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北方，這種傳說由印度北面傳來中國。另外由南方傳到斯里蘭卡的，就說

不是。當時迦葉結集釋迦佛的學說，只有經、律，沒有論藏的，是後來的人之著作而

已。現在，歐洲人都是信斯里蘭卡的說法，我們中國人就信我們中國古代的說法。信

斯里蘭卡的說法，就說最初原始的只有經、律兩藏；中國人則認為是經、律、論三

藏。你問我信什麼呢？我認為我們中國的比較可信，早一點，我們中國的傳說早一

點。斯里蘭卡到底都是…，也是早，不過它的說法，可能或許它過早了，當時的論藏

仍未出現也說不定，是不是？我們中國所講的未必無因，一定是有理由的，我們不能

夠輕易地說我們祖宗的說法不對。

日本人又如何呢？日本人這個國家是很新的，美國強就學美國的。以前德國強就

學德國，軍隊什麼都學德國。唐朝的時候，中國強到極，他就要派留學生來。革新，

大化革新，日本人大化年間什麼都學中國，連到女人背上的一個背包都要學中國。那

些長袍大袖的便是學中國的，是不是？中國人穿靴、穿鞋，他們日本就沒有皮等才穿

屐，是此處未有學中國，其他都學中國。日本人現在最崇拜歐洲的學者，如果學般

若，聽到 Edward Conze如此說，他便跟著講的了。

日本人是這樣的。他沒有多少自己的發明，你知嗎？你看看，現在的諾貝爾獎，

日本有多少個？只有文學獎而已。有沒有？沒有科學獎，沒有科學發明的。你中國有

多少？什麼李政道，什麼楊振寧，什麼什麼的，有四、五個那麼多，丁什麼(丁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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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日本人一個都沒有。他日本人要別人講了之後才「跟尾」(跟著做)的，模仿而

已，模仿人，沒有自己的發明力。Edward Conze一講呢，Edward Conze的屁也是

香的，日本人是這樣的。所以日本人聽到斯里蘭卡的人…。英國人去斯里蘭卡學習，

說只有兩藏，他們又跟著。中國人講的都是不正確，這個斯里蘭卡的說法才是對的，

日本人是這樣的。是你們這些人說日本有什麼好的，我看不起日本人。

你只看看科學，諾貝爾獎一個都沒有，沒有什麼就「潺」嘛。我就相信它是三

藏。好了，迦葉尊者結集了三藏，只是那些長老的結集而已。那些長老佔據著，你知

嗎？那些老人家。凡是那些集團等等，老人家都是「專橫」的，弄至那些年輕人就沒

有地方發泄，是不是？當時有很多年輕人，有另外一個領袖。另外一個領袖，年紀比

較輕的，帶著幾千人到處去傳教。聽到釋迦牟尼已經去世，快快趕回來。聽到有人結

集，快點趕回來。誰知回來時，那班長老已經結集完了。這班年輕人的領袖名婆師

波，他對迦葉這樣講：「你們一班長老把釋迦牟尼佛的遺教結集起來，我當然同意，

我很尊重你。你所結集的經，我們都要學。不過有一點，你們這班長老都親耳聽佛講

話，我們也都是親耳聽佛講話的。

如果我們不結集，不把親耳聽到的話結集起來，怎對得起佛呢？所以我自己又找

一個地方，我們又去結集了，你就不要干涉我們，你們亦可以到我們處學習我們的。

總之你的東西我們亦要學，我們自己又要結集，如果不結集就是對釋迦牟尼佛不

起。」於是自己結集，有過千人，能夠當時據傳有五千名年輕人參加那麼厲害。於是

結集，對那班年輕人另外把一個地方結集，那班老人家無可奈何，是不是？如此，結

集有經藏，又有律藏，又有論藏。即是兩套，經有兩大套，經、律、論都有兩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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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弄多兩味，一味是雜藏，經、律、論之外拉雜的東西，雜藏。還有念咒的，當時

的人念咒的，他又弄成一藏，名為禁咒藏，這個便可能是後來密宗的起源了。那班年

輕人弄出了五藏，而那班老人家當然不同意了，認為是那班年輕人亂來，但你又無可

奈何，他人數眾多。所以…。斯里蘭卡的一派是怎樣的呢？它的系統如何？就不是一

班年輕人的。當時那班老人家全部都是長老，人們稱他們為上座部，「上座」即是長

老。於教會裏面坐在上面的，你這班年輕人就蹲在下面的，他們就在上面坐的，所以

稱為「上座」。上座結集不是稱為上座部，上座結集，有五百人的結集是為「上座結

集」，只有經、律、論。那班年輕人就結集出五藏，他人數多，又大眾化很 popular

的，所以就稱為「大眾結集」。

即是釋迦牟尼佛他剛剛去世只有三個多月，已經鬧出這個故事了。一個團體你想

不分組，你說多難呢。他們兩班人各行其事，那些長老就據著印度北方——北傳；

那班年輕人就傳於南印度。我們在地理上是如此的，如果是溫度以南的地方，一定是

這樣的。北方人就小心謹慎，又夠毅力。南方人則聰明爽朗的嘛，那幫南方的人…。

一方面南方的人就聰明爽朗，又是年輕人，所以就有很多新發明，很多新學說。他即

是依據一丁點兒佛所講的話，他就把它擴大到無比，所以後來大乘之出現，是什麼？

就是南方那班年輕人，大眾的那班人出現的。

如此，北方就長老，南方就大眾。好了，當然是北方長老得勢。佛去世後大約一

百年左右，就有一個皇帝，統一印度的，此人名 A okaś 。A okaś ，你看過了 A okaś ，

意思是什麼？意譯無憂王，A okaś 即是無憂、無憂王，又稱阿育王。為何是 A okaś

呢？他有很多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出家，還有很多學者。他很崇拜佛教，他派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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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臣，東、南、西、北四面派出大臣，奉皇帝之命去傳教。

其中一個是他的兒子，還有其他人跟著他的兒子，一起去斯里蘭卡。 當時的名

字是鍚蘭島，Ceylon，是否 Ceylon？飲紅茶的地方。他走去傳教，當時的那班人所

傳的是大眾系統的。當時，剛剛 A okaś 王在位的時候，那班老人家和年輕人正式分

裂。那班人正式分裂，就成為什麼呢？正式分裂，他那班年輕人之中，有一個人名大

天，他的名字是大天，great deva(Mah deva)ā ；他這個人名大天。他有一種新思

想，他諷刺那些阿羅漢說他們不行，說那些阿羅漢很差勁，  佛的精神並不在乎於這

些的，佛的精神是在於大乘，一路向上發展的。於是就產生所謂「大天五事」，說是

因為產生「大天五事」，然後弄至正式分裂。如何分裂之後？如何發展到唯識的關係

呢？就在下星期六我再接續為你們講了。

現在剛剛王聯章居士他來到，就是寫這篇序的王聯章。他原來是我們法相學會，

他是原始的發起人之一，後來因為他去台灣便離開了。現在我就介紹他，本來是準備

請他跟大家講話的，他大概很忙，時間關係，他現在才來到。來到呢？我就介紹他為

大家作一個座談會也好，或是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和他討論的。何解呢？因為很多會友

在五時請他吃飯，現在只是三時三十八分，還有一個多小時在此處。我們五時半離開

也不算遲，所以我就介紹他跟大家見面。大家有什麼難題，你可以難一難他。請上來

吧。

王聯章：各位朋友好。很多佛友很久沒見，大家聽了羅公那麼長時間，相信佛學

知識都很深湛的了。我就俗務纏身，丟荒了很長時間，不敢說有何心得，和大家交換

一下意見吧。我稍為去了台灣約一年，對當地的佛教情況有點了解，可以和大家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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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亦都今天來到安省法相學會，看到這個道場非常好，很難得唯識法相的種子，

