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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的生命觀 

玅境長老 講述 

 
「緣起的生命觀」，這個題目不是我想的，我不知道哪位居士想的題目，這個

題目很好。我先簡單的解釋「緣起」兩個字的意義。「緣起」，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眾

多的關係現起的；現在主要是說，我們人的生命也是緣起的。這樣的話，它的中心

點表示什麼呢？表示你自己來決定這件事，表示這個意思。  

「自己決定」這件事，這句話再解釋一下。人的生命，人與人之間不一樣，當

然很明顯的會看出來，有貧富貴賤的不同，有的人智慧很高，有的人智慧不是那麼

高，就比較淺薄了一點，各式各樣的差別很多很多，我看多數人對於自己的生命都

不滿意。現在我們的佛陀告訴我們，你的生命你自己創造的，你現在不滿意，你重

新創造，「緣起」就是這樣意思。我現在不如你，我的智慧不如你，我的能力不如

你，我的相貌不如你，我的很多很多不如你，但是我將來能趕上、能趕上來，我能

追上來，我重新創造，這個緣起——佛說緣起的生命觀是這樣意思。這樣說呢，每

一個人對於自己現在不如意，但是你不用氣餒，你還是有希望的，你將來會更好更

好，就是這樣意思。  

我小時候，我沒有受過現代的教育，我是在鄉村裡面那個私塾，讀過私塾，那

個老學究教我們讀四書、讀這《古文觀止》，我小時候讀過，但是後來沒有再溫習，

有的記住、有的記不住。我想起來有一句話，孔夫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

聞義不能徙，是吾憂也。」我小時候讀《四書》，這老先生還給我講過，我不懂；「子

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他講老半天我也不懂怎麼回事。但是出家以後回想，

對於孔夫子有恭敬心，孔夫子有智慧！我剛才說，孔夫子的生命觀也是很好，「德

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是吾憂也」，我感覺這話說得非常好。就是一個

人他不重視他的品德，也不多學習，「聞義不能徙」，聽說一個人品德很高，而不能

夠向他學習，我不能向一個……見賢思齊，我不能向他學習，我不能夠改變我自己、

改善我的思想行為，「是吾憂也」，孔夫子說這個話。  

那麼孔夫子他的生命觀，就是重視道德，這就是很好的一個生命觀。但是佛法

又有所不同，和他的說法又有所不同，但是也贊成這樣的觀點。人是應該尊重道德，

應該是這樣才是對的。年輕人，小孩子也可能還不懂事；人漸漸年紀大了、社會經

驗多了，你再重新的反省，你會同意孔夫子的觀點。當然這話是我說的，也可能你

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現在回頭來，還是說佛法的生命觀。佛法的生命觀，當然也是非常微細的，

大概的說就是兩類，兩類的緣起的生命觀：第一類就是，用佛法的話就是無明的生

命，無明的緣起所造成的生命，這是一類。第二類，那就不是無明，而是智慧所造

成的生命，這是又一類。我們現在先介紹無明的生命，無明緣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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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這句話，或者再淺顯的說，就是無知。無知，不是說這個人無知無識，

不是這個意思。就是他不認識真理，對於真理他不明白，他的思想可能很廣博，知

道的事情很多、能力也很強，也可能是這樣子。那麼為什麼說他是無知呢？就是他

對於佛法所說的真理一無所知，他不明白。那麼他的思想和行為，就是他歡喜這件

事他就這樣做，他不能用智慧來觀察這件事；這件事不可以做，他不能這樣子觀察，

所以叫做無知。  

「無知」這句話，究竟應該怎麼講呢？我們剛才說這個緣起，也就是……，「緣

起」在佛法上說就是真理，你不明白緣起的真理就叫做無知。按佛法的道理來說，

我們的生命是緣起，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沒有一樣事不是緣起，都是緣起的。都是緣

起的，就可以說是有兩個結論（兩件事）：一個事情，只要是緣起的，這件事就沒

有決定性，沒有決定性的。沒有決定性，佛法給它的話來批評它，它就是虛妄的，

它就是空的、畢竟空的。「沒有決定性」，這句話就是有兩個結論：一個是虛妄，一

個是畢竟空，是這樣。所以我們不明白緣起、不明白真理，就是不明白是虛妄的、

不明白是畢竟空的，這就叫做無知。  

這樣說「無知」，我看，當然非佛教徒可能是不同意了。只要是你沒能夠學習

佛法，你都是在這個範圍內的，你不知道世間上都是虛妄的，不知道它們都是畢竟

空的，都是在無知的範圍，也都是無明。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行為都是由無知發動

出來的，所以你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無明的緣起的生命了。這樣的生命，當然在佛法

上來說是應該改造、應該改變它，才是可以的。如果不改造，你在這樣的情況下生

活下去是很苦惱的，是苦惱的事情。  

我剛才說，無明或者說無知，究竟無明、無知是什麼東西呢？實在就是我們的

心，我們這一念了別性的心，我們見色聞聲、分別是非，你做一切的事情，這個明

了性，就是這個心，它是無明，它就是無知。不是地水火風那個無情物叫無知，不

是那個，是指我們這一念心叫做無明，叫做無知。因為你的思想上的活動，是由無

明發動的，所以你說出來的語言、你發出來的行動，都有無明的力量，就是都是錯

誤的成分。由你的思想發出來的行動，最後的結果也都是不會令你太滿意的。  

在我們做事情沒有成功的人（我希望成功，但是你還沒有成功的人），你總認

為成功的那個人是快樂的，你還在羨慕他；但是你成功了以後你才知道，成功的境

界也不是快樂的，還不是很快樂。明白一點說，我們羨慕世間上的榮華富貴，榮華

富貴令人快樂，但是榮華富貴的人還不如我們不榮華富貴的人快樂。第一個現象，

他的恐怖心比我們一般人強，他害怕，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如我們自在，我們要出去

就出去、要回來就回來；事業成功的人不是，他若一動，心裡面有很多的顧慮，就

是有很多的恐怖。從這件事看出來，我們認為那件事很快樂，那件事不是很快樂，

很苦惱。  

宋朝宋太祖趙匡胤，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以前做節度使的時候我能睡著覺，

我做了皇帝以後睡不著覺。」說：「你怕什麼呢？」說是：「我怕我把別人推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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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人要推倒我，我就怕這件事。」其實也是很明顯的一件事，是這樣子嘛，事

實就是這樣子嘛！就算是沒有人推倒，有的時候你自己倒了。其實還應該兩個害

怕：一個怕自己倒了，一個是怕別人推倒了。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如意呢？當

然，世間上的智者會想出來種種的方法來預防這件事、防止這件事，可是在佛法裡

面說，是不可預防的，終究有一天非垮不可。  

頭些日子我曾經說過一件事，漢高祖劉邦，他不在，呂后當時在，把韓信殺死

了以後，漢高祖回來了的時候，當然就是這件事他的周圍的人報告他。他們當然是

開了一個會，那麼劉邦說出一句話：「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其實不可能

的事情，你說做皇帝永久是姓劉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你有能力控制的時

候，大家都尊重你、聽你的，你的能力一差立刻就會變了，怎麼能夠永久姓劉呢？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世間上的這些有智慧的人、有權力的人，想辦法永久保持住自己的榮華富

貴，想出來種種的辦法，那是徒勞的，是不可能是真實有效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你這個無明若不去掉，永久是這樣子，什麼事情都是不決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決

定的，隨時會變。你感覺到很安穩，其實隨時會變的，不決定的。所以無明的、無

知的緣起的生命觀不是個好事情，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我講一個小小的故事：佛在世的時候，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舍衛國王

