励日本以至旅日华裔学人参加未来香港慈宗举办的文教

活动和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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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5日

华严经疏演大雄 万法唯识理极峰

胜缘近礼卢舍那 功不唐捐护慈宗

Accompanied by Dr Zijie LI and warmly received by Rev. Kojo MORIMOTO,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aid homage to the Daibutsu of Todaiji and its Museum in the morning,
then visited Yakushi-ji temple in the afternoon on Oct.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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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5 日周五上午西安旅日学人李子捷博士陪同导师从京都乘坐专车

前往奈良东大寺，日本华严宗庶务部长、东大寺森本公诚住持的儿子、毕业于龙谷

大学的森本公穰大僧执事亲到大殿外入口处迎迓导师一行。森本执事引领导师一行

登上日本最大室内青铜卢舍那大佛底座平台上，近距离瞻礼佛像。

今年为庆祝慈氏学会 (香港) 成立十五周年倡印了《唐译华严经疏合刊》，结

果成就了导师一行得以近距离瞻礼卢舍那大佛，连森本执事都说因缘不可思议。

森本执事介绍这尊奈良东大寺金堂内卢舍那（毘卢遮那）大佛像。起铸于天平

十九年（747），至天平胜宝元年（749）始成。系现今日本最大之铜像，大佛坐高

十五公尺，若由台座算起，高近十八公尺。台座上有千瓣莲花，每瓣线刻释迦佛像，

呈现莲华藏世界图。大佛虽经数度修缮，仍保存奈良旧观。

东大寺大佛是圣武天皇于天平 15 年（743 年）发愿造像，到天平胜宝 4 年（752

年）的开眼供养会，共计 260 万人参与工程。(据关西大学的宫本胜浩教授以平安时

代的《东大寺要录》为参考尝试计算，当时建造大佛与大佛殿的建造费用换算成现

在货币则需要 4657 亿日元！)

这尊佛像是在整个寺院的中心位置，而东大寺大佛殿可算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

纯木结构建筑。相传当时日本的圣武天皇十分倾慕武则天，听闻武则天在洛阳龙门

石窟建造卢舍那大佛，于是立愿效仿。便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东大寺，在寺内建

造并供奉卢舍那大佛。

据说建造这尊大佛像历尽艰辛，并且因为佛像庞大，几乎用尽了当时日本所有

的铜，至今为止，仍是日本境内最大的一尊铜佛。佛像旁边有一根柱子，柱子上有

一个圆洞，可让成人侧身爬过。据说这个洞的大小和佛像的鼻孔一样的大小，而佛

像头顶的每个发螺，就等于一个 5─6 岁小孩的高度，可想而知佛像的壮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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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导师一行顺道参观了陈列珍贵古代佛像和文物的东大寺博物馆和瞻礼奈良

法相宗大本山药师寺金堂的东方三圣 (药师三尊) 像、大讲堂的慈氏弥勒如来像/论

议台和珍藏大师顶骨舍利的玄奘三藏院以至让人百看不厌的平山郁夫壁画，法喜充

满而归。

附：

东亚佛教渊源深 唯识学人怀热忱

花园大学喜交流 中华文化影响甚

Accompanied by Dr Zijie LI, a Xi’an scholar pursuing postdoctoral degree in Kyoto University,
Japan,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visited Professor Takeshi HASEGAWA, Professor Junsho
KUSUNOKI at Ryukoku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Shigeki Moro, Professor Yoshitaka Noguchi,
Professor Mikiyasu YANAGI at Hanazono University, Dr Chien Kaiting from Taiwan was also
present at the meeting as a visiting scholar to Hanazono University on Oct. 4, 2018. Influential
official website of Instutute of Zen Studies, Hanazono University issued a press report on
Professor Wong's visit and the academic exchange on Oct. 18, 2018.

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的官网上 10 月 18 日专门刊出了导师这次去

访问的图文报导，报导十分具体，这个官网关注的人很多。以前禅宗史研究大家柳

田圣山就曾是该所所长，在美国的禅宗史研究界影响很大。

导师的影响力让花园大学觉得和导师以及香港方面的交流对他们有帮助，这是

最重要的。这对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有一定的贡献。

附导师访问报道：

2018 年 10 月 4 日周四上午导师在西安旅日学人李子捷博士陪同下，前往京都

西本愿寺系的龙谷大学探访长谷川岳史教授和楠淳证教授，感谢长谷川教授今年三

月下旬专诚来港参加 [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发表优质论文。

今次长谷川教授专诚用了整个上午陪同导师参观了藏书百万册、有三百多年历

史的龙谷大学图书馆和现在举办的日本僧侣佛学家兼企业家大谷光瑞生平展览。长

谷川教授并向导师致赠茶果，以感谢导师在港时的接待。

在沿途倾谈中，导师得悉长谷川教授是《唯识学研究》作者深浦正文教授弟子

渡边隆生教授的学生，导师欣然表示早年即曾研读过深浦正文教授的名著，其后又

收集了《渡边隆生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倍感亲切。

长谷川教授专研中国唯识学思想史，楠淳证教授是日本唯识学思想史专家，与

南都佛教渊源颇深。与日本关西地区的多处法相宗大本山的住持和长老都有交往，

有些甚至是龙谷大学的毕业生。这是日本僧侣进步之处，已不满足于传统佛学院的

教育水平，而力求在正式大学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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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淳证教授赠送他的专著给导师，导师也回赠一套《太虚大师遗墨》、《第二