可以在加拿大開枝散葉。這個當然是羅公的威德感召，亦都是彌勒菩薩的加被。其實

簡單講一下彌勒的信仰，這個信仰是淵源已久的。佛在世的時候，如果大家看彌勒三

經，《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彌勒成佛經》等等。大家都看到在很久很久以前佛

授記彌勒成佛，當來下生成佛的時候，在聲聞的弟子裏面已經有共通的說法。

這個並不是在大乘佛法興起以後，才有這種思想。而當時的聲聞弟子對於釋迦牟

尼世尊授記彌勒成佛，還有很大的疑問。當時聲聞弟子認為這一位彌勒，他不修禪

定，不斷煩惱，佛反為授記他將來會成佛，覺得很驚奇。而近年我在台灣看到有些

…，台灣有一位陳慧劍居士，大家看他的書或許會知道，他很喜歡寫傳記，高僧大德

傳記。他是一個公務員，退休之後專門寫一些傳記散文。他訪問了印順老法師，印順

老法師說：『我們現在要走的路線就是學彌勒菩薩那樣，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很

奇怪有此講法。我的看法就是印公是隱約，他隱晦地這樣講。『不修禪定』的意思就

是不耽於修禪定；『不斷煩惱』就是不急於斷煩惱。因為你耽於修禪定，急於斷煩

惱，便很容易變成自了漢，是不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我們仍然是不能

夠離開俗世的，是不是？

即是…。當然有些人他會選擇出家的路子，但這個畢竟是佔極少數。一般的人他

同樣要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的，是不是？就算佛教的團體也是，就是你沒有一個組

織，一個團體去推動佛法。當然有組織、有團體就會產生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

要面對的。如果你認為要做一個自了漢，固然是很好，但問題是從大乘佛法的原意，

是相違背。當然你在一個俗世裏面，你難免會沾染很多所謂塵網，誤落塵網裏面。你

如何保持一顆清淨的心呢？和如何隨順俗世？譬如你在世間做事，甚至從商、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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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不能夠完全一絲一毫做到清清淨淨的。因為要做到清清淨淨，你要住進寺院。甚

至寺院都未必可以，是不是？因為佛在世的時候是不准受供養的，即是所謂剛才羅公

講的大天的問題，部派佛教分裂的問題。

部派佛教其中的爭論就是說，連到出家人出外行乞的時候，人們布施鹽給他也不

可以，是不是？角鹽淨嘛，是不是？就是說出家人那天接受鉢去乞食，乞回來的食物

即日要清的，不能夠儲起來的。有些施主就布施鹽於鉢內，何解？因為吃東西沒有調

味品。如此，有些僧眾乞到那些鹽回去之後，儲起一點兒鹽，那一頓吃不完，下一頓

他再行乞的時候，他要乞到食物回來，不夠味道可以拿出鹽來混在一起吃。但變了此

做法便有了我執，但變了有財產，即是那些鹽也是私有財產。如果嚴格地說，現在出

家人接受供養，接受錢財，全部是違背了佛法。但佛臨終是說，少少戒是可以捨的，

你又有何看法呢？所以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就是很重要的問題。禪宗後來在中國提倡

叢林制度，所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但你耕田根本是違背佛制。你所謂耕田的

時候，你可能會傷害蟲蟻的，除非你是到了得道的羅漢，是不是？譬如初果，你初果

預流果的聖人，『初果耕地，蟲離四尺』，是不是？你的福德大至鋤頭落地的時候，

那些蟲自動走開四尺，傷不到它的。如此，你一日不是初果聖人，你耕田都會鋤到蟲

蟻的，是不是？ 所以很多事都是說你一定要有一個靈活性。宗教的弘揚不能夠死板

板，一成不變的。尤其是我們世俗的人，在這個世俗裏面做事要懂得一方面要推廣佛

法，一方面又要謀生，適應這個各各不同的環境。

如此，有很多事要因事制宜，因地制宜，犧牲一些小節。大節不要有虧，但小節

你就要犧牲，一定要有一個靈活性。這些便是塵網了，就是你在一個塵網裏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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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你在一個塵世裏面，如何去運作？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清淨心，是不是？

此事難度最高。所以曾經有一些出家人朋友和我說，他說：『你們這一類居士在塵世

裏面做事，又去修行佛法。如果能夠成功的時候，比我們出家還要高明，是不是？出

家人修道的環境好，是比較容易修道的。修道修得不好是抵打的，是不是？修得好是

應份的。但俗家人很容易行差踏錯，在塵世裏面處處都是陷阱，而肯定有機會做錯事

的。在這個問題裏面，如何保持一個清淨心呢？錯不打緊，錯了之後可以回過來，永

遠都走回正道，不會偏離正道太遠，此事難度才高。但關鍵就是要有良師益友，我們

有這個因緣，有這個福德， 譬如我們可以跟到羅公這個大善知識，這個便是我們幾

世修來，不知多生多世修來的福德。我們更加要珍惜這個機緣，是不是？和羅公…，

從彌勒菩薩的信仰講到我們和羅公的因緣，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在印度來說，這個彌

勒的信仰是最原始的淨土信仰。彌勒的信仰是『即人間而成淨土』，不是在他方另外

找一個淨土。但到了後來就是因為待彌勒在人間成佛還有遙遠的歲月。有不同的計算

方法，億萬年之後，他才在人間成佛。當然到時成佛，這個淨土非常美滿。

但有很多人急不及待，就是說我要等到何時才等到彌勒菩薩下生成佛呢？而這個

世界太苦惱了，厭離之心殷切，希望早點離開這個娑婆世界，『三界無安，猶如火

宅，眾苦煎迫(充滿)，甚可怖畏。』《法華經》都是這樣講，我希望早點離開。於是

乎他方淨土的思想開始流行，阿閦佛國、阿彌陀佛淨土這些思想開始流行，其實嚴格

來說就是在彌勒淨土之後才開始流行的。到了後來，亦有人說彌勒的淨土根本就在兜

率天，他現正在兜率天說法。兜率天是欲界天，和我們是同一界，其實是比去他方淨

土更容易。所以你亦不一定要修他方淨土，你修彌勒的淨土同樣可以，上生兜率天，

所以後來有了兜率內院這個觀念的出現。兜率天雖然是欲界天，欲界天裏面有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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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這個特別行政區，彌勒菩薩在裏面講經說法。

在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裏面都有清楚記載，就是說西方的道眾多修彌勒的

道業。直至近代太虛大師，包括我們的老師羅公，亦都是修彌勒菩薩淨土的。希望上

生兜率內院聽彌勒說法，將來下生人間陪著彌勒菩薩下來弘法利生。其實就算有很多

不屬唯識的，不是修法相學的，不是發願投生淨土，都和彌勒有因緣。其實這個世界

的眾生，大抵學佛的眾生，都和彌勒菩薩有緣的。因為釋迦佛入了涅槃之後，他的事

業嚴格來說，就已經付託了給彌勒。而現在他未度完的眾生，可度、未度、將度的眾

生，將是彌勒菩薩要度的眾生。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虛雲老和尚，他是禪宗之泰

斗，他一百零幾歲的時候，發生雲門事變，無辜被人打了一身，在雲門被人打到半

死，你看《虛雲和尚年譜》你便知。在他奄奄一息的時候，竟然就 ... ，不知是否他第

八識的種子，他去了兜率內院，聽彌勒講了一堂經。聽完經之後，他還見到他明朝的

那班老朋友，他說他是明朝人再生，『前德清，後德清』嘛(注：明朝憨山大師法號

德清，虛雲老和尚法號亦是德清)，他是憨山德清轉世的，每一代都受一百二十歲。

他見到以前的老朋友，在聽彌勒講經。不知是阿難尊者做維那或什麼的。聽完彌勒講

一堂經之後，彌勒菩薩便說：『你還有事要辦，你先回去。』結果他便醒來，令到那

些共幹亦感奇怪，為何這位老人家被打得如此厲害都沒有事呢？他的身體後來還痊癒

了。痊癒之後，他後來想去北京，便上書毛澤東，設了一個中國佛教協會。

所以今日有這個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嚴格來講就是當年虛雲老和尚未了之事。

他被打完一身之後都死不去，原來他的未竟之業就是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搞一個中國佛

教協會。所以文革之後，中國佛教的一場浩劫，現在的寺院能夠重修，如果沒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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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協會，當年虛雲老和尚這個最後的提議，可能都收拾不了這個殘局。虛雲老和尚

