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佛學學報第 010 期 (p147-172)： (民國 86 年)，臺北：中華佛學研
究所，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0, (1997)
Taipei: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佛法的人間性與現實性
楊郁文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p. 147

提要
一、 為了完成人格，需要作「證」自覺、覺他、覺行圓滿── 成佛；為了成佛，
需要學習佛所實「行」的道法──學佛；為了學佛，需要了「解」佛所開
示的法門──佛學；為了佛學，需要「信」受佛所說法──佛法；為了佛
法之信、解、行、證，需要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
見法涅槃。
《阿含的》「佛法」提供了建設「人間淨土」的藍圖，經營和樂「當代社
會」的根本方法；要「了解佛法」，「隨念佛法功德」「信受佛法」，「依
法奉行」乃至「圓滿沸法」。
二、 要了解、把握「佛法」︰
1. 首先需要體會佛陀說法之原則︰(1) 凡有所說法必有使聞法者得其義
利，(2) 儘可能使聞法者可愛、可意其語，(3) 從不說違反真理、實相之
語。
2. 佛陀以法說、義說、法次法說，使弟子得法饒益、義饒益、梵行饒益。
3. 說法之終極目標在於為調伏弟子令其自得究竟安穩、涅槃。

三、 佛陀開示「六念法門」，使弟子培植佛法的善根、信根；以「依法不依人」
之觀點，「念法」的重要性當為每一位佛教徒所關切。應當隨念佛法之功
德︰由世尊所善說之法是「現見的、即時的、來見的、導引的、諸識者各
自當知」。
四、 佛法以人類為本，比之於諸天，人類有其特勝。有情雖處「五濁」，依緣
生、滅，皆可淨化。認識人間、了解淨土，建設人間淨土，是為諸佛之常
法；「佛法」能圓滿之。
五、 現代機械化的工業、服務性為主的後工業，乃至國際性的資訊工業社會，
物質生活條件在改變，社會組織形態在變化，然而做人的道理及原則不變，
靈性的需求及人格的圓滿並無差別。「佛法」相應與「現代社會」，能教
化現代人，醫治「病的現代社會」。出離世俗漏習的賢人、聖者，內存無
量的慈、悲、喜、捨四等心，外以善巧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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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語、利行、同事四攝法，攝受教導眾生；則人間得以淨化，人人過著安
和樂利的生活。這是最理想又實際可實現的真、善、美的現代社會。

本文曾於 1997 年 7 月 19 ～ 21 日 「第三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口頭
發表。
關鍵詞：1.佛法

2.說法

3.念法

4.現法

5.人間

6.五濁

7.清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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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法」
為了完成人格，需要作「證」自覺、覺他、覺行圓滿──成佛；為了成
佛，需要學習佛所實「行」的道法──學佛；為了學佛，需要了「解」
佛所開示的法門──佛學；為了佛學，需要「信」受佛所說法──佛法；
為了佛法之信、解、行、證，需要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內正思惟、法
次法向、見法涅槃。[1]唯有開法眼，部分見法涅槃者，得三結斷，參預
聖流──成為入流者；此後，修習淡薄貪、瞋、癡──成為一來者，斷除
五下分結──成為不來者，乃至五上分結盡，自己由聲聞道完成覺悟──
成為三菩提的正覺者。[2]繼續福、慧雙修，學習開覺其他有緣眾生，乃