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和《2018 慈宗双论坛暨慈氏学会 (香港) 成立十五周

年纪念特刊》。

导师一行下午前往京都花园大学探访因明学专家师茂树教授，师教授曾参加

2013 年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 [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导师同时邂逅来自台湾

清华大学的访问学人简凯廷博士和花园大学专研禅宗的柳干康教授，简博士并向导

师致赠他参与编定的 [近世东亚《观所缘缘论》珍稀注释选辑]。

该校国际禅学研究所所长、身兼临济宗妙心寺派教学部部长的野口善敬大僧教

授专诚抽空来与导师会面，向导师致赠纪念品。

导师向大家介绍慈氏学会 (香港) 过去十五年和慈氏文教基金过去九年的贡献

与成就，及与南京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先生、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大师和罗时宪宗师

的渊源，以至明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暨

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纪念在香港举办的 [2019 慈宗三宝文教活动]，欢迎龙谷

与花园大学师生参加 [慈文共赏] 征文比赛。

导师同时介绍了 [《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 和可能仿效并补沼田 Numata
基金不足的英译计划，向国际佛学界介绍中国唐贤的佛教经论注疏。日本学者们都

十分赞叹，认为是功德无量之举。

双方同意加强联系及鼓励日本以至旅日华裔学人参加未来香港慈宗举办的文教

活动和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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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6日

卅三间堂千观音 登临遍瞻具前因

京都名刹缅唐风 廿卷佳书善种熏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paid homage to thousand statues of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of Mercy) reassembled after 26 years from museums all over Japan
at Sanjusangendo Temple in the morning of Oct. 6, 2018, and purchased 25 valuable books
costing JPY 165, 000 at Kichudo，one of the oldest (110 years old) Buddhist book store in Japan
in the afternoon. During the China' National Holidays, they also visited Tenryu-ji, Koryuji,
Kiyomizu-dera temples in Kyoto.

2018 年 10 月 6 日周六上午导师一行在临别京都前，专诚瞻礼 [三十三间堂]

的千尊观音像，时隔 26 年，借到奈良、东京、京都等地博物馆的千手观音像全都回

归，1001 尊千手观音像全体汇集，难得一见。

寺方前所未有地在大殿近中央处加设临时看台，让参访者可拾级而上，更高层

次瞻礼浩瀚无际、气势磅礡、云来海会、极尽庄严的千尊比常人还高历代能工巧匠

精心雕塑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像，令人肃然生起无限敬意，叹为观止。

今年三月下旬圆满举办 [慈宗双论坛] 和顺利刊印《唐译华严经疏合刊》以庆

祝慈氏学会 (香港) 成立 15 周年及罗时宪宗师上生 25 周年纪念后的感恩之旅，适

遇两大台风“潭美”与“康妮”，“一”(在假期开始)“前”(一天，即 9 月 30 日)

“一”(在假期最)“后”(结束前一天，即 10 月 6 日)，均擦肩而过，丝毫未影响行

程。(9 月初 25 年来最强台风“海燕”登陆日本，令关西地区海陆空交通停顿、机场

关闭、数以万户断电、伤者不少) 在奈良 [东大寺] 和京都 [三十三间] 又叠遇胜

缘，真是不可思议。

导师在京都期间瞻礼 [广隆寺]、[天龙寺]、[清水寺] 等多处名刹，并以是日

下午到其中堂购买佛书作为圆满终结。其中堂店主三浦先生外出办事，得悉导师到

来，专诚赶回店中接待，介绍新书，其中不乏名家力著，琳琅满目。廿五册新旧佛

学图书，只需 165,000 日元，竟与导师在 [清水寺] 前 [日照堂] 釆购的十二生肖

手绘陶杯，价钱相同，难得巧合。

过去十多年来，导师在东京、京都采购的新旧书刊，每次由近百万日元渐减至

不超过二十万日元，可见佳著已被搜罗殆尽。部分已无偿奉献给义务担任主编的《唯

识文献全编》作为藏外资料，其他参考书目留作编译《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

等重要典籍日语论文译集和编撰《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之用，力求精益求精，嘉

恵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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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慈宗其他报导

慈宗学人优则施 财施力施辅法施

选译汉文大藏经 慧泽甘霖润世间

Teaching Materials of Chinese Buddhist Canon Edition Project received its first donation of
HK$ 10,000 when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lesson on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in Shenzhen on Feb 10, 2018. Professor Wong also announced that he and his
wife Mrs Leslie Wong will each donate HK$ 100,000 to initiate the Project afte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Maitreya Week Twin Forum by late March.