回來亦是彌勒叮囑他回來的。虛雲老和尚和唯識是沒有關係的，他亦都不會修彌勒的

淨土，但他是和彌勒有因緣。所以這個是很奇怪的，我們現這個娑婆世界學佛的眾

生，都是受彌勒菩薩的攝受。

將來龍華三會，今日聽經說法，尤其是聽過羅公講經的人，都應該佔上一份的。

你中間當然是有進有退，好像列寧所說「可能走兩步，退一步」，眾生是這樣的。你

不會是一往直前的，你不敢保證你世世都一定精進，但你只要保持這個道心。有一

點，所謂『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盡(量)事』，保持這一種心態，你總有機會

在龍華三會見到彌勒的，羅公當然肯定在彌勒身旁。我們說回這個因緣，就是說印度

有一個法相唯識學的淵源，聽羅公講《唯識方隅》，大家一定已經知道的了。就是彌

勒的學說正式盛行，就是透過無著、世親菩薩。無著、世親菩薩，一個說法就是這個

歷史實是有彌勒其人。另一個說法就是無著菩薩在兜率天，請彌勒菩薩下來閻浮提講

經，他說出了幾部大論。辜勿論何種說法都是合理的，因為第一以彌勒為名，歷史上

的考證在部派佛教是實有其人，而且不只一個。而以宗教精神的感染和修定的過程來

講，有定力的人能夠在定中見到彌勒說法，這個是絕對可能的。

由無著、世親、陳那、護法一脈相承，直到中國唐朝的玄奘法師西遊求法， 回

來傳給窺基、智周、慧沼等慈恩三祖，一路傳道。中間唐朝以後，唯識衰落了。但直

到近代太虛法師，因為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太虛大師在那處求學。而唯識的

典籍，由於楊仁山居士從日本得到唯識的典籍重返中國，變了太虛法師得讀這些典

籍，亦都弘揚起來。而近代中國唯識的泰斗，除了太虛法師之外，就要數歐陽竟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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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韓清淨先生兩位，可以說是唯識的三大宗匠。而羅公就是皈依太虛大師。而在現

代中國佛教的輩份，和羅公齊輩的已經寥寥可數，碩果僅存了。譬如印順法師，在台

灣的；在美國的，敏智老法師，剩下這幾位是皈依太虛法師或跟他出家的，已經剩下

不會很多位。另一位歐陽竟無先生，創辦支那內學院。羅公亦是歐陽竟無先生的私淑

弟子， 他的碩士論文亦都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弟子呂澂先生改的，所以這個淵源很

深。而羅公注釋，寫書和注疏的方法，和韓清淨先生的脈絡是很相連的。所以可以

說，我敢說近代集唯識學三大宗匠於一身的，只有羅公。何解呢？因為太虛大師門

下，從僧與俗兩個角度來講，我只可以說有兩位做代表。出家人裏面，以印順法師為

代表。

在家的弟子裏面，就以羅公為代表。太虛大師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提出以思

想史去研究佛法，第一個人。亦都提出以唯識學來統攝八宗的第一個人，來統攝整體

佛法。關鍵來講，這個更可能更是他的中心思想，用唯識來統攝八宗。思想史他特別

提出，這個亦發前人所未提的，就是他提出法相唯識學、法性空慧學、法界圓覺學。

或稱為宗，法相唯識宗、法性空慧宗、法界圓覺宗。後來印順法師根據這個，然後才

創出他的三種學(虛妄唯識系，性空唯名系，真常唯識系)。所以這個思想史，嚴格的

思想史方面的傳承，印順法師走這條路線。直到近代他的晚年所寫的書，其實全部就

是在佛教的思想史裏面做整理工夫。

至於承繼太虛法師弘揚唯識，統攝八宗，反為印順法師並沒有做到這方面的工

夫，這個工夫就交了給羅公來做。於嶺南以至今日的海外，唯一能夠弘揚唯識以統攝

八宗，而做到所謂法幢高樹，法鼓頻擂的，就只有羅公。而他門下的弟子亦大多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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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唯識為他們的責任，這是非常稀有，非常難得的。

所以我們今日看到整個中國的佛教界，真的講學問，講思想、講學問的，嚴格來

說就不出這兩位僧俗的大德。其他的，零零碎碎可數。即是說依經來解釋的那些，其

實人人都可以做，是不是？跟某某法師、某某大德，譬如香港有楞嚴王，弟子又講

《楞嚴經》，可是說都是獨沽一味。當然他們說：「自從一讀楞嚴後，不讀人間糠秕

書。」他當然有他吹捧的一套方法。

但問題是門徑變了太過狹窄，沒有辦法得窺佛法之全豹。我們辜勿論那一部經好

與不好，但這樣去研究佛法，似乎太過狹窄。那部經好極亦只是一部經而已，你明白

不？不能以偏蓋全的。但整體來看佛法的，可以說只有羅公和印順法師。印順法師的

影響力比較及於台灣方面。當然他淺白的入門書，在香港以至海外都是流通的，但這

是指入門書方面的。而羅公，他的唯識學方面，可以說在香港獨樹一幟。

香港居士講經，以至近年連出家人，都是受他影響，沒有人不是出於他的門下。

而今天來說還傳弘到海外，安省法相學會的建立，可以說是一個很難得散播的種子，

和一個良好的開始，將來能看到它更加開枝散葉。這個是從學理方面來看，這個就是

慈氏菩薩的一脈相承。到了今時今日，不但在中國的台灣以至香港開枝散葉，和甚至

開到海外。將來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工夫是什麼呢？第一代，即是太虛法師，近代太虛

法師樹立的基石。而他的思想史方面，有印順法師去做工夫、去傳弘。以唯識統攝八

宗，弘場唯識這方面，就有羅公發揚光大。我們下一代要做什麼工夫呢？可謂責任重

大。這個我們要做的工夫，並不是只在學術思想方面去推廣，這個固然重要。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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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的工夫包括出版、文化很多很多的工夫。

譬如我在台灣的經驗，我看到的是台灣人已經發展到甚至用 video、錄影帶來弘

法。譬如舉一個例來說，將來羅公有半年不在加拿大，我們如果想得到的話，就把他

的音容，把他的言教用錄影帶錄下來。如此，我們那半年仍然可以看到他的錄影帶。

就算他不在，猶如化身一樣在此處。他八識的種子，同樣聽到他講經的，或是從香港

寄過來。這個科技發展得很厲害，當年我移民離開香港的時候，我亦曾經嘗試過在志

蓮淨苑，宏勳法師就嘗試過用錄影帶錄。效果並不太好，因為初次做。但如果我們真

的專心去做的時候，這個想法必定成功。錄影帶已經流行了，甚至將來可以函授。加

拿大那麼大，並不是只有安省一個法相學會，是不是？這個我們稍為做一點工夫的時

候，可能溫哥華、Calgary(卡爾加里)、Montreal(蒙特利爾)都想來求法， 那個時候

他親身又不可以來到，我們便可用函授的方法，用錄音帶的方法，甚至用錄影帶的方

法。現在台灣都是在做這個工夫，台灣有一個比較年輕的作家，不知大家聽過不？他

的名字是林清玄。這位先生，學術思想他並不是特別深的，嚴格來說他是一個小說

家，即如古龍，武俠小說的古龍那一班人是老朋友來的。他開始時亦不信佛，由於太

太的關係他才信佛。信了佛之後，他便一味寫散文，寫小說來弘揚佛教。

他的文章很淺白，但有時這些又是另一種方法，一種清涼劑來的，令到人覺得以

一種輕鬆的心情去接觸佛法。我有一位學長，亦是羅公的大弟子之一，李潤生先生，

他就很提倡這種方法， 李潤生學長有時亦喜歡寫散文，可以用這些方法弘揚佛法。

林清玄現在出書出到什麼菩提，什麼菩提。很多大套叢書就是用淺白的散文去推廣佛

法，他弄到現在還有錄影帶，他還用錄影帶來弘法，有些出家人亦是如此。台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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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達，科技發達，已經可以做到此等事。而我們肯定有一日亦可以做到此等事，

大家發心努力去做的時候，把羅公的一些教訓，  或每一部經一個專題，扼要的綱

領，用錄影帶的形式，錄音帶的形式紀錄下來。不但現在可以散佈四方，還可以傳之

後世，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們已經可以做，要打破時空的隔閡，是相當重要的。另一方面來講就是說，將