至覺、行圓滿──成就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而莊嚴淨土，成熟有情世
間。以上，是筆者所信受、了解、奉行而願證成的「佛法」。
《阿含》所說「佛法」多義，有廣、有狹。諸如︰
「佛」所覺悟的「法性」──緣起法──是最狹義的佛法，未開法眼的凡
夫難見、難知的佛法；[3]
「佛」所覺知的「法相」──意境法[4]♣──是最廣義的佛法，不具慧眼
的愚癡者，難於如實知見；[5]
「佛」所開示的「法語、法義」──文義法♣──是一般人所了解、所指
稱的佛法；[6]
「佛」所勸導的「法依」──歸依法♣──是一般人忽視、不實行的佛法；
[7]
「佛」所賜與的「法施」──甘露法、涅槃法──是四雙八輩聖人受益的
佛法。[8]
「佛」所修成的「法身」──五分法身──是佛陀自受益的佛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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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佛學會議的主題「人間淨土與現代社會」，即以《阿含》的「佛
法」提供建設「人間淨土」的藍圖， 經營和樂「當代社會」的根本方
法──需要具足「了解佛法」，「隨念佛法功德」，「信受佛法」，「依
法奉行」乃至「圓滿佛法」。然而，首先所要了解的是佛陀教化的原則、
方式及其終極目標。

二、 佛陀教化的原則、方式及其終極目標
(一) 佛陀教化的原則
要明白、把握「佛法」，首先需要體會「佛陀的教化原則」[10]學生跟
隨老師學習，最好能掌握導師教化的通則、方式及其終極目標；能如此
學習，才能究竟事功（實非事倍功半，亦非事半功倍）。如《長 .17 清
淨經》所示︰

如來於彼過去事，若在目前，無不知見；於未來世，生於道智。過去
世事虛妄、不實、不足喜樂、無所利益，佛則不記；或過去事有實、
無可喜樂、無所利益，佛亦不記；若過去事有實、可樂，而無利益，
佛亦不記；若過去事有實、可樂、有所利益，如來盡知，然後記之。
未來、現在亦復如是。[11]
表解如下︰
過去事、現在事、未來事 實 可樂 利益

佛記說

(1)

─

─

─

→佛則不記說

(2)

+

─

─

→佛則不記說

(3)

+

+

─

→佛則不記說

(4)

+

+

+

→佛則記說之！

南傳相當的《M. 58 Abhaya-rājakumāra-suttanta（無畏王子經）》︰
(1)
" Yaṁ Tathāgato vācaṁ āāti abhutaṁ ataccahaṁ anattha-saṁhit
aṁ,
（如來知其語為不真、非實、不具義，）sā ca presaṁ apiyā amanāpā,
（又，他人對其『語』不可愛、不可
意， ） na tam Tathāgato vācaṁbhā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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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不說此語也。）
(2).....(3).....(4).....(5).....
(6) yañ-ca kho Tathāgato vācaṁ jānāti bhaūtaṁ taccahaṁ attha
saṁhitaṁ,（如來知其語為真、實、具義，）
sā ca paresaṁ piyā manāpā,（又，他人對其 “語＂ 可愛、可意）
tatra kālaññu Tathāgato hoti tassā vācāyaveyyākaraṇāya.（於此
時，如來是知適時者而記說其語也。）Taṁ kissa hetu ?（何以故？ ）
Atthi rājakumāra！Tathāgatassa sattesu anukampâti.（王子！如來
於諸有情有悲愍心也！）[12]
表解如下：
狀況

bhūtaṁ taccahaṁ atthasaṁhitaṁ
真(語)

實(語)

義(語)

piyā

manāpā veyyākaraṇa

可愛(語) 可意(語)

記說

(1)

─

─

─

─

─

→不語

(2)

+

+

─

─

─

→不語

(3)

+

+

+

─

─

→語之！

(4)

─

─

─

+

+

→不語

(5)

+

+

─

+

+

→不語

(6)

+

+

+

+

+

→語之！

如經文所示，釋尊說法之第一原則是︰凡有所說法，必有使聞法者得其
義利。第二原則是︰所說法儘可能使聞法者可愛、可意其語；對其有義
利然而忠言逆耳者亦說之。第三原則是︰從不說違反真理、違背實相之
虛妄、不實之法語。又，《雜 404 申恕林經》如此說明︰
爾時，世尊與諸大眾到申恕林，坐樹下；爾時，世尊手把樹葉，告諸比
丘︰「此手中葉為多耶？大林樹葉為多？」比丘白佛︰「世尊手中樹葉