就是波斯匿王，波斯匿王這個人當時也是很強的，很強，他的國力也是很強大的，

很多的事情也可能是很滿意，但是有一件事心裡很苦惱，他有一件事很苦惱，什麼

事情呢？他有一個女兒，就是末利夫人（他的皇后），是末利夫人所生的這個女兒

非常的醜陋，她的皮膚像魚的鱗那樣子，頭髮也特別粗，反正這個相貌非常的醜陋，

音聲也是很難聽，就是令人看見了心裡很不舒服、很不歡喜，但是因為是末利夫人

所生的，也養在皇宮裡面。漸漸漸漸長大了，那麼這件事怎麼安排這件事呢？他想

出個主意來。他就派他的部下去找一個人來，找什麼樣人呢？就是原來是富貴家的

孩子，但是現在沒落了，這樣的孩子，這樣的一個人，找這樣的人來。那麼他的臣

下當然就是奉命去找這種人來，當然不是很久也就找到這麼一個男人來。  

然後波斯匿王就領他到一個……單獨兩個人見面，到一個房子裡面去同他說：

「我和你商議一件事，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就是我有一個女兒非常的醜陋，現在想

要給你做妻，你同意不同意？」這個人……這是國王向他說。「大王！你送給我一

條狗我都得要，何況是你的女兒呢？」那麼就同意了。波斯匿王當然是給他造了一

個……找一個地方給他做一個別墅，很多很多的房子，給他很多的鎖匙，告訴他：

「你把你的太太藏在裡面，不可以給人見到，要把門鎖、一道一道門都鎖起來，不

准她出來。」然後給他一個官做，也稱之為大臣（不知道做什麼事）。這件事安排

好了，當然波斯匿王算是放下一件心事，心裡面舒服了一點。  

當然他這個女婿，現在也是富貴的人了；他原來是貧苦的人，現在變成富貴的

人了，心情應該是不錯吧！古代的社會也應該和現在，大體上說可能也有很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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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就是時常有集會，就是要去參加。他算是富貴的人，當然富貴人與富貴人

是朋友，也常常有集會的事情。一次集會、兩次集會，都沒有什麼分別，但是常常

集會的時候就心裡面有分別了，說是：「那個人、那個人都帶太太來，他老一直的

也沒有帶他太太來，怎麼回事情啊？」那麼大家就議論，最後議論出來一個結論：

不是他太太太美、就是太醜，不能給人看見，一定是這樣子的。說：「那怎麼辦法

能看見他太太呢？」後來想出個辦法來：我們請他吃飯，把他灌醉了的時候，搜查

他身體的鑰匙、拿到，然後就到他家去看就可以看到。當然，這樣做也很容易這個

計畫就做好了。這先不提，提他這個太太。  

他這個妻，常常的關在房子裡邊這個味道……也不是味道，心裡面也不舒服。

波斯匿王是很誠懇的佛教徒，這個女孩子的母親末利夫人也是誠懇的佛教徒，當然

有的時候請佛到皇宮裡面去吃飯、聽佛說法這些事情，不知道波斯匿王這個女兒是

怎麼個情形，但是也知道釋迦牟尼佛說法的事情。她也是，沒有別的辦法嘛！這時

候，「唉呀！我常在房子裡面都不見到太陽」，心裡面感覺到很苦惱。那麼這一天忍

不住了，就念本師釋迦牟尼佛，就哀求釋迦牟尼佛來救苦救難，就這樣事情。  

她這麼求的時候，她在房子裡面這樣求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就從地下面頭就露

出來，就出來，她一看見佛的頭髮，看見佛的眼、耳、鼻，看見佛的面貌，生大歡

喜。她這一歡喜，她的頭髮、眉毛、眼睛、鼻子、耳朵、面目完全就變了，就變成

很莊嚴的。然後她繼續再念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慢慢的從地底下身體就全面

的出來了，而她的身體也就全面的完全改變了。改變了，就聽佛說法，佛為她講解

佛法的道理她得初果須陀洹，得了聖道了，然後釋迦牟尼佛就走了，就不見了。  

這個時候，打她主意這個人、想要來看她這個人拿到匙了，就一道門一道門開

開就進來了，進來就看見了，「哎呀！這麼美啊！」然後把門又鎖起來，就走了。

走了的時候，這個人酒還沒有醒，就把這個匙又放到他身上了。等到酒醒了以後，

他就回家來，一道門一道門開開了以後一看，說是：「妳是誰啊？妳從哪裡來啊？」

說：「我是你的太太啊！」說是：「妳以前不是這樣子啊！」她如此如此的一說，「啊！

原來是這樣子。」  

這時候他的太太要求要去拜見波斯匿王，說：「好！」那麼她的丈夫就先去報

告波斯匿王，說是：「你女兒想要來拜見你。」波斯匿王說：「不要，不要，不要來，

不要來。」說：「現在你女兒變了，因為念本師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的神通加

被，她完全改變了，像天女似的。」說：「那好好好，趕快來，趕快來。」那麼就

把她接來了。接來了，波斯匿王看見了非常的歡喜，然後一同去拜見釋迦牟尼佛，

就請問佛是怎麼回事情。為什麼她能生在帝王家，但是相貌這麼醜陋，是怎麼回事

情啊？現在忽然間又變得這麼樣的美呢？  

佛說：在久遠久遠以前有一個大富長者，這個時候天旱，天老爺不下雨──舊

時代是這樣說法，天老爺不下雨──很多人很多人生活困難。但是這個時候有個辟

支佛，辟支佛是個聖人，就是到這個大富長者家來乞食，這時候大富長者就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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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供養這個辟支佛，但是這件事由他的女兒來執行。就是這個大富長者有個女

兒，給他盛飯、盛菜，來供養辟支佛。但是這個辟支佛的相貌非常醜陋，這個女孩

子就罵這個辟支佛：「你怎麼這麼難看，令人憎。」說了很多很多毀辱他的話。當

然辟支佛是聖人，他是不動心的，「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他能無住，

心情不住一切法，她怎麼毀辱，他心裡也不受影響。  

因為天旱，大家生活困難，這個大富長者他有很多的糧食，也和其他的一切人

結緣，把他的糧食布施很多人。這個辟支佛就是長時期的在他家裡邊乞食，每一次

都由這個女孩子來做這件事。這位辟支佛到臨命終的時候，也是到他家來乞食，但

是現出來種種的神通變化，這個女孩子一看見這個辟支佛有這樣的不可思議境界，

就生恐怖心、生恭敬心、生懺悔心：「唉呀！我以前常常說些毀辱你的話，我害怕

了，我向你懺悔，我再也不敢這樣了。」也是發了很多的願。那麼這個辟支佛入了

涅槃。  

那麼釋迦牟尼佛講了這個故事以後就說：「那個女孩子，常常罵辟支佛的這個

女孩子就是現在你的女孩子。因為她以前毀辱辟支佛，所以她世世的相貌都是醜陋

的；但是總是生在富貴人家，因為她供養辟支佛，做了這件事。今天，她能念佛、

懺悔，而相貌改變，就是因為她懺悔了，她向辟支佛懺悔了，所以她那個業報到此

為止。」什麼都不是永久的，到此為止，所以相貌會轉變過來。因為妳供養辟支佛，

也是大福德境界，所以相貌會轉變過來。釋迦牟尼佛沒有說「我的神通使令她相貌

莊嚴」，那個經上沒有說這句話，只是說她懺悔，也是她那個業報到此為止了，所

以就轉變了。  

我們從這個故事上看，就會明白一件事，就是她的相貌醜陋，是她自己創造的；

因為妳毀辱辟支佛，這個罪業使令妳相貌醜陋。妳生在富貴人家呢，因為妳供養辟

支佛，所以妳能生在富貴的人家。富貴也是妳自己創造的，妳的相貌醜陋也是妳自

己創造的。但是這件事呢，佛法說一切事情都是無常的，不是永久不變的，不是固

定的，所以可以轉變；你若懺悔，你就可以轉變。  

那麼這件事就看出來，這是無明的緣起。由於你的無明的行動，有無明發動出

來的語言毀辱辟支佛，你創造了這樣的業力，由這樣的業力創造你的生命，就是這

個醜陋的生命，這也就是緣起的生命，緣起的生命是這樣子。  

當然這是一個，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很突出的一件事。我們一般的，不是特

別美妙，可也不是特別醜陋，大家都差不多，不感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若特

別醜陋，我們就可能「為什麼會這樣子呢？」那麼就會追究這件事。那麼在佛法的

觀點來看，由於他的無知，由於他的無明，創造出來的業力得這樣的果報，佛陀這

樣開示這件事。那麼我們可以注意，觀察這件事，你若相信生命是緣起的，你應該

避免這件事。  

當然剛才說這個故事只是惡口，在十不善業裡邊是屬於惡口。十善業是：不殺

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不貪欲、不瞋恚、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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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邪見；剛才這個故事只是說這個「不惡口」，其他的那九種都不是好事情。如果