來安省法相學會更進一步可以做一些慈濟的事業。以彌勒的精神去做慈濟的事業，譬

如醫療、老人、幼兒等等的事業，我們都可以繼續擴展去做。現在台灣印順法師的弟

子證嚴法師，她是一位比丘尼，最近獲得菲律賓的人道獎，這個是亞洲的諾貝爾和平

獎。她設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現時的會員已經號稱九十萬，再過兩年會達到一百三十

萬會員。這個會員的人數，到時會超過國民黨黨員的人數。這位出家人她又建醫院，

由醫院又建護理精院、護理中心，建文化中心，甚至建大學，一步步地做出去。而她

講學問，已經怎麼說呢？已經不是主要講學問了，她就是要如何以一些很淺白的語言

去感化人心。她主要以台語為主，她不多講國語的，台灣人要講台語。嚴格來講，老

實講，印順法師的弟子或羅公的弟子，羅公弟子有很多學問很好的，好如霍韜晦，我

們這些已是末流或是不入流的。學問做得再好，老實講一句，都不會比老師好，是不

是？因為老師他自己經歷過過程，對歷史的因素，很多條件是我們所經歷不到的。他

們舊學問的功夫如此扎實，我們現代人是讀番書的，舊學問怎可能如此扎實呢？

而且他十年之內只懂得一點皮毛而已，所以除了我們希望把老師的學問，他的教

誨如何推廣弘揚之外， 還要在老師言教的基礎上如何更進步開枝散葉，可以做很多

其他的事。不需要局限於一方面，或學術或文化方面。譬如將來我們有朝一日，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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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相學會源遠流長，可以在此設立一間佛教的醫院，法相醫院諸如此類；或老人

院，或孤兒院諸如此類，你說是何得偉大。用彌勒菩薩的精神，就更加可以發揚光

大。所以我們看事物，視野要廣闊，不是只看一條路線。但問題就是一切事物都要有

基礎，有本質。本質的基礎便一定要我們種子的熏修要夠強，道心要夠強。這便是我

們平時聽經時的那個理解，那個感受。如何把佛法融會貫通，和付諸我們的身體力

行。我們在世間可以做種種的事業，是營營役役，但最後歸根結底我們希望達到的，

就是把此等事回歸佛法。自己譬如有朝一日能夠在社會上有點成就的，或可以在經濟

上有點成果，賺到一點錢的， 或有點社會地位的，做一個佛法的護法工作，把老師

的精神和思想，把彌勒菩薩精神的感召，如何去發揚光大。

不論學術、文化、宗教或慈善事業方面都能夠加以推廣，這件事最重要。但問題

就是凡是…，所以中國人有一句傳統的術語，古德有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

是說你往往要做一些好事的時候，一定有很多障礙，障緣一定很多。譬如舉一個例來

講，中國人最初移民來外國的時候，外國人多難接受中國人，現時他們漸漸接受了。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中文，連唐人街的警察局都是用中文寫的，考車亦可以用中文了。

一定需要時間，大家不要灰心。即是說無論你中間歷程，碰到什麼困難，碰到任何挫

折，這個是修道的考驗。即是不要半途而廢，才會有成功的希望。其實這個是一個修

道的考驗，如果大家能夠堅持我們學佛的信心，堅持接受老師的教誨，追隨彌勒菩薩

威德的感召，我相信總有一日，我們這個安省佛教法相學會就會發揚光大，  開枝散

葉，能夠把佛法的慈音普澤世間。今日我簡單為大家這樣介紹。」

教授：「有什麼問題想和王居士討論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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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王居士，請問一下，因為剛才羅公介紹過，說你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曾經講

及有關業力。我們在那麼多位都很想聽一聽，你可否就著這個主題開示一

下？」

王聯章：唉，不敢，開示，不敢。我寫論文已經很久遠，大概都不怎麼記得了。

我那篇論文主要就是談《大乘成業論》，是世親菩薩所造的。世親菩薩是無著菩

薩的弟弟，也是他的弟子，可以說是建立唯識宗的一個偉大的宗匠。嚴格來講，無著

菩薩是繼承彌勒菩薩的思想，奠定整個唯識宗的基石。但真正專門弘揚唯識，可以說

世親菩薩是首建其功。世親菩薩開始時是學小乘的部派佛教出身，  所以他這個《大

乘成業論》裏面，就把部派佛法各種討論關於業的問題，加以批判檢討。然後推出唯

識的思想，作為總結業的理論。其實業這個思想梵文是 karma，『kar』這個字的語

根，root。那個字的 root，語根，就是有 to do、to act的意思，即是去造、去作的

意思。所以 karma這個字譯為簡單的白話就是造作，一種造作，一種行為，所以我

們又稱之為業力。業力就是一種行為的力量，行為的力量。而這個觀念並不是去到唯

識宗興盛的時候然後才有的，其實在原始佛教開始的時候，已經有討論業力。甚至乎

在《吠陀》裏面，已經有討論這個概念，都不是佛教新鮮的觀念。但本來佛教講因

果，講業力，這個是老生常談。就是說你做了什麼事？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其實就不是很正確，善應該有樂報，惡應該有苦報。 

因為報是一種感受來的，善、惡是指動機而言的。但因果的報應如何去連繫，這

處有一個關鍵。何解呢？因為佛教講前生後世，因為牽涉到前生後世就如何去連貫？

原始佛教開始，釋迦牟尼佛和所有當時的六師外道，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他提出了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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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這個世界上的事物並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體。獨立自存、永恆不滅的實

體，這個是『我』的 definition，『我』的梵文是 tmanā 。既然無我，誰…？所以佛

教不承認有永恆存在的靈魂。通俗的說話是有一個靈魂，死後靈魂會投胎。那些是通

俗的說法，嚴格真正佛教的思想不是這樣講的。否定有靈魂這東西，靈魂等於一個實

我，是沒有此種說法的。好了，佛教既然否定有『我』，但一方面你又承認有業力，

有因果報應此回事。好了，問題就是既然下一世都不是『我』了，沒有一個實我存

在，那誰去受報呢？如此我便可以做什麼都不用負責了，是不是？這個如何把那個前

因，前生和後世用因果來連貫起來，這個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業如何流轉？如何

去傳承？如何去延續，由一生延續到下一生？如果你不解決這個問題的說話，你整個

佛教的因果論，整個佛教的倫理基礎，完全被摧毀，是不是？因為你講因果沒有意

義，你講業報沒有意義，是不是？你講無我亦都沒有意義，如此修行更加沒有意義，

你既然修行，不是人人都如釋迦牟尼佛在世時的弟子，即生可以證果，人人證阿羅

漢。但這班大德、聖人全部都不是第一世修的。

不過他們就跟釋迦牟尼佛，如羅公的說法，是來做一場戲讓大家看，示現人間而

已。如何去 justify？即是如何去證明修行是有意義的。你今生修的福不唐捐，下一世

會繼續、延續的。即是一世比一世進步，總有一日你會成佛的。如果這個業力的理論

不解決的時候，你整個宗教的基礎都會動搖。世親菩薩就提出用唯識業種子的方法去

解決這個問題。他所提出的就是認為業就是『思』，我很簡單地講。作一個業的時

候，是『思』的作用。『思』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意志。是一個意志，will，那個

will power，譯作英文便是 will power。這個『思』有三個過程，就是有審慮的過

程、決定的過程和發動的過程，就稱為發業。這個不同於中國的『三思而後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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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一回事，兩回事。審慮就是說當你想做一件事的時候，你必然經過你……按時按