甚少，彼大林中樹葉無量，百千億萬倍，乃至算數，譬類不可為比。」
（世尊言︰）「如是，諸比丘！我成等正覺自所見法，為人定說者，如
手中樹葉；所以者何？彼法義饒益、法饒益、梵行饒益，明、慧、正覺、
向於涅槃。如大林樹葉，如我成等正覺自知正法，所不說者亦復如是。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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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為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mā-sambodhi 無上等正覺）
之現正覺者（abhisambuddha ），[14]全名宜為阿耨多羅三藐三佛陀
（anuttara-sammā-sambuddha 無上等正覺者）。釋尊五眼[15]所對境
界為凡夫所不可思議[16]，佛所知、所見為無量、無有邊際、非算數所
及；釋尊四十五年間為眾生所開示之三藏、九分教、十二部經，為數亦
難計。然而，佛不得已，在《申恕林經》以譬喻表示佛所知正法而不曾
說者與所說正法之比例為︰整座樹林之樹葉量與一把掌樹葉量相比。更
值得注意者，釋尊為人決定說法者︰「彼法義饒益、法饒益、 梵行饒
益，明、慧、正覺 、向於涅槃。」南傳相當的《S. 56, 31Siṁsapā （申
恕樹經）》經句如下︰
Etaṁ hi bhikkhave atthasaṁhitam, etam ādibrahmacariyakam, et
amnibbidāya nibbān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upasamāya abhiññaya
sambodhāyanibbānāya saṁvattati.（諸比丘！斯（余所說法）實
是義相應，斯是梵行之初，斯乃導致厭患、離貪、滅盡、寂止、證智、
正覺、涅槃也。）[17]
(二)佛陀教化眾生的方式
吾人如果對「佛陀教化的方式」[18]加以了解︰從佛之「(1)法說」如實
知，則得「法饒益」；從佛之「(2)義說」」如實解，則獲「義饒益」；
從整個道次第之「(3)法次法說」如實而行，則逮得「梵行饒益」。換句

話說︰以佛法之聞、思、修、證，開法眼，清淨聖慧眼，具足「聖、出
世間的正見」；由此正見，開導「聖、出世間的正志」──厭患有漏；
依此正見、正志，策勵「聖、出世間的正行──正語、正業、正命、正
方便、正念、正定」；藉此「聖、出世間的八支道──三無漏學」導致
厭患、離貪、滅盡、寂止、證智、正覺、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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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陀教化眾生的終極目標」
「涅槃」為「佛陀教化眾生的終極目標」如《雜 110 薩遮經》釋尊為
火種居士所說︰
世尊覺一切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令得安隱、令得無畏、調伏寂靜、
究竟涅槃； 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說法。[19]
發展中的佛教（阿毘曇、大乘、祕密大乘佛法）對涅槃容或有歧義，早
期佛法中，尊者舍利弗對涅槃之義說如下︰
閻浮車問：「舍利弗！謂涅槃者，云何為涅槃？」
舍利弗言︰「涅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切諸煩惱永
盡，是名涅槃。」
復問︰「舍利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涅槃耶？」
舍利弗言︰「有，謂八正道──正見......乃至正定。 」[20]
釋尊更開示「涅槃」為「無為法」之同義語︰
爾時，世尊告諸比丘︰「當為汝說無為法，及無為道跡，諦聽、善思！」
「云何無為法？」
「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一切煩惱永盡，是無為法。 」
「云何為無為道跡？」
「謂八聖道分──正見、正志（麗本誤作︰「智」；宋、元、明三本誤
作︰「止」）正語、正業、正命、正方便、正念、正定，是名無為道跡。」......