慈氏文教基金“汉文大藏经教材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卢志强仁者，2 月 10 日周

六在深圳参加《唯识三十论略讲》专修班时，即席慨捐港币一万元，成为“黄金莲

花赞助人”，赞助《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专案经费，成为第一位发心捐助该项目

的慈宗学人，功德不可思量。

王导师亦同时宣布将于今年三月下旬为“慈宗双论坛”圆满举办经费包底后，

以自己和夫人郑苑娴会长名义，各捐十万港元，作为《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项目

启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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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

( 注释及白话语译，简称《大藏选译》)

一、缘起

为整理数量庞大的佛教文献遗产，便利各界人士学习研究，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慈

氏学会 (香港) 导师王联章先生发起《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版本校勘、注释及白话语

译，简称《大藏选译》) 专案。

《大藏选译》项目，计划组织一批佛学及语文专家，拣择汉传佛教文化最有价值的经

论，对照各种汉文版本之三藏教典，善加校勘抉择，整理出版本完善的佛典；同时翻译汉

文以外的重要佛学著述，收录入册；每部文献由专人撰写题解，介绍其作者、译者、历史

背景、版本、思想等，注释内文的艰深字词与佛学名相，并提供现代语译。

编纂完成之教材先将上载专供慈宗学人研修的内联网，经学人研习修定后，再于互联

网上免费公开，接受各方改正意见后，印刷出版成书，方便海内外佛教高等院校、佛学团

体教学研究，利益芸芸学子及普罗大众。书成后，希望再邀约海内外学界精英，编纂英译

版，以飨世人。

此规模浩大的计划经过前数年的深入讨论和调硏后，第一阶段将于二○一八年四月正

式启动，预计需时十年，其余部分亦随即开展，完成后必将对世界汉语系佛教文化发展有

所裨益。

历代译经水准参差，《大藏选译》取材将以唐代严谨译家如玄奘三藏者所译经论为主。

另现在社会上流行有部分教界人士鼓吹个人阅藏计划，但无师承导读指引，易生鲁鱼

亥矢，望文生义，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之流弊。《大藏选译》编制流通后，使文字有根据，

学习有津梁，功德不可思量。

二、筹款

本项目光第一阶段就需时十年，需聘用特约专职人员具体操办及予译注者稿酬，所需

经费，定必庞大，除王导师伉俪独力出资外，尚需发心护持正法人士，同种福田，故慈氏

文教基金拟将“2016 年慈宗青年文化节 ─ 书画展”，部分参展作家捐出展品拨供义卖

筹款之用，同时亦更欢迎直接捐款者，希望有志之士，共襄善举，同结胜缘。

不论是透过书画义卖还是直接捐助，名目仍分五级赞助人如下：

01. 紫金莲花赞助人 100,000 港元

02. 翠玉莲花赞助人 50,000 港元

03. 红宝莲花赞助人 30,000 港元

04. 黄金莲花赞助人 10,000 港元

05. 银白莲花赞助人 5,000 港元

功德芳名将上载《大藏选译》网页及刊在印刷成书的每册书后，及 2023 年《慈宗双

论坛特刊》内，以申回向，以昭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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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莲花代表现生：

一、清净庄严

二、受人爱敬

三、福慧增上

四、喜乐无量

五、来世随愿往生

诸佛净土 莲花化生

植诸善种 成就未来

华藏庄严 报身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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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加途中善思惟论坛育才励有为

大藏选译意深远法门义学不可遗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and Youth Forum,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roclaimed to hold Juvenile Forum to train up writing and story telling abilities of even younger
kids for Maitreya Studies and Mahayana Buddhism in future.

培养慈宗青年学人撰写能力三十句初稿

01. 朋友圈报道内地义学论坛新发展

02. 不光专家学者和出家僧侣来参会

03. 商业银行零售金融部员工也发表

04.《维摩诘经》“佛陀观”为题论文

05. 非学界身份发表佛学论文应鼓励

06. 金融界卧虎藏龙跨界精英人才多

07. 古德经论注疏实乃优秀义学论文

08. 经论卷帙多范围广能注疏不寻常

09. 或部分纯注释或部分发挥一家言

10. 同经论不同重点同注疏含多论义

11.《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意深远

12. 培养青年学人文字解说力成首要

13. 慈宗青年论坛将参考明年征文赛

14. 题目更简单如“慈悲”或“玄奘”两字

15. 欢迎自由参加不限特邀者/在读生

16. 议论叙述文经论现代语译应皆可

17. 考虑增设慈宗少年论坛写讲故事

18. 设立筛选制度不同名次不同奖金

19. 让青少年皆可参加发挥空间倍增

20. 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减少特邀人数

21. 重质不重量应邀不逾二十位撰文

22. 稿酬和发表费应予提高征求佳作

23. 设优异论文特别奖激励用心学者

24. 过去仿 IABS 国际佛学会议筹备

25. 年半两年前已邀约佛学家来参加

26. 惜现今华人学者太忙会议特别多

27. 佛学会议多不要求认真撰写论文

28. 影响学者参加慈宗论坛意愿机会

29. 应不重名气重吸纳优秀青年学人

30. 优酬邀约准时交论文方可邀来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