候上來聽經。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說這個過程不斷地加深你的印象。用現代的術語

來說就是你有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這個是用現代的術語來說。用唯識的術語來說就

是當你發動之後，你就熏成這個業的種子。我在這裏簡單講。將來大家繼續聽羅公講

《唯識方隅》，他就肯定比我詳細十倍，更加清楚，更加準確。熏成這個業的種子，

用簡單的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其實這個種子是你內心已經有的。因為你不斷地把這

件事考慮，便提起這種種子。那一種種子只是一種 concept，稱作名言種子，就是說

這些概念不斷地在你腦海中重覆，重覆這種概念。直至真的做這件事的時候，這個種

子便是一種行為的力量，便熏習成一種業種子。這個熏習用現代術語說就是撽發。我

小時聽羅公講經的時候，這個印象是最深刻的。

撽發，猶如你打球一樣，打得大力的時候，它便彈得越高。不是用『水』字傍的

『激』，用打的那個『撽』。撽發就是撽發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即是等於牛頓的力

學，有 action就有 reaction，有一種反動力。這種反動力就留存在你的潛意識裏

面，用現代術語講。在唯識就稱作第八識，第八阿賴耶識。這個觀念是小乘所無的，

因為小乘佛教談識只是談到第六意識而已，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第六意

識。到了大乘唯識才特別強調這個第八阿賴耶識，因為大乘唯識宗的宗師覺得小乘的

六識， 不足以解釋這個宇宙人生的現象，所以他提出了第八阿賴耶識這個觀念，涵

蓋整個宇宙人生。所謂『去後來先作主公』，就是這個第八阿賴耶識。生死輪迴的主

體，就是這個阿賴耶識。好了，這個阿賴耶識就是說，一切種子…。唯識稱作種子，

這個種子用現代術語來說就是功能，即是 function，力量。這些功能的總匯，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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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pool，好像一個力量的總匯，所有功能之組合體。但它不是一個個體，是一個

mixture來的，一個 combination來的。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個體，所以它不可以說

是『我』。因為阿賴耶識本身都是眾緣和合的，既然眾緣和合的便不是實我，所以並

沒有違反無我這個觀念。如果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由於你熏成的業種子，存藏在阿

賴耶識裏面。而這個業種子可以帶動那些名言種子，即是附屬的功能。譬如舉一個

例，你不斷做善事，你贈醫施藥，扶老濟貧，做這些種種善事。你做善事出發的心是

幫助人，希望與人快樂，解脫別人的苦惱。而你所組織結合的力量，是什麼呢？令到

人們健康，令到人們長壽，令到人們快樂，令到人們沒有憂慮，這堆種子 associate

with你那些行善的那種善的行為。當你這個善的種子，它潛藏於你的內心，這個阿

賴耶識裏面，因緣成熟的時候，它爆發出來下一世的那一個環境就是什麼呢？  健

康、長壽、幸福、快樂，甚至富貴，這個人生的現象。

所以下一世的果報就是這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呈現這個新的現象。倒過來如果

這個人是不斷做惡業的，不斷去殺生，不斷去傷天害理的說話，他一定連結的東西就

是什麼呢？殘酷、奸詐、流血、恐怖等等的一些現象。而這些現象會一直跟著他這個

惡業的種子。將來遇緣成熟的時候，他便會生在地獄、餓鬼那些地方，都是淒慘、殘

酷、血腥、恐怖的種種環境。所以人的一生一世就等於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之起伏浮

沉，而我們所做的行為之力量亦都是儲存於第八阿賴耶識，  所以說我們的人生就是

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不斷地起伏。

直到一個單元的結束之後，另一個新的單元就開始，就是阿賴耶識另一種種子起

18



作用， 可以決定你生於淨土、天界或地獄、人間，就視乎你不同的業所做出不同的

種子，牽引不同的果報。而這個問題最終亦都是以第八阿賴耶識來解決，就是以你作

業的過程裏面， 審慮、決定、發動，所熏成的種子，種子潛藏於阿賴耶識，招引同

類的種子，而引發一個新的果報。它的整個過程就是如此，但我用很簡單的術語來

講，如果大家要完全貫通呢，相信要聽完這個《唯識方隅》。羅公將來會講得更加詳

細，比我這個詳細十倍，精湛一百倍。我這裏只是很簡略地交待，偷工減料。我的論

文主要是探討這個問題，就是世親菩薩如何對部派佛教裏面各種各樣解釋這個觀念，

它不成熟的地方， 加以提出檢討，最後提出大乘唯識的思想是最圓滿的思想。所以

很多人是不了解唯識的，他們常常都說唯識好像疊床架屋，討論很多繁瑣的問題。根

本很多問題如果不用種種如此周詳的哲學概念去解釋，你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是

不是？

譬如有很多人專講空宗，什麼都空掉。但如果你講到業的問題，你可否用一個

『空』字去解決呢？既然又要講無我，又要講生死輪迴，又要講前生後世，你不講唯

識，你不講業，根本能決不了問題。我舉一個例很簡單，王亭之以前整天都讚空宗如

何如何，唯識又如何如何。我們後來寄了一本《唯識方隅》給他，他似乎現在不敢這

樣講了。如果他看過之後，他知道這些問題，你不用唯識是解決不了的。你一定要用

唯識來解決，才能解決到這些如此複雜的問題，在哲學上來講是這些 paradox，是一

個吊詭來的。一方面，即是你走那一邊都跌了落陷阱，只有用中道。這個真正的中

道，就是說不會落斷見，亦不會落常見。用這個阿賴耶識、唯識的思想，才能夠解決

這個佛學根本的大問題， 這樣你修行才有意義，行善才有意義，因果報應才有理論

的根據。很簡單交代一下。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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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還有沒有問題？」

同學：「我想請問印順法師的精神…」

王聯章：「是的，是的。」

同學：「…你可否講一講？」

王聯章：其實在這方面來講，我想你如果有機會看印順法師的書都知道。

其實思想史人人都有講，不過印順法師就特別把他的精神放於那一方面，他做了

一些整理的功夫。你看看他出了幾部書，他後期最重要的一部書，就是《(初期)大乘

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是不是？書名是否如此？他中間之前寫了很多部書，《原始佛

教聖典之集成》，是不是？跟著是《以說一切有部為主論師與論書之研究》等等中國

佛教的禪宗史。其實他寫這麼多部書都是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是佛

教歷史上爭論很久的問題，就是究竟最初大乘佛教是如何出現的？因為就歐陽竟無先

生時代都有一個爭論，王恩洋先生不是寫了一本《大乘非佛說辨》嗎？很多人，尤其

是小乘的學者，就認為大乘不是佛說的，《大乘非佛說辨》，這個是小乘人的講法。

因為小乘人就抱著那四部《阿含經》，就以為是究竟。但中國的四部《阿含》都是比

較後來發展的《阿含》。

有些譬如鍚蘭，斯里蘭卡就抱著那些巴利文聖典，可能他們覺得更加原始。在巴

利文聖典裏面，其實和《四阿含》亦都是相應的。於是乎就有很多爭論，有很多說法

是大乘獨有而小乘所無的，或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所無的。究竟大乘佛教是否釋迦

牟尼佛講的呢？這個問題便是民國初年很多大德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討論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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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討論便會有很多結論的，印順法師嚴格來講不是提出什麼創見，  他不過是把前

人的東西更加有條理地去整理，因為他比較有興趣做這方面的工夫。

當然他所參考的資料並不止於中國大德的一些說法，還有研習日本等等。日本的

人做了很多這些整理功夫，他後來從日本人拿的資料亦都很多。所以他這一部書，可

能是他中年、少年時候的願望就是寫這一部書。但他中間經過很多世事的紛擾，但這

個人的福報都是很好，很多時都是和業有關的。他早年來過香港，但香港他亦住不

上，他在鹿野苑住過一段時間，後來又走去台灣。在台灣他初時亦有很多煩惱，因為

初去一個新的地方，適應一個新的環境。直至他建立慧日講堂，即是站穩了陣腳，亦

都培養一些弟子。於是乎到了晚年，他才能夠專心寫作，所以嚴格來講他真的能夠專

心寫作，我相信也只是這十多年的事。之前他出了很多書，但那些書嚴格來講都是比

較初機的書，或可說是沒有那麼嚴謹的書。但到了他晚年所出的書，就越來越嚴謹，

可以說他比較成熟思想。

另一方面他可以把心定下來寫作，他變了不用為了世俗的事而煩擾。在這部書裏

面，他就把大乘佛教的各種經典、各種思想、各種體裁，把它分析。嚴格來講，如果

你看了也未必完全滿意，即是他有時有些交代都是點到即止，都不是很徹底，你有時

也可能覺得意猶未盡。但他可以說是大概交代出了一個輪廓，就是把各種各樣的思

想，各種各樣的法門和經義大概交代。從這個思想，大乘佛教的思想，是和原始佛教

思想是怎樣來的。一脈相承，如何一步步發展，然後有大乘佛教這個思想的出現，作

一個整體的交代。嚴格來講，他所交代的大乘佛教思想最早期，最初出現的時候，不

是它成熟期的一個理論。所以如果你想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思想家去尋根究底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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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看他的書可能得到很大的滿足，得到很大滿足。但如你想了解一套思想，譬如