如無為，如是難見、不動、不屈、不死、無漏、覆蔭、洲渚、濟渡、依
止、擁護、不流轉、離熾焰、離燒然、流通、清涼、微妙、安隱、無病、
無所有、涅槃，亦如是說。[21]

p. 154

吾人可以了知涅槃為三乘同修「聖、出世間八正道」之成果，作證「無
為法」的道果。
1. 所謂「無為」，義同「無漏、不動、不屈、無病、不死、無所有、不流轉、離
熾焰、離燒然、難見」，屬「遮詮」修習佛法的究竟功德，指出聖人的身、心
狀態是「沒有漏的作為」，「沒有漏的生、住、異、滅」，「沒有漏的生、老、
病、死」；所謂「涅槃」，指示滅盡「一切有漏的惑染、惡業、苦報」，並非
「灰身滅智」，如釋尊在菩提樹下即證完滿的「般涅槃」。
2. 若以「表詮」修習佛法的究竟功德，則以「覆蔭、洲渚、濟渡、依止、擁護、
流通、清涼、微妙、安隱」詮說之。 [22]

人間淨土之建立，需要推行聖、出世間八正道──涅槃道，使人心淨化
無染，身、心沒有十惡業的活動，沒有有漏的疾病及生死；身、心與環
境互動──「隨其心淨，則國土淨。」人人能由學習佛法，清淨聖慧眼，
現觀緣起性、無常性、有漏苦性、無我性、無生性等，滅盡貪、瞋、癡；
以無貪、無瞋、無癡之無漏的十善業道生活。「內」具慈無量、悲無量、
喜無量、捨無量──四等心，「外」以布施、愛語、利行、同事──四攝
事，維繫人（有情）際關係；則理想的又實際的真、善、美的現代社會
可以確立。

三、「念法」
釋尊對具有善根者，說施、說戒、說生天法等等，使聞者建立正確的初
步的染、淨因、果觀念； [23] 善根具足者，則介紹佛、法、僧及聖所
施設戒的功德為主的「六念」 [24]，使弟子培植佛法的信根，成就四不
壞淨。以「依法不依人」之觀點點，念法的重要性，超過念佛、念僧；
因此，「念法」當為每一位佛教徒所關切。
(一)法是善說

隨念佛法之功德，首先認識︰釋尊一代教法，都是「善說
（ svakkata ［ (A) iii. 285-11］）」，經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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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諸比丘︰「我今當為汝等說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
後語亦善，善義、善味， 純一、滿淨、 清白梵行。...... 」 [25]
So dhammaḥ deseti: ādi kalyāṁaḥ majjhe kalyāṃaḥ pariyosānak
alyānaṃaḥ
（彼說法︰於初 " 說法 " 善巧、 於中 " 說法 " 善巧、於末後 " 說
法 " 亦善巧。）
sātthaḥ, savyañjanaḥ ( 有義利、 有文采，）
kevalaparipuṃṃaḥ parisuddhaḥbrahmacariyaḥ pakāseti. （闡明全
部圓滿遍淨之梵行） [26]
所謂「善說」，指所說為「善」；而佛法對「善」所下定義為──得可
愛、可念、可意果為善。 [27]廣義地說，天道、人道，比對三惡趣，固
然是善趣，因為屬可愛、可念、可意的果報；但，有漏的人、天脫離不
了五道輪迴，於惑、業、苦三道輪轉不息，所得之善果是短暫的、低俗
的、有漏的，甚至成為無明、渴愛、惡業之因素。狹義地說，以人、天
身分行涅槃道， 所得離欲樂、遠離樂、寂滅樂、菩提樂[28]，才是究竟
可愛、可念、可意果；是如法，得以維持長久的、聖人的、無漏的，滅
盡無明、渴愛、惡業，乃至解脫一切有漏的苦報。
釋尊於波羅木奈國仙人住處鹿野苑中，初轉法輪──對四聖諦三轉十二
行相──，是善說；於拘尸那竭城，本所生處娑羅園中雙樹間，瀕臨滅
度時，交待遺言︰「比丘！無為放逸！我以不放逸故，自致正覺，無量
眾善亦由不放逸得；一切萬物無常存者，此是如來末後所說。」是善說；
於其中間四十五年遊行教化，凡有所說，導向涅槃、導致涅槃，是為善