你常常的殺生、偷盜，做種種的這些不道德的事情，將來你的生命就是醜陋的了，

就是不端正，就是苦惱的境界。十善法、十不善法，他這樣的業力所創造出來的結

果是不一樣的，是這樣意思。所以我們若是學習佛法的時候，你能夠知道這件事：

我現在很多的地方我很醜陋，我的智慧，也沒有智慧；不要緊，你可以重新創造你

的生命，能夠更好更好，能達到聖人的境界當然是更好。那麼這就是無明緣起的生

命觀。  

但是無明緣起的生命觀，我們剛才說，舉這個例子是不善法，不善法造成的結

果是這樣子。孔夫子還是重視道德，按佛法來說就是善業。這個善業的生命，那就

是我們不要偷盜，不要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這些事情，我們若能這樣做，

我們將來的生命就是好一點。  

這個不殺生，就是你不要傷害生命，譬如說去釣魚、去打獵，這都不是好事。

如果你不殺生，你將來的生命就是壽命長，你的壽命會長，而且身體健康；你若殺

生，壽命短，壽命短而還多病，會有很多的病痛。殺生這件事如果是嚴重了的話，

當然還是要到三惡道去的，到地獄、餓鬼、畜生去，那又是一種生命，當然是更苦

了。若是從三惡道裡出來，回到人間來，多病短命，還會有這種餘報，剩餘的勢力

得的果報。我看那個人壽命長、身體又健康，他很少去看醫生，那是他放生、慈悲

心的結果，他有點慈悲心，他不願意殺生，不願意殺生的關係。所以這個不殺生。 

這個偷盜，如果你偷盜的罪過非常嚴重的話，比如那個人生活困難，僅有一點

生命的資糧叫你偷去了，他生命立刻有問題，那麼你的罪過大，也可能要到三惡道

去。三惡道回到人間的時候，你的生活困難，會生活困難，生活不是那麼豐富。就

算是你有很多財富，但是沒有自在力，就是你想要用這個錢，要申請別人同意你才

能用。若是有偷盜的餘報，你就是有其他的……。當然偷盜也可能這個人還做過功

德，但是他也有偷盜的過失，如果這兩種業力同時成熟的話，你布施過嘛，所以你

可能有很多財富，但是你這個「盜」的餘業使令你財富不自在，要用的時候要取得

另一個人的同意，你才可以用，還有這種事情。你財富不自在，而且你這個財富容

易失掉。  

另外還有一件事，譬如說我們說是天老不下雨，我們種的穀，在地裡面種上穀，

老不下雨，當然說我們有蓄水池我們可以澆水，若是長期的不下雨，蓄水池的水也

沒有了。冬天下雪很多，也可以變成水，但是冬天連雪也沒有了，那麼你就水會少。

為什麼有這種事情？在《瑜伽師地論》裡面說，就是偷盜的餘報。你偷取別人的財

富，將來你會得到這樣的果報，就是天旱，不下雨，使令大家的生活困難，這就是

偷盜不是好事情。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邪淫也是很大的問題。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不妄語。妄語，剛才說不說謊話；不說離間語，就是不兩舌；你不要說暴惡的語言，

不要罵人；不說這個汙穢的語言，你的語業清淨。如果你若常常的不在意，說謊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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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一回事，將來會有很多很多的過失。你說謊話，常常說謊話，你沒有朋友，你

知道喔！你說真實語，你感覺我好像有損失，我說了真實話有損失，但是你有朋友，

別人：哎呀！這個人說真實話，信得及，可以相信。所以我們應該若是學習佛法，

通達緣起的道理，我們要檢查自己的身口意，三業清淨，修學十善法。  

剛才說過，你的遭遇、你的生命是你自己創造的，佛教是不承認另外有一個大

有力量的給你一個生命、給你富貴、給你貧賤，不是！佛教是你自己的力量，你自

己取得的。所以我們應該不要做這些十惡法、十不善法，不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若能修學十善法，我們的生活都很好。你又長命，你若不偷盜，不殺生是

長命，不偷盜就是富貴。你的眷屬、夫妻、父母你都能很滿意的，你父母對你也好，

你對你父母也好；你對你太太好，你太太對你也好，一切都是如意的，一切都是滿

意的。如果說是你對你太太不滿意，你太太對你不滿意，當然這是一個智慧的問題，

可能也與過去生的業力也有關係。過去生的業力和現在的智慧，這兩件事來決定你

的感覺，你感覺好、你感覺不好。所以應該修學五戒十善，來創造自己滿意的生命。 

當然雖然是滿意，在人世間滿意，很難完全滿意。就是一個人他的思想發出來

的語言，寫文章也在內，他內心的思想，他發出來的語言、他的行動，完全都是良

善的？恐怕未必，有的時候會有些過失，因為你內心裡面有煩惱。你說你有智慧能

控制自己內心的煩惱，有的時候你控制不住，有的時候你不能自主的就會做錯誤事

情，有時候自主的做一些好事，有時候也會做錯事。所以你將來得果報的時候，有

時候如意，有時候不如意，人就是這樣子。連孔夫子也不都是完全滿意的，有的時

候「在陳絕糧」，多少天沒有飯吃啊！這就是這個世界上很難有人完全滿意的，很

難這樣子。所以只要是屬於「無明」，我們說善法，這裡面還是有無明的成分的，

也不是完全清淨的。  

但是另外有一種，就是修學禪定，不一定是佛教徒，非佛教徒他也可以修學禪

定，修學禪定也可能生到色界天、生到無色界天去，到天上去。到天上去，當然我

們人間的人對天上的事情我們不知道，我們肉眼看不見。如果你讀到這樣的書，可

能會知道這一件事，但是也可能會相信、也可能不相信，是這樣的。但是我聽說，

我聽一個法師到印度去，就是遇見一位印度的……我看那是印度教的一個修行人，

去同他見面的時候，這個人就是他這個手就在空裡面這麼一晃，手裡就出個念珠，

就這麼一掃就出個念珠就送給你，就是有這種事情。  

另外，也有印度那個修行人到好像是英國，在倫敦什麼地方，就是注意婆羅門

教、印度教的修行人的事情。就是把這個人，把這個修行人，這個人要入定了，把

這個地下挖一個洞，把這個人就放在洞裡頭然後埋起來。埋了七天，或者是埋了多

少天，然後再把他取出來。取出來的時候，這身體是柔軟的，但是這個呼吸不明顯，

不明顯有呼吸。別的人認為這是死掉了，但是他共同修行的人用手來按摩他的身

體，感覺他還沒有死，就是慢慢的、慢慢的這個人就活過來了。這件事呢，我這麼

想，這件事最低限度應該有色界四禪的功夫。色界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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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時候，這個禪定的功夫達到色界四禪的時候就是沒有出入息了，所以埋在地下