你想了解空宗的思想或唯識宗的思想，你從他這一類思想史書處，你未必得到滿足。

因為它只講前期的東西，不講後期的東西。雖然他有很多注疏，譬如《攝大乘論講

記》或《中觀論頌講記》等等。

他們中觀可能發揮比較多，因為有一段時間他幫法尊法師。法尊法師譯《現觀莊

嚴論(略釋)》的時候， 他可能有幫過忙做過潤飾的功夫也不定，所以法尊法師對他的

影響很大。所以他們空宗方面的思想，他跳出中國三論宗的窠臼，能夠有時用西藏的

觀點去看這些《中論》的東西，有獨到的見解。但譬如看他的《攝論》等，他對唯識

的那個把捉便沒有那麼深刻了，因為他不是那方面的專家，所以這方面便滿足不了我

們。但如果對尋根究底，大乘如何出現和原始佛教的關係如何呢？便可能得很大滿

足。因為他做得這些爬梳的功夫，尋根究底的功夫，有一點兒樸學家的味道。但如果

你從他整體的義理，某一宗，某一派，他如何以佛法去看的時候，如果一般人走進去

看他的書，可能反為會迷失了。因為它的範圍太大，你不知道如何去掌握。所以如果

你想研究一宗一派學問的時候，你反為不適宜一開始去看這一類思想史的書。直到你

有相當程度了，你想反過頭來去看看其源流是怎樣的時候，你不妨可以參考他的書。

當然入門他有很多書很值得看的，譬如《成佛之道》那類書，《佛學概論》那些

書，還有比較多清新的見解。如果你是初機，最初級最初級的書，是不是？即是說印

順法師，我覺得他中間的書會少了一些，要不是很初級的書，就是很專門、很深，思

想史的書。這個是他的興趣和他的力量所集中的地方，所以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路子。

我只是簡單的交代一下。所以見到印順法師的書，要看你想追求一些什麼東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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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想對佛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會介紹一兩本《妙雲集》的書，《成佛之

道》、《佛法概論》那些書給你看。但如你說：『我是想看追求思想史的書。』你一

定要有很好的學術訓練然後才好看。如果不是，你看得兩次你個人便會迷失了，你都

不知看到了那裏。看完之後還會有很多懷疑，有很多問題出現，因為你沒有一個學術

的訓練。所以我勸大家，你想一門深入的時候，不妨先選定一宗的義理來學。這個就

是羅公常常教導的，你要有家法，學有專精。你回過頭來去涉獵其他的書，你就會脈

絡分明，容易掌握。所以嚴格來講，要講教、理、行、果的清晰，我認為是大家先學

唯識。

你學了唯識之後，再學空宗，甚至再看思想史這類書，就能夠掌握。因為人生的

時間有限。我記得當年羅公講故事給我們聽的時候，太虛法師當年教羅公如何看書。

他講得很好，他就說我們沒有時間去看其他的書，一開始就從唐賢的注疏入手。因為

可以說中國大乘佛教集大成於唐朝的大德那處，他們的注疏是最精湛的。你看書要看

到黃金時期，全盛時期的書。因為你人生的時間有限，尤其是我們不是 full time來

學佛的，你不是 paid來學佛的，不是收工資來學佛的，嚴格來講你不過是業餘的。

或許有些人是退了休然後才學佛的，在家人是業餘地學佛的。那又如何有那麼多時

間，花那麼多精神去尋根究底，追源溯始呢？但如果有一套很完整的義理，令到你一

入去便覺得心悅誠服的，這樣你就不需要考慮那麼多，是不是？都是『宗教講話，解

行並重』，所謂『信解行證』，這個是學佛的一個很顯淺的理論。現代人是這樣的，

你要先解，解完才信。古代古德就說要信解行證，你起信後去求解，然後去修行，去

求證，對佛法得到一種證驗。但現代人就認為不是，一開始講信便變了迷信。佛教是

智信不是迷信，所以你都要先解。但解的程度去到那裏呢？因人而異，沒有人可以知

23



道。解得差不多時，你自然便會信了。即是有很多東西你要用英文說是 take for

granted，即是你不能夠事事都尋根究底，事事都全部了解。

即是等於《阿含經》裏面的毒箭之喻，你被毒箭射到，你沒有必要一定要知道箭

是何方射來的？誰人射你？箭毒是什麼毒藥來的？那個射箭人是何階級？你如果全部

知道之後，人也毒發身亡了。我們業餘學佛的人，或不是出家，不是百分之百時日出

家的人都不行，你那有可能了解全部東西！你解得差不多時，你自然便會信了，很奇

怪，不然你都不肯求解下去。至於信和解的過程，是互為因果的，而且可能是同時發

生，simultaneously發生的。所以當你既信既解的時候，你自然就會開始學佛的過

程，開始去行、去證的了。所以我的結論就是你不需要一定尋根究底，然後才去做思

想史的功夫。你一開始就先從義理方面入手，到了你的義理能夠令你心悅誠服已經足

夠。你行有餘力然後才去涉獵思想史的問題，因為人生的時間有限。學佛除了義理要

貫通之外，還有很多事要做，就像剛才所講，世間很多事業值得大家去做。羅公常常

說，當你發菩提心，做任何一件事你都是在行佛法，只要那件事是正當的，是有益社

會的。所以我們佛教徒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是不是？不一定永遠對著書本便足夠，

是不是？我們從老師、大善知識得到義理，這個義理幫助我們建立信心。

當然追求義理是一種慧業，學佛在聞、思、修，有三摩地，你不能夠丟開慧業，

最後成佛都是要修慧。但在修慧的同時來講，六波羅密、四攝法，你有很多事可以做

的，這個是大乘的佛法。所以你每做一件事都是在增長你的智慧，把你的知識貫徹在

你現實的人生裏面，你的智慧就更加能夠增長。這個過程是互為因果的，既解又行，

解行又互相增長。而你解行越深徹，自然你的體驗就越深徹，一定是這樣。所以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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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到了某一個階段，信、解、行、證四者根本就是互為因果，還可能同時在發

生。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你可以知道有這些書，是不是？但問題就是你不需一定要

花太多時間，在現在這個時間。除非你說：『我對義理很有把握，我想看看這個源

流，追溯這個源流』，如此你可以花多一點時間下去。不然你看印順法師入門的書更

好。這個就是我的建議。」

同學：「印順法師現時在台灣還很健康嗎？」

王聯章：「聽說挺健康。我都沒有機會見到他，他隱居在台中。」

同學：「你見到他不？」

王聯章：「沒有，沒有機會見到他。」

同學：「他是台中人？」

王聯章：「他隱居在台中。」

同學：「不是台北？」

王聯章：「不是台北。」

同學：「九十幾了，是不是？」

王聯章：「恐怕有了。」

同學：「八十幾吧。」

教授：「有九十了，是不是？」

王聯章：「常常傳他自己說快要生西了，但到現在仍未生西。他謝絕見客等等。」

同學：「現在台灣的佛教很盛行。」

王聯章：「很盛行，從一個角度看就是(很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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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義理的追求，我覺得其實並不是個個地方都那麼深入，有很多仍然是求福

的，比較仍是在求福方面。但亦有一些是比較嶄新的，譬如剛才講過證嚴法師的那個

團體，慈濟功德會，就是一個很新的形象。它不重視誦經拜懺，同時它有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就是佛教的真正理想，就是它慈濟功德會的出家人，不接受供養。這個做法

可說是香港、加拿大、美國，我相信沒有一個出家人做得到，很少出家人我不敢講沒

有出家人，她絕對不接受供養。她自己的靜思精舍，我們去參觀過花蓮的靜思精舍，

很樸素的，用灰白色做的，並沒有紅牆綠瓦、金碧輝煌。那處的出家人是自己幹活

的，做蠟燭、做陶瓷、做一些營養食品來賣。我們去到說要捐錢給它供養常住、添香

燈油，諸如此類，絕對不收。她說：『你們的錢可以捐給我們醫院的基金會，我們自

己出家人有辦法賺吃的。』即是有辦法生活。你如果要護持它，便去買它的出品，買

一些蠟燭、買一些營養食品。此時候所以變了它能夠把佛教的形象，在出家人裏面完

全嶄新。其他台灣很多出家人並不是這樣的，包括星雲法師在內，他們都是拼命建骨

灰龕的，你說是不是？是的，事業沒有興旺，那些事業就非常興旺。但外道亦建骨灰

龕的，你那些又有何稀奇呢？

但佛教的出家人裏面能夠走上這樣的一條路，這是絕對是很難得的。它的傳教方

法，漸漸地我覺得它有一點和基督教(相近)。又和日蓮宗(相近)，日本的日蓮宗其實

是基督教化的佛教，有一點合流的趨勢。它就很講什麼呢？很講自己的心境，心路歷

程。有很多人，譬如有些女士，會開著 Benz(平治車)到處去募捐，邀請人加入慈濟

功德會為會員。去到有些集會，會員只是時時講她自己學佛的心態如何。

其中有一位女士，她是一個富人，就說她的丈夫其實有很多應酬的， 每逢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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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時才回家，她便大吵大鬧，在家中亂掟物件，弄至『家嘈屋閉』(家中爭端多，

不得安寧)。結果後來她接觸到證嚴法師、慈濟功德會之後，她便精神有了寄托，就

聽聽她講道理。漸漸地就不發脾氣了，不對丈夫發脾氣了。丈夫覺得很奇怪，為何太

太轉了性呢？於是問她原因，她就說她去了慈濟功德會，聽了佛經，諸如此類。丈夫

覺得很奇怪：『為何這樣好，有人那麼厲害可以度化了妳？』那個丈夫亦說：『我又

去見見這個法師。』他見完之後就發覺不錯，很感謝。於是那丈夫準備捐一點錢，並

說：『謝謝妳，教好我的太太。』證嚴法師便說：『我要收學費的。』那丈夫說：

『我識做的，我會再捐錢的。』諸如此類，很多這些生活上的例子，她只是把佛教生

活化了。而將來大家亦都值得走這條路，尤其是加拿大如此大。

譬如現在 downtown這個地方很方便，容易到來。到了更大的時候，我們便可

以分一些小組。小組，在家庭裏面，這個在基督教稱為團契。團契的劃一，譬如

Mississauga(密西沙加)區的會員，找孫錦江的家做聚會； Scarborough(士嘉堡)區

的會員，找陳嘉玲居士的家做聚會，平時可以討論一下。即是變了會員之間比較

cohesive，比較緊密，有什麼訊息大家傳遞也容易一點。來到這個會的時候，就變

了一起聽經，一起研討佛法。而平時生活起居上，有一班老友記，有一班佛友互相切

磋，互相砥礪。變了那個力量便很強，即是大家開枝散葉，一路傳開去，會員便會越

來越多。

譬如老師如果返回香港度假的時候，亦變了大家可以互相切磋，互相砥礪。就算

沒有適當的人在此處講經，大家都不會懈怠，不會荒廢道業。拿一些經典來討論，或

分開小組在各自家中作研修討論，這個亦都是一個方法。即是我舉一個例，譬如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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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個比較清新的一種做法。她同樣講道理，她出的書是講《三十七道品》。這就

證明她也有一點學問，不然《三十七道品》她是講不了的，是不是？但問題變了，因

為她針對的主要是婦孺，這個確是真的。變了她用的教法、方法，就是比較是一種生

活性的教化方法。因為台灣的社會比較緊張，商業社會，人的時間可能很寶貴。但現

在的會員事實上發展得很厲害，連政府對她都相當重視。譬如台灣的內政部長吳伯

雄，內政部長是台灣最大的部長來的，那麼多個部內政部是管警察局的，警務處是歸

它管的。吳伯雄也讚這個會。李登輝身為基督教徒，他亦都是這個會的會員。有一事

是不爭的事實，你做慈善事業是不能爭辯的，你講道理你可以爭辯。基督教說它的道

理最對，佛教又說我的道理最對，你明白嗎？但一到慈善事業，大家都是一家人，不

能爭辯。不然你說我做醫院不對嗎？是不是？基督教的人辦醫院，和佛教的人辦醫

院，都是為了救世人，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你建一尊大佛或什麼的時候，這件事未必人人共許。我曾經提出這種事，未必人

人共許。但問題是你做了一些事，是客觀對社會有益的。譬如有一天，將來如果我們

法相學會有一天辦一個佛教居士林，年紀大的人可以在那處修行的，好像老人院的那

個形式。那個時候，此事世間共許，你連外教徒都不能夠不讚的，你明白不？即是有

一個這麼好的地方，老年人可以在那裏修道，  在那裏頤養天年，諸如此類。這種方

法值得我們深思，當然我們現在安省法相學會只是剛剛起步，不可以給與太大的責

任。但問題是有朝一日，一路發展順其自然的時候，肯定會達到這一個階段，那個時

候就值得大家深思。即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但越深明佛法的人就越懂得要去做這些

事，不是只以經懺為能事，不是逢過佛誕…。這些做法是很有功德，我贊成，我還非

常贊成。不只是打齋超渡那些事，那些事非常對，但問題是不夠。因為我們想想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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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是怎樣的時代，我們聽那麼多經，知那麼多道理，我們的智慧比他人不同，是不

是？聽經來做什麼？就是智慧一定有超乎常人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們做這些事，不是

不落於流俗的事，這是我們佛教徒要深思的。其他的佛教就各種形式都有，甚至外

道，什麼都有。總言之，台灣的佛教都是很有趣的。」

同學：「我想請問你，現時天道是否很厲害？」

王聯章：「它不是稱為天道，它名一貫道。」

同學：「它已經改為天道，以前它名一貫道。」

王聯章：「香港是稱作天道，在台灣它是名一貫道的。」

同學：「一貫道，我在當地讀書的時候，它是納入取締的…」

王聯章：「一貫道又名鴨蛋教，為何稱為鴨蛋教呢？」

是因為它是主張吃長素的，但又恐怕吃素不夠營養，所以准許教徒吃鴨蛋，於是

它便稱為鴨蛋教。一貫道我沒有研究它的歷史淵源，我懷疑它和元末明初時的明教有

一點關係。白蓮教、明教那些，即是摩尼教、祆教那些有一點關係。為何會如此盛

行？這個都是政治的因素。所以佛教《廣弘明集》有一句說話，它說『道不自道，唯

王能興』。一種道理它不會自己去弘揚的，這是很有封建的色彩，但是放諸四海而皆

準，『唯王能興』。你得到政治的力量支持，就會順利很多的。所以為何以前羅馬天

主教諸如此類教廷都有兵的，Holy Croatian那個時候，黑暗時代，那些教皇要歐洲

的小國國王跪玻璃都可以的。Holy Roman Empire那時的力量有多大，羅馬教廷那

些兵，十字軍怎東征，是不是？回教徒又如何？一手拿可蘭經，一手拿劍。中國也

是，幾次三武滅佛，道教徒排斥佛教嚴格來講都是靠皇帝的力量而已。所以《廣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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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這句說話是有道理的。為何鴨蛋教現在會解禁呢？就是他出了幾個大人物。

從前台灣有一位法務部長名蕭天讚，這個人下了台，因為有一些醜聞下了台，他

就是著名的一貫道教徒。再最重要是出了一個人物，這個人物是張榮發，張榮發就是

現在長榮海運，全世界最大的 container，貨柜船公司的老闆就是張榮發。他現在還

辦了航空公司，長榮航空，Eva Air。這位人兄他的發跡史很奇怪，在打工時不知何

解突然發了達的。在船公司打工，工作時不知是否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有人懷疑日本