七天，或者是更多的天，對於他的生命沒有影響。如果是初禪、二禪、三禪還要呼

吸的，可能你要這樣子可能對他有影響。  

那麼這個表示什麼意思呢？真實有這件事！就是你若用功修學禪定，真是能達

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功夫。你若達到這樣的功夫，一下子就出一塊黃金，

黃金送給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要什麼，他心裡面想什麼，就來了，就是有這個

能力的。因為這個禪定，若達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的功夫，我們知道，我們

本師釋迦牟尼佛在色界四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論上也讚歎修行人想要得聖

道，在第四禪裡面修四念處特別的殊勝。譬如說辟支佛他能得辟支佛道，也是在第

四禪裡面修成就的；也有的阿羅漢在第四禪裡得阿羅漢道，得阿羅漢道他這個人的

境界就高，他的神通也是大。若是未到地定，未到地定沒有神通了，這個「定」還

有影響的。  

所以我剛才說是把這個修行人，當然這個不是佛教徒，這是印度的婆羅門教的

人，就是印度教的人，他們修學禪定達到這個程度。所以英國倫敦有興趣的這些學

者來試驗這個人，把他埋在地裡頭，過了多少天這個人不死還能活過來。那麼就看

出來，符合我們佛法裡面說的這個色界四禪是沒有呼吸的，呼吸停下來，有這件事。 

這樣說呢，佛法裡面說和外道裡面說，有色界四禪這件事是真實不虛，不是說

謊話，是真有這件事。這種人當然多數是在深山裡面住，他不願意到城市裡面來住。

這種人他們世間上的生活所需的衣食住的事情非常的低，需要的很少。他在深山裡

面，我們感覺到深山特別冷，他沒有這回事，他心情很快樂，他很自在的。就是他

的心理有變化，生理也隨變化，但是他還是人間的生命、身體，還是父母所生的身

體，所以他還不能完全的不需要衣食住，不可以。若是他這個生命在人間的時間到

了，壽命到了死了的話，生到色界天去，那就不需要人間的事情，通通不需要了，

也不需要吃飯。  

我們人間的人，像欲界天上的人還要飲食，你吃的東西可能彼此有點不同，總

是要吃東西。到色界天以上的人，不需要這些東西，不需要吃飯，他就入定就可以

了。他的生活所需完全和人間的人不同，他那個身體也不像我們人間的人是這樣的

身體。色界天上的人的身體是大光明的境界，你若看見他，假設你能看見他，就是

一片光明，這麼一個身體。不過初禪和二禪還有點不同，雖然都是光明，可是有點

不同。他們的身體也不老、也不病，而且有種種的神通境界，壽命是很長很長的，

但終究有一天還是要死，他不能永久存在。死了以後，也可能來到欲界天，也可能

來到我們地面上做人，也可能跑到三惡道去了。所以色界天上，你得到了四禪，你

費了千辛萬苦成就了，結果無常了以後，死掉了以後，就是等於零了，還要重新來。

可能來到人間，跑到地獄去，還是照樣的因果輪迴的這件事，所以也不是一個非常

理想的事情。  

這樣說，要怎麼樣才能夠使令我們滿意的一個生命呢？我們怎麼樣創造一個滿



 9 

意的生命呢？那就是要去掉「無明」這件事，把無明要去掉，然後你創造出來的生

命就是滿意的了。你永久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你對這件事是有自在力，你自

己來決定，我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如果你的這個「無明」你沒能夠消滅它，你沒

有自在力，到時候就是結束了，你無可奈何，你還要重新來。  

不過從色界天、從無色界天的那個人死掉了，來到我們欲界，這個人欲特別輕，

和我們人間的人不一樣。雖然他也和我們長得差不多，但是他的欲心輕，他可以沒

有男女的欲，其他的世間上的事情也淡薄，其他這個名利的事情也淡薄。就是他以

前成就這個禪定的剩餘的力量，所以對人世間一切事情是淡薄的。若是我們前生是

欲界天的人，死掉了以後來到人間，這個人欲心是特別重的，從三惡道來的人是更

厲害。三惡道也不是永久在三惡道，他也會死掉了以後有可能就來到人間了，來到

人間做人了，做人的時候煩惱特別重，而且瞋心特別大。從天上來的人，瞋心不大。

欲界天上的人來到人間，貪欲心很重，但是瞋心不太大。若是從色界天、無色界天

來到人間的人，貪心也不大，瞋心也不大，但是愚癡心還是有，就是不明白真理，

還是不明白。  

但是我們來看，用我們有貪瞋的……貪欲心很重、煩惱瞋心很大的人來看，這

個人境界很高尚。因為他很淡薄，世界上的事情與人無爭，好像不需要修行，他心

情就是很淡薄的，煩惱很輕微、很輕微，他沒有什麼欲，生活所需有多少就過得去

了。但是這個人看上去很高貴，從色界天、無色界天來的人，因為他有以前的那種

剩餘的那個「定」的力量，還有剩餘多少，我們看上去這個人很高尚，會生出來恭

敬心。他若是死掉了以後，又來到人間，慢慢、慢慢就和我們一樣了，他這個煩惱

就都來了，都恢復到原來的人的境界了。所以就是不是那麼樣的理想，只要是你有

這無明的存在，你這個生命都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他修學聖道、得無上菩提，大慈大悲，還為我們開

示佛法，叫我們要去掉這個無明。去掉這個無明，我們在四念處裡面「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就是去掉這個無明。你要知道、要明白緣起的道理，緣起的道理就是

一切法都是不決定的，可以變好，也可以變壞，它是虛妄的。就像天空的雲，看著

像棵大樹，一會兒又像一條魚，一會兒又沒有了，沒有忽然間又有了，老是不決定，

世間上一切法也都是這樣子。一切有為法如雲，都是不決定，都是虛妄的，看上去

令人歡喜；你真實成就那件事，你心裡不歡喜，反倒又引起其他的問題，所以都是

虛妄的。  

觀察它是畢竟空的，你能有這樣的智慧，就是把這無明取消了。你用這樣的智

慧發動出來的生命，令你完全滿意了，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沒有，是這樣子。但是

這樣的生命，就是要得到阿羅漢、得到辟支佛、成就無上菩提，才成就了這樣的生

命觀的。這樣的生命是要經過一個時期，經過應該說是長時期，長時期的學習佛法，

你要通達了什麼是佛法，而還要專精思惟、還要修學禪定，在禪定裡面來修四念處

觀，你成功了，也就是你這個生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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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說過一件事，有人問我，提出個問題讓我回答。問我什麼問題呢？說是