有一個集團名丸紅集團，Marubeni，在後面支持他。所以他現在很富有，台灣最富

有的家庭之一，他就是虔誠的一貫道教徒。而 so happen這位仁兄就和李登輝總統

很要好，所以台灣有很多傳說，又利益輸送，又有很多問題，很有爭論。變了譬如很

簡單，他根本沒有資格開航空公司，他做船務的，那有航空的經驗呢？台灣的法律規

定你一定要有一間航空公司，飛過多少十萬miles的飛行經驗，才有機會升格為國際

航空公司。

他完全可以從無到有，沒有航空公司，只是做船而已，可以開辦一家航空公司。

除了中華航空，中華航空是官方的，中國軍方的勢力。他可以開辦一家航空公司，此

事不是得到李登輝的支持，又是什麼呢？當然他都幫過李登輝，不知是在三藩市或美

國什麼城市。那時他懇求李登輝(應是李登輝懇求張榮發)，當時李登輝是副總統去訪

問那個地方，他懇求說：『台灣的長榮海運，可否把貨柜船泊到我處，因為我可以賺

稅。』船泊在碼頭可以收稅，這樣幫助我那個城市。張榮發就幫了李登輝一個大忙，

真的把他的船專登繞道泊在那個港口，變了對於台灣的外交很有幫助。可能由於這個

關係或其他私人友好關係，所以張榮發和李登輝的關係很密切。這個是台灣人盡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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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我都不是爆什麼秘聞。

因此個原因，一貫道忽然在這一、兩年間被解禁，簡直宣報可以公開信教。有一

些廟，一貫道有一些廟在台北市郊，我也去過。很大的廟，它同樣供觀音，很奇怪。

所以這些真的亂了套，在外人看來根本分不出它是什麼？但它似乎不知講什麼教理，

我都不怎麼聽到。」

同學：「它主張五教合一。」

王聯章：「可能是的。所以這個便是一貫道在台灣發跡的歷史，主要是因為人事的關

係。所以羅公有時常常講，我小時印象最深刻。他說學唯識的人是要講什麼

呢？十王大業。是不是，羅公？所以我們學佛的人，除了學佛明白道理之

外，如果有能力的話，在世間一定同樣要出人頭地，創一番事業。但這個不

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功利的心去做。當你在這個世間有點成就的時候，你

出來弘揚佛法的力量強很多，因為你說一句說話頂得上別人的一百句。因為

這個是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分量，自然很多事情便會順利得多。譬如台灣內

政部長吳伯雄，他信佛的。現在陳誠的兒子(陳誠以前)陳履安的兒子做國防部

長，他走去參禪，於是台灣便很流行參禪，因為國防部長都走去參禪，你明

白不？這些就是他搖身一變，突然之間走去參禪的時候，你說對社會的影響

有多大呢？這個世界的眾生是盲目的，所以釋迦牟尼示現人間都要先做一個

王子，是不是？道理就是這樣，窺基法師都要做將門的後代。有時是需要有

這些的，十王大業，示現在人間的時候，對於一個宗教的弘揚有一定的幫

助。雖然佛教徒不是貪著這些東西，但如果你真的為了佛教做一番事業的時

31



候， 有時你不妨有這種願力，有這種發心。這個便是我台灣的見聞便是如是

了。」

教授：「我…，去敏智法師處受戒。他個人非常好」

王聯章：「是的，很難得。」

同學：「敏智法師所以去，王聯章所以來。」

同學：「敏智法師…。」

王聯章：「哦，殊勝，殊勝。敏智法師是我的師父來的。」

教授：「我和敏智法師談過，他讓我找一個現代的人弘揚佛法，教理方面一定要用英

語講，有否聽過？」

王聯章：「這個我都未有聽過。」

教授：「何解呢？因為需要的人很多，範圍很廣…」

以上，(乙一)講了三自性和空有的關係，這個就是唯識宗的人對空和有的見解。

(乙二)解釋「唯識」這兩個字的意義。都已經解了，現在(乙三)講唯識學的源流。換

言之，即是唯識學的歷史。我分三點來講， (丙一)、(丙二)、(丙三)。(丙一)是講淵

源，唯識學的淵源。(丙二)就講唯識學有了淵源之後如何發展？一個一個階段地發

展。然後(丙三)是唯識學發展的時候，那些傳承的人物。現在我們先看(丙一)唯識學

的淵源。唯識學的淵源呢，這個唯識是佛教哲學裏面的一門學問。

這門學問它的來源是怎樣呢？有四點我們要了解的，(丁一)至(丁四)。(丁一)就講

佛教有很多經，這些經都說是釋迦牟尼佛或其他佛所講的，作為依據的。我們就要說

明唯識學是依據那些經呢？佛經有很多種，它是依據那一種經呢？而這種經的來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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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樣的呢？

如此，就指出學唯識的人所依據的經典，都不是原來真的佛所講的那個現象。就

是佛所說的經裏面，人們就把它們來結集，把他的遺教結集。所謂結集即是英文的

collection，把它來結集。結集之後便成了經藏、律藏。有些派系在經、律之外還有

一個雜藏。有些派系就經、律、論三藏，再加第四個雜藏，再加第五個禁咒藏，五藏

都有。所以其他家說一定是三藏，不過是大部分派系的，有些就講五藏的。如果那些

講五藏的，裏面就有一個雜藏。雜藏是什麼呢？就是大乘經的來源，大乘經都是從雜

藏發展而來的。現在我們要說明它，唯識宗所依的經典就是大乘經，而大乘經是依據

雜藏的，所以唯識宗的經典都是依據雜藏的。

第二、第七識的建立與解脫經的關係，作說明。普通我們世人講我們的知識，都只是講六

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個識。而唯識宗則講八個識的。八個識，即是除

了六個識之外，還要加一個第七識，再加一個第八識。這個第八識的講法，在佛家裏面其他各

派，都沒有怎麼講的，都是講六識，六個識而已。唯識宗則講八個識，八個識之中的那個第七

識；「建立」即是它安立有一個第七識。這處「建立」兩個字等於英文的 settle這個字，即是建

立一個第七識這個概念。但是根據什麼經呢？是否那些講唯識的學者憑空建立的呢？又不是，它

是根據一種經。這種經稱為解脫經。「解脫」兩個字和英文 free這個字是同一意思。為何稱為

解脫經呢？佛去世之後，那些人就結集，把很多經結集成為一個經藏。但後來又有一些人自己結

集，因為有很多人自己親自聽過佛講經，他又結集，他所結集的就變了是零零碎碎的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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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的結集，大的結集所結集出來的那些經，並沒有包括這些小本的經在內。

這些小本的經就稱為解脫經。「解脫」者即是離開，離開經、律、論三藏之外的一種

零碎的經，稱為解脫經。但這些零碎經，有些是大家都承認是佛說的，不過是沒有收

錄在那些經、律、論三藏裏面而已，這種經就稱為解脫經。即是說這種經是那些單行

零碎的經，而大家都公認它是佛說的，那些解脫經。解脫經有人把它譯為零落經，這

個譯得不好，譯作零落經。第七識的來源，其中有些是在那些零落經裏面拿來的。第

三點來源就是什麼？(丁三)種子的建立與小乘論藏之關係。佛去世後那些人結集，有

些就結集成經藏、律藏、論藏。經就完全是佛說的；律藏就是佛所訂立之戒律；論藏

有些是佛說的，有些就是那些佛弟子自己的著作。小乘很多都有論藏的，論藏裏面有

些人就建立一種學說，建立一個概念。就建立說有一種種子，種子。建立一個種子的

概念，用種子來解釋這個世界。至於種子的意義為何呢？慢一步再講。

而這個種子的學說，就是出自小乘的論藏。即是說小乘的論藏亦是唯識學的來源

之一。第四點，(丁四)第八識之建立與小乘經論之關係。唯識宗講那個很重要的第八

識，這個第八識的這種講法是什麼呢？當然是根據大乘經裏面講的，但有些人是不相

信大乘經的。它又在小乘經裏面有何來源呢？這個在小乘經裏面有多少意味講到第八

識，小乘的論裏面亦有些講到第八識的。沒有講出第八識的名稱，但它意味著有這個

第八識的。所以我們說第八識之建立和小乘的經、和小乘的論都有關係的。我下文就

逐點說明。現在第一點(丁一)說明唯識宗的人所依之經典是出自小乘的論藏。講到此

處，我就先講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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