經上說這個阿羅漢，就是佛也是這樣子，臨命終的時候要現種種的神通境界，很多

很多不可思議的變化的境界，臨終的時候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問我，提出來問我這

個問題。阿羅漢，當然沒得到四禪八定、沒得到滅盡定的阿羅漢是沒有神通的，現

在指有神通的阿羅漢來說。這個神通的阿羅漢他臨命終的時候，也可能有病，也可

能有很重的病，也是各式各樣的，但是臨命終的時候現出種種神通，那是什麼意思？

問我。  

我回答，因為我沒有看見有人解釋這件事，我就按照我個人的分別心去解釋這

件事。就是假設這位阿羅漢是病痛很嚴重，這個身體壞了，老病死、這個身體壞了，

那麼這個阿羅漢他自己想：我這個身體壞了，但是我修行這麼多年，成就的聖道是

不是也壞了？那麼怎麼知道這件事呢？試驗一下，他就入定然後現神通，現神通，

結果聖道不受影響。我這個身體老病死，就是這樣結束了，但是我修學的戒定慧不

受影響。因為我生存的時候可以神通變化，我臨命終的時候身體已經壞了，但是現

神通還是照常，一點也不受影響，那麼就知道這個聖道是不壞的，是不壞。那麼這

個聖道不壞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沒有這無明，沒有這無明的煩惱，沒有這些事情，

所以會有這樣事情。  

這樣子呢，在佛法裡面說，譬如這個阿羅漢他這個身體，父母所生這個身體，

這個色受想行識這個有漏的結束了，他成就的無漏的色受想行識繼續存在，繼續存

在有這件事。當然這件事，這是一個不是隨便可以說這句話的，這是要有根據，是

在律上，我們出家人的戒律上有提到這件事。  

《雜阿含經》有說到這件事，說到舍利弗尊者入涅槃的這件事。就是他的弟子

純陀，也叫均提；也翻個均提，也翻個純陀。舍利弗尊者好像也是有病，有病的時

候也是大小便失禁，也有這種現象，釋提桓因來給他打理這個事情，來打理清潔的

事情，打理這些事情。後來他臨命終的時候，現出種種神通變化，然後就入滅了。

入滅以後，他的衣缽，他這個三衣和缽沒有火化，由他的弟子均提拿著，拿著他的

三衣和缽就到佛陀這來，到佛這裡來。到佛這裡來，先去拜見阿難尊者，阿難尊者

聽說了很悲痛，就是帶領這個均提來見佛。  

見佛的時候，佛看見阿難很悲痛，佛就問他：「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佛

法的話說是「舍利弗尊者入涅槃」這句話，如果說是用我們凡夫的語言來說，就是

舍利弗尊者死了，應該是這麼說──說是：「他這個身體是滅了、是壞了，但是他

的無漏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也入涅槃了嗎？也死了嗎？」說：「不也！

世尊！」阿難尊者說是沒有，沒有。那這就表示他無漏的戒、定、慧、解脫、解脫

知見，就是他的法身還在。這個定和慧是心所法，有心所法就有心王，就是有心王，

就是有心、有心所法。有心、有心所法，就是有心法，有心法就是有色法，就是它

還要有一個有形像的身體。當然是無漏的地水火風，我們的身體是有漏的地水火

風，無漏的地水火風加上無漏的心、心所法，無漏的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那



 11 

麼就是舍利弗尊者的法身。  

我們這個身體是個果報，我們前生可能做了一點好事，所以得到人的果報，當

然這是有漏的，不是一個很好的東西。那麼舍利弗尊者他應該說，久遠以來在佛法

裡面栽培無漏的善根，今生遇見釋迦牟尼佛修學聖道，得阿羅漢，那麼這無漏的法

身成就了。無漏的法身成就的時候，當然在入涅槃的時候，這個有漏的身體結束了，

剩下來就是純是清淨的無漏的法身，我們肉眼所不能見了，所不能見的。  

當然這件事在《阿含經》裡面是這麼說，在律裡面也這麼說。但是在《大毘婆

沙論》上的解釋，《大毘婆沙論》說阿羅漢入涅槃就是滅了，這個無漏的法身的存

在這件事就不提了，不提這件事。但是《阿含經》說這件事，這是《雜阿含經》，《四

阿含》裡面還是很重要的《阿含經》，說這件事的時候，對於大乘佛教影響非常大。

因為大乘佛教裡面說，阿羅漢有意生身、也有法身，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也有法身，

佛也有法身，當然佛的法身是最圓滿。這一部分的佛法，小乘佛教學者不說這件事，

不提這件事，所以對大乘佛教有的時候會說一些不恭敬的話。但是大乘佛教這樣的

說法，實在在《阿含經》裡面有說這件事，有說這件事。  

這樣子說呢，世間上，我們讀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也感覺到有一段文

和現在這些有的大德所提倡的佛法的說法有衝突，有什麼衝突？我現在好像有點離

題了，但是這件事說一說也好。就是現在的我們佛教徒，不是一般的，就是還是有

點地位的人，說大乘佛法由小乘佛法裡面流出來的，有這種說法。但是在《摩訶般

若波羅蜜經》來說，它是調過來，小乘佛法是由大乘佛法裡面流出來的，先有大乘

佛法爾後才有小乘佛法。這件事和剛才說舍利弗尊者這些阿羅漢入涅槃以後法身不

滅有直接關係，有直接關係的。那麼這個理由在哪裡呢？你有什麼理由說是小乘佛

法由大乘佛法裡面流出來，有什麼理由？我有一個理由，我有理由說出來。  

我們說今天的佛教，有南傳佛教、有北傳佛教，佛已經滅度二千五百年、多少

年，雖然滅度了，還有北傳佛教、有南傳佛教。北傳佛教，經論裡面說這是大乘佛

教，經論裡面說南傳佛教是小乘佛教，這是印度佛教本身就有這種話。那麼終究有

一天，小乘佛教也完全滅亡了，大乘佛教也完全滅亡了，這個世界就是沒有佛教了。

那麼這個世界將來有佛教，由誰來到這個世界來建立佛教？不是阿羅漢。這個經上

說，阿羅漢若是他不發無上菩提心，那他就入無餘涅槃了，入無餘涅槃以後就是永

久的休息了，他不再來人間弘揚佛法的，眾生怎麼樣苦他不管了。你求他，他生存

的時候你求他，求這個阿羅漢，他能幫你忙，也可能；他若是入涅槃以後他不管你

了，你求他，他也不睬你了，就不能成感應了。  

那麼這個世界再有佛教的時候，由誰來建立佛教？就是要大悲心的菩薩和佛才

可以，那這就是大乘，這些人來這建立、弘揚佛法——有小乘根性的人，為他說小

乘佛法；有大乘根性的人，為他說大乘佛法；你沒有出世間善根的人，為你說人天

的善法，就是這樣子來建立佛法。那麼這個人是大乘，一定是大乘，就是發無上菩

提心的大菩薩或者佛才可以。這樣就看出來，很明顯的，小乘佛法由大乘佛法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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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來，而不是由小乘流出來大乘的，很明白的是這麼回事。  

這樣說呢，我們說是這個無明的緣起的生命觀，是我們佛法應該把它改造的，

改造成為智慧的緣起的生命觀。智慧的緣起的生命觀就是分兩類：一個是阿羅漢和

辟支佛合而為一，這是一類；另外就是有大菩提心的菩薩和佛的生命，那就是緣起

的生命觀，清淨緣起的生命觀。那麼這一部分是我們佛教徒應該要努力學習的，要

學習這一樣。這樣子，我們就把那個無明的緣起的生命觀的缺點消除了，改善為清

淨、圓滿的、永久安樂自在的生命觀，變成這樣子。我們應該向這一方面來學習。 

我現在再講一個故事，我講一個阿羅漢的故事。佛在世的時候，舍衛國這個地

區，那個經上說，周圍四十里這麼大的範圍下這個雨，下這個血雨。就是紅色的水，

下這個雨是紅色的，稱之為血雨。我有一天看見報紙上也有人解釋為什麼會下這個

血雨。這件事出現了以後，當然當時政府的人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要追問：為

什麼下這種雨？那麼大家就不知道，就是去請教這些有學問的人，按今天或者是有

特異功能的人，就是請教這個人。這個人說：「這不是個好事情，就是我們這個地

區有人蟒出現，有人蟒出現這件事。」蟒蛇的蟒，但是這個蟒，不是長條那個蛇的

身體，是人的身體，但是他是個蟒，是這種人。那麼有這件事出現，就下這個血的

雨，就這樣子。  

說：「那怎麼知道這個人是人蟒呢？」說是：「國王可以下令，在這個地區內新

生的小孩都集中來，叫這小孩吐痰，如果這個小孩吐出痰，吐出來就變成火了，這

個就是人蟒。」這個異能的人士這樣講以後，那麼國王就這樣做。準備一個地方，

就把小孩都集中在這個地方，叫這些小孩吐痰、吐口水，果然有這麼一個小孩是這

樣子，他吐出這個口水變成火。那麼說這個人他不是人，看著是人，實在不是人，

他是蟒啊！不可以在人間住，人間住不得了，應該特別給他一個地方住好了，那麼

這國王就照辦了。這個人蟒他要以人為食的，拿人做他的飼料，那麼就是犯了罪、

犯了國法應該死的人都送給他，就是這樣子。  

有一次這個地區有這個獅子來，也是到處就是……大家都恐怖了，也是吃人

的，大家說怎麼辦呢？有人說叫這個人蟒去對付牠，帶這個人蟒到那裡，這口這麼

一吹氣，這個獅子就死掉了，那麼這個人蟒也把牠吃掉了，就是這樣子。最後來統

計，他吃了七萬二千人，吃掉了這麼多人。  

那麼有這麼一天，佛陀就對舍利弗尊者說：「人蟒這個人，他現在吃人很多，

這個罪過很大，你發慈悲心去救救他吧！他要死了，你去救救他。」舍利弗尊者當

然奉佛的命令，就到那兒去了。舍利弗尊者沒有說話，就是也沒有說是預先同他聯

絡，就直接去見他。見他，這個人蟒他一看這個人這麼沒有禮貌，忽然間就出現我

的跟前，他這個憤怒來了，就是吐這個毒氣要傷害舍利弗尊者。但是他吐了毒氣以

後，舍利弗尊者不受影響，連續吐了三次，舍利弗尊者不動，一點也不受影響。這

時候這個人蟒：喔！這個人不是平常人，這個人是有道德，我應該對他恭敬，生歡

喜心、生恭敬心看舍利弗尊者由足至頭、由頭至足，連續看了七遍，連續看了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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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蟒就死掉了。  

死掉了以後，那麼舍利弗尊者當然知道嘛，知道他生歡喜心、生恭敬心看了七

遍，舍利弗尊者就走了。走了，這時候很快的人就知道這個人蟒死掉了，那麼波斯

匿王就到佛這兒來請問，說是：「人蟒死掉了，他到哪兒去了呢？」佛說：「他現在

生到四王天去了。」說：「他在人間殺了這麼多人，他應該下地獄才對，怎麼可以

生到天上去呢？」佛說：「因為舍利弗尊者慈悲去救護他了。」  

所以佛法的理論，你平生、生存的時候造了很多的惡，但是你臨終的時候有正

念，還是不會墮惡道的，就會來到人間或者到天上去。如果你生存的時候，你做了

很多的功德，當然指凡夫說，你臨命終的時候有煩惱，你可能要墮落，有可能要墮

落，這個佛法是這樣說。當然這道理是說，就是你平生做了很多的功德，臨命終的

時候有惡念、有煩惱、有顚倒，顚倒的心情出現，為什麼會墮落惡道呢？就是你平

生雖然是做了善事，但是你也會做些惡事，或者前一生你做了什麼惡事，你現在臨

命終的時候，你若有惡念呢，就為你以前做的惡業作增上緣，惡業成熟就會墮落，

就會墮落的。說是我做了很多的罪，但是可能也還做多少功德，也可能這一生，也

可能前一生，臨命終的時候你有善念，這個善念為你的善業作增上緣，就會得果報。

你原來的這個罪業還是在的，你原來的善業也是在的，沒有失掉，沒有失掉的。  

那麼這時候波斯匿王問佛：「為什麼他生到四王天呢？」佛說：「舍利弗尊者慈

悲去救護他，他對阿羅漢生恭敬心、生歡喜心這樣死的，所以他生到四王天，而且

四王天死了以後會生忉利天，忉利天到夜摩天，夜摩天、兜率天，到了化樂天、他

化自在天，這欲界六天七返，七次，來回七次，然後來到人間做人，得辟支佛道。」

這就是得了獨覺。「得辟支佛道，那麼他以前造的罪呢？造的罪還是要受點果報的。

這個辟支佛在樹下入定，入定的時候有很多很多的人從那邊經過，不看見是人在那

兒坐，看見是一堆黃金在這坐，大家拿著刀來砍這個黃金。一人砍一塊黃金，一到

手是肉，不是黃金了。說是他吃了七萬二千人，現在就是受這個果報。臨入涅槃之

前，受這麼多人的刀來砍他，就這樣子把罪就消了，他就入涅槃了。」  

這件事我看出來，得阿羅漢道，這個威力有這麼大，就是這個毒不能傷害他，

這個蟒吐這個毒氣也是很厲害的，但是不能傷害他。你對他生歡喜心、生恭敬心，

使令你可以生天，而且最後得辟支佛道。這個得阿羅漢道，是我們人世間的良福田，

有這種境界，何況是大菩薩，何況是佛的境界！  

祇樹給孤獨園這個給孤獨長者，給孤獨長者是一個大富翁，但是這個人最後他

是得了初果，他的慈悲心很強，就是他的財富常是……或者用貸款的方式，就是在

廣大的地區都向他借錢，他把他的錢完全都借給人家了。他好像是窮了七次，最後

這一次是怎麼又恢復了呢？就是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摩訶迦葉尊者和佛陀到

他家去乞食，他家就剩了一餐飯，就做這一餐飯，就是他們倆個老夫妻吃完了，生

活所需這些東西通通沒有了，就窮到這麼個程度。那麼給孤獨長者到城市裡去，他

的夫人在那兒做飯，把飯做好了，那麼舍利弗尊者來乞食，拿去一碗；還有阿那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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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律也來乞食，目犍連尊者也來乞食，摩訶迦葉尊者也來乞食，他的夫人很歡喜

的把這個做好的飯……，最後佛來了，還剩僅有的那麼一點飯也送給佛了，就沒有

飯吃了。沒有飯吃，那麼給孤獨長者從城市裡回來吃飯，說是：「妳燒飯燒好了沒

有？」說：「燒好了。」「飯呢？」「飯沒有了。」「怎麼沒有了呢？」說是：「舍利

弗尊者來，你供養不供養？乃至佛來了，你供養不供養？」說：「供養。」「所以這

下子什麼也沒有了，我們沒有飯吃了。」這個給孤獨長者說：「我們在窮苦的時候，

這些大阿羅漢和佛來向我們乞食，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們到我們的倉庫去看看。」

一看，他的財富完全恢復過來了，所有的黃金這些財富通通一點也不缺少，還像以

前那麼大的財富。  

這就是經論上也說到，你去供養得滅盡定以上的這些聖人能得現報，你現在就

能得到財富，你想要得什麼就能得什麼。所以得到聖道以後，得到阿羅漢、辟支佛、

成佛，這個大威力不可思議，是非常清淨、非常圓滿的境界，而且沒有無常的這件

事，就是永久的安樂自在。  

所以這樣說，這個緣起的生命觀，在清淨的緣起的生命觀，我們這樣從經論上

的介紹，加上你自己每天有靜坐的實驗的功夫，你應該很容易生起信心。如果你不

靜坐也可能不知道，你若常常靜坐，你從經律論上的學習，你常常的靜坐，你會感

覺到佛菩薩對你有加持力，你會感覺到這件事。如果你說是「我不相信這件事」，

那就是另一回事。如果你對佛法裡面有多少信心，你肯努力，不是聽別人說，「啊！

有佛菩薩」，不是，從你自己的感受上，你知道有佛菩薩。  

所以我們佛教徒能夠拿出來多少時間學習佛法，而且能夠多多的學習靜坐，這

件事是值得的。說我做這件事，我一天能賺十萬美鈔，我這十萬美鈔我不賺，我不

要了，我學習佛法多靜坐，是值得的！當然這是我說的話，你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

是值得的！因為世間上的事情，當然我們也不能夠忽略事實，因為你若不吃飯就餓

死了，所以這個事實也不能夠完全忽略，但是過得去就好了。能夠努力地修學佛法，

這個價值好過世間的財富，比世間的財富高貴得多，高貴得非常的多，不可以算數

得知道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題目：「緣起的生命觀」，就從世間的生死輪迴的生命，到出

世間聖道的生命，我們全面的去觀察的話，我們應該從清淨的生命緣起這一方面多

努力。只要你肯努力，終究會有一天會成就的，而不會令你白辛苦。  

 

 

問：我想請問法師，我們念經拜佛做功課完了以後，應該怎麼樣迴向才最完善？  

答：也可以分兩類，迴向可以分兩類：一類就是你現實上你所需要的，譬如說我有

病痛，我希望，願此讀經功德，消除我的病痛，恢復健康，也可以這樣迴向。

或者我父母有病痛，或者我的好朋友有病痛，或者有什麼不如意的事，你都可

以祝願，這是一類的迴向。第二類迴向，就是迴向得聖道——願得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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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生阿彌陀佛國，可以這樣迴向。  

 

問：師父好！我想有一個問題是，剛才師父講這「緣起」，既然我們佛法講「緣起」，

當然就是有因有果，什麼事情就是有它的原因跟有它的結果，所以我們佛法說

是無始的，就是不斷的往前……你有現在的結果不斷的往前推。那別的宗教

呢，也就是說我們不同意有「第一個」這個事情，因為如果有第一個就是沒有

因果。那現在呢，別的宗教會有這樣的問題說：佛法講緣起、講因果，如果是

這樣，你們講無始，他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沒有第一個怎麼

會有第二個？這個事情就是說，他們會有這樣的問題，那我不曉得說師父怎麼

樣來回答這個事情會比較圓滿？  

答：經論上，在《顯揚聖教論》提到這件事，如果你認為一定要有第一才有第二，

你若執著這樣子，那麼這個第一從哪裡來？你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就回答你沒

有第一為什麼會有第二。佛法是這樣的態度。如果說是第一以前沒有，那麼就

是世間上的一切事物，萬事萬物，從上帝那裡開始，我們或者不說上帝，說梵

天，從梵天那裡開始，一切都從梵天那裡開始。梵天從哪裡開始？梵天是無始

的，那就是這樣意思，梵天是無始的，其他的都是由梵天這裡開始，有這種說

法，印度的婆羅門教有這種說法。  

佛教說呢，梵天也是，前面還是有因緣的，那你就是得到色界初禪，而修

了慈悲喜捨的四種三昧，你就可以做梵天王。這梵天王也是有原因來的，但是

你自己不承認這件事，那麼你就說一切都從你那裡開始。那麼佛法說呢，世間

上一切事情都是平等的，都是我也有因緣，你也是有因緣。但是你這一個是沒

有因緣，和別的都不一樣，不平等，沒有這回事情，你也是有因緣的。所以你

認為一定有第一，實在那個第一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前面還是有因緣的，它就

是第二了。所以佛法就是，每一件事情向前推，前面還是有，你再向前推還是

有，推不到最初這個第一因，所以佛教就不承認有個第一因，都是有因緣而有

的。為什麼有第二？就是有因緣才有第二，沒有因緣是沒有這個第二的。  

你問我：「沒有第一，為什麼有第二？」我的回答就是：有因緣，所以有

第二。為什麼沒有第一？因為前面還是有。這個第一前面還是有因緣的，它不

能算是第一，所以不承認有個第一，是這樣意思，我這樣回答。  

 

問：這一個問題，數息觀的所緣境是否一定是鼻端？  

答：不是決定，不是決定是鼻端。也可以以臍輪作所緣境，這個肚臍，臍輪作所緣

境也是可以。但是初開始，你一天坐半小時，或者坐一小時，用鼻端作所緣境

也可以，因為這個很容易令你心安住在這裡，也是可以作所緣境的。用這個臍

輪作所緣境，臍輪這裡也有起伏的現象，那就是出入息的現象，出入息和臍輪

的起伏是一回事。所以也可以在那裡數數，這個肚臍這裡一起一伏，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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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二三四五的。  

 
問：能不能說明一下佛菩薩的加持力，佛教上說我們要靠自力及佛力的加被，是怎

樣的助力？  

答：如果你用功的話，你精進用功的話，你會感覺這件事，不是用口說的。那麼這

件事是怎麼情形呢？就是你用功有困難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到一下子過去了，

從這個困難的地方過去了。那麼你自己知道，我本來過不去嘛，怎麼一下子很

容易的就過去了呢？那就是有加持的力量，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你自己不努

力，這個加持力是沒有的，是這樣子，是這樣意思。  

對，佛教說要靠自力，就是你自己要努力，你自己要努力，佛菩薩有多少

照顧，對你有照顧，乃至諸天善神對你都有照顧。但是那個是你要有自力，那

些事情才能來的；如果你沒有自力，那些事情沒有，是這樣意思。  

我們佛教的修行這件事，在沒得聖道之前，這個階段分兩個階段：一個內

凡、一個外凡，分這麼兩個部分。外凡的時候是最困難的時候，在外凡這時候

修行是最困難的時候，這個執著心很重、煩惱很多、苦惱很多，而本身的正念

沒有力量，這時候最困難，而這時候也正是需要佛菩薩幫助的時候。當然你若

肯努力，佛菩薩會對你有點幫助，你會感覺到這件事。若是到了內凡的時候，

你的道力很強了，能調伏煩惱了，能調伏煩惱的時候，可是你臨接近要得聖道

的時候也有困難，也有困難，那個時候也是需要佛菩薩的加持力，你才能夠得

聖道，也有這件事，是這麼一回事。所以佛法的確還是這樣意思，你要自己努

力，你若自己不努力，靠佛菩薩幫助是不可能的。  

 
問：《阿含經》是否早於大乘經典──如《楞嚴經》、《法華經》、《華嚴經》──出

現於世？  

答：按現在的佛教學者的說法是這樣，《阿含經》最早，其他的經典都是後來。但

是你若相信是由大乘佛法流出來小乘佛法，那還是大乘在先，小乘在後的，應

該是這麼說。但是佛為眾生說法，是看因緣。譬如說這一部分人是小乘根性，

但是他成熟得早，佛為他先說《阿含經》；這一部分的人是大乘根性，但是他

善根成熟得稍晚一點，那麼為他說大乘佛法也就稍晚一點，這個情形也是可能

的。  

但是宣說小乘佛法、宣說大乘佛法這個人，是大乘佛教學者，而不是小乘。

因為小乘，你最多你得阿羅漢吧，得阿羅漢要入無餘涅槃了，若不發大悲心就

入無餘涅槃，他不會再來人間弘揚佛法的。所以再來人間建立佛教的一定是大

乘，有大悲心的人，而不是阿羅漢。若是阿羅漢發了大悲心，那他就是菩薩，

而不是小乘佛教學者了，應該是這麼說。  

問：《阿含經》歸屬於小乘，還是大乘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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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個大乘佛法裡面包含著小乘佛教，大乘佛法裡邊能把小乘佛法包容在裡邊；

小乘佛教它排斥大乘佛教，不包含大乘佛教在內的。南傳佛教的藏經裡面沒有

大乘經典，但是北傳佛教的藏經裡面有小乘經典，就是這樣意思。那麼天台智

者大師說《阿含經》是大小共學，小乘人也要學習，大乘佛教徒也要學習，天

台智者大師是這麼個態度。不是說這部經只是小乘人學，我們發無上菩提心不

學，不是這個意思，所有的佛教徒都應該學習《阿含經》。  

 
問：佛經上常說念經有功德，可消業障，為什麼？  

答：念經，經是佛菩薩的智慧語言，我們去閱讀佛菩薩的智慧語言，我們就也有智

慧了。我們有智慧就不糊塗了，就不會做錯事，所以消除業障，這是一個理由。

其次，說是我讀經也沒有增長智慧，但是你閱讀經論的時候，經論的這個智慧

的語言熏習在你心裡面去了，你心裡面有經論上的這個氣分，你終究有一天，

因為你熏習了經論的智慧語言，你會再進步，所以是有功德，所以能消除業障。 

另外一件事，你在經論裡面，你常常的學習、常常的閱讀，那麼佛菩薩那

個大悲心、那個大慧眼看見，「喔！這個人栽培善根了！」佛菩薩對你注意了，

你也會消除多少業障的，所以能消除業障。另外其他的善神，佛教的護法善神

也會對你「喔！這個人有善根了，將來這個人能得聖道的，終究有一天會得聖

道。」他對你另眼相看。  

譬如說這個人是國務總理的兒子，雖然他現在沒有什麼地位，也和一般人

讀書這樣，但是別人對他的看法總是有一點異樣，和一般人不一樣。雖然這個

人是皇帝的兒子，他現在不是皇帝，但是你對他看法不一樣。所以我們在佛法

裡面能夠閱讀、能夠思惟、能夠觀察，就算是你沒有佛菩薩的智慧，你現在還

沒有，但是你栽培了這樣的功德，你消除了多少業障，當然不是說很多的業障，

也不能那麼說，消除了多少業障，你有可能……你有再進步的可能性了，所以

說是消除業障，道理是這樣子。  

 
問：提到無漏的地水火風，什麼是無漏的地水火風？  

答：就是由無漏的業力所現出來的地水火風，那麼就是無漏。我們現在有貪瞋癡的

分別心的人、有執著心的人，由這樣的心理所變現出來的地水火風，那就是有

漏的，應該可以這麼說。  

 
問：十二緣起應以三世觀，還是一念觀？  

答：《俱舍論》上也說到三世觀，也說到一念觀，這兩種都是有，但是說三世觀你

比較容易明了，由過去招感現在的境界，由現在招感未來的境界。也說到二世，

就是過去招感現在，或者是由現在招感未來，而不說三世。這樣說呢，有三世

的十二因緣，有二世的十二因緣，有一念的十二因緣，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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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問師父，好像明天就要到中國的清明節，所以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中國

人這個祖墳會影響活人的這種傳說，或者是說法的話，以佛法的觀點要怎麼樣

來解釋才比較妥當？  

答：我沒有十分聽明白，這個祖墳，你說怎麼的？祖墳怎麼的？  

問：中國人有所謂陽宅跟陰宅的風水，好像覺得說很奇怪的是，如果祖先不管是在

六道輪迴，或者是超越六道的話，為什麼祖墳還會對活人會有所影響呢？  

答：佛教沒有講這件事，他沒有講風水。佛教只是講你要注意你的思想行為，你若

創造一個好的因緣，將來你就會有好的果報，佛教只是重視這一點，經論上沒

有說到風水的問題。但是佛教可說到「外法以內法為因緣」，是《大智度論》

上有這句話。外邊就是你的房子，你住的房舍，你這個大環境，你這個大環境

是以你內法作因緣，內法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法作因緣。你心裡面，當然這是

無常的，就是你這一個時期，你內裡邊這個善法為因緣，就是表現出來的外面

的境界就是善的。你這一個時期是一個惡法，不是有功德，是有過失的業力起

作用，表現出來的因緣，那麼你就不是那麼如意的了。  

但是這個內法分兩種。譬如說我現在……假設這個人是出家受比丘戒了，

受比丘戒了，他現在表現出來的身口意不清淨，但是這個戒體還在；假設表現

出來的不清淨不是嚴重，這個戒體還在，這個比丘、比丘尼的身分還在，他只

是不清淨而已，他稍微懺悔懺悔就清淨了。這是兩回事，這看出來兩回事：一

個你的身口意表現出來的一個事情，一個內裡邊具足的功德一回事。內裡面具

足的也有是屬於功德的，屬於有過失的。你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是有這兩類，

或者分三類也可以。  

現在說是「外法以內法為因緣」，是說你內心裡面具足的功德，不是你現

在的思想行為。你現在的思想行為可能是很壞，但是你內心裡面有大福德，那

麼你表現出來外面的境界可能很好，還是很好的。說是你現在你表現出來的身

口意很好、很莊嚴、很清淨，但是你心裡頭你以前造過罪，這個罪在發生作用，

那你表現出來的境界不見得好。那麼這樣說，有這種知識的人，有這種知識的

人看見這個墳，看見你的祖墳就知道你的事情；看見你的房子、看見這個方向、

大環境，就知道你內裡面的事情。因為外面的事情是從裡面反應出來的，所以

就可以從外面看見心裡面去。  

可是佛法講無常的，不是永久，這一個時期是這件事發生作用，過一個時

期又變了。所以有人，赫魯曉夫做了十年總理就垮臺了，王安石也是做了十年

宰相、做了幾年宰相也垮臺了。當然是與你表現出來的智慧有關係，但是與你

的業力也有關係。所以有這種知識的人，從外面會看出來一些消息。所以佛法

是沒有講風水這件事，沒有這麼講。但是佛法可說一切一切是因緣所有，因緣

是在你內心的，外邊的事情是從你內心表現出來的，佛法是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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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講風水這件事，當然也是很微細的事情，大體上說呢，也應該有道理，

但是要記住這無常，它不是決定永久的是這樣子，是有時間性的。說現在是倒

楣，但是過幾年又走運氣了；說現在走運氣，過幾年又可能倒楣了，是變動的，

不是永久的，你不可以控制的，你控制不住的。外面的這個境界，雖然是現在

的所有權是你，但是裡邊還有一部分不屬於你的所有權，所以你不可以完全控

制的。佛法是怎麼個態度呢？你不完全控制的，不講這件事，你要完全負責的

是你的內心，你的思想你要自己負責。所以佛法只是說你要清淨你的身口意，

你要學習經律論、學習戒定慧，時常的栽培自己，你把握住這一面，外面的世

界也容易把握。  

所以佛教不主張去看風水這件事，主要是你內心，這一方面你要照顧好，

佛法是這樣說。可是從全面的佛教的道理說呢，風水也有一點道理。但是佛不

那麼說，因為那是枝末，根本是在你心這一面，所以不在枝末上去講這件事，

在根本上這方面要多努力，佛教的態度是這樣子。  

 
問：請問法師，什麼叫做緣起性空？請您解釋一下，謝謝。  

答：這個緣起性空，性這個字怎麼講呢？就是不是由因緣有的，叫做性。佛教說一

切有為法都是由因緣有的，所以裡邊沒有非因緣有的東西，所以叫做性空，就

是這麼意思。我們看見你所有的見聞覺知的一切境界，沒有一件事它是不需要

因緣，不藉因緣而自己就是有的，沒有這件事，所以叫做性空。都是由因緣有

的，所以叫做緣起；沒有一件事不由因緣有，所以叫做性空，就是這樣意思。 

 

問：請問師父，您剛剛有提到說，如果在清淨的緣起法當中，再加上靜坐的功夫，

我們可以真實的感受到佛菩薩的加持力。那我就在想說，在這種他力的加持當

中，在緣起法裡面，這種他力的加持，是不是和一般的宗教信仰有什麼不一樣？

那對一般的行者來說，它有什麼特別的作用呢？請師父稍微解釋一下。  

答：佛教徒，你要從經律論裡面的學習，然後你沒有錯誤，你能夠如法的這樣用

功修行，你這件事有困難，解除了這困難，你能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佛菩薩

在這裡會有加持，加持你。如果不是佛，也不是大菩薩，一般的鬼神的境界，他

們沒有佛法的正知正見，他要幫助你未必對你有利，這就是差別！當然有可能會

合乎你的想法，我想要發財，鬼神就幫助你發財；佛菩薩不是這麼輕易叫你發財

的，佛菩薩不這樣做，這就是差別，這個加持上有差別。因為佛菩薩大智慧，能

觀察過去、觀察現在、觀察未來，怎麼樣對你真實有利，佛就這樣做，佛是這樣

加持的。其他的鬼神，明白一點說，都不是聖人啊，他對你有幫助，多數是滿足

你現在的你那個執著心的希望，滿足你這件事，佛菩薩不是這樣做的，這就是差

別，差別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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