說。所說「法說」得「法饒益」，「義說」得「義饒益」，「法次法說」
得「梵行饒益」；是故，具足「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清白梵行」。
復次，聲聞弟子由聽聞佛法，能生正見、正志，願成就「厭、離欲、滅
盡、寂靜法」者， 才是「多聞者（ bahussuta）」。[29]信受佛法的弟
子，具正見、正志，於有漏的身、心，得以正法奉行──正語、正業、
正命、正方便、正念、正定、正智──向厭、離欲、滅盡（諸漏），才
是名符其實的「法次法向者（ dhammânudhamma-paṅipanna 向法次
法之修道者）」。[30]如實次第修習佛法，即於行道過程，逮得厭、離
欲、滅盡、不起諸漏、心正解脫，是名「比丘見法涅槃者
（diṅṅhadhamma-nibbāna-patta-bhikk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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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世得證涅槃的比丘）」。唯有於人間現法涅槃者，才得善利，究竟善
趣。[31]
(二)法是實用
前面提到如來說法，首要為法饒益、義饒益、梵行饒益；從聞法、思法、
修法，得到證實佛法應用於日常生活、宗教生活，如法者即此身、心與
環境互動中斷除渴愛、轉去諸結、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32]「六念
法門」之念法，雖然為「增上心學」，修心、修定之主要方法；[33]對
初學凡夫者之「增上善學」，建立善根之端正法；[34]由內凡轉為聖者
之「增上信學」，確立信根不壞，更需要如法念佛、念法、念僧、念聖
所施設戒之功德，成就清淨信。[35]
唯有「四不壞淨」成就者，纔能真正、確實地修習「三無漏學」，逮得
(1)戒清淨（日常生活具足善行而無惡業）、(2)心清淨（宗教生活具足
止觀等持）、(3)見清淨（生活過程中，現觀緣起性、相，現觀諸行無常
性、有漏皆苦性、諸法無我性、涅槃無生性）、(4)解脫清淨（由於成為
須陀洹而斷三結，成為斯陀含而貪、瞋、癡薄，成為阿那含而五下分結
斷，成就阿羅漢而五上分結斷乃至諸漏盡、究竟苦邊）。[36]
由「四聖諦法門」現觀「苦」性得以透視苦因，把握一切苦報由苦因所
「集」起（非自生、非他生、非自他共生、非無因生），無例外；如此，

即可見「滅」苦之可能性，才會、有可能找出消滅惑、業、苦的方法──
「道（聖、出世間八支道）」。
由「隨念法（dhammaḥ anusarati）」而確立佛法的正見，由正見開導
正志，依正見、正志策勵正行，掌握實際有效的方法於生活中；即生活
而修行，藉修行而過活，可以莊嚴「人間淨土」，成熟「眾生世間」──
真、善、美的聖人賢達的社會。
有關專心從事「念法」有諸多經教，例舉如下︰
《雜 931 經》「聖弟子念於法事︰世尊法、律，現法能離生死熾然、
不待時節、通達、現法［觀察］、緣自覺知。聖弟子如是念法者，不起
貪欲［纏、不起］[37]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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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癡［纏，其心正直，得如來正法，於如來正法得隨喜心；隨喜心已，
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樂；覺受樂已，其心定；心定
已，彼聖弟子於兇嶮眾生中，無諸罣閡，入法流水，］乃至［念法所熏，
昇進］涅槃。」[38]
《 A 6.10 Mahānāma 經》Puna ca paraḥ Mahānāma（復次，摩訶
那摩！）ariyasāvako dhammaḥ anusarati: （聖弟子隨念法︰）
'svâkkhātoBhagavatā dhammo（「由世尊所善說之法是」
sandiṅṅhiko （現見的）akāliko（即時的）ehipassiko （來見
的） opanayiko（導引的） paccattaḥ veditabboviññūhii ＇ ti （諸識
者各自當知的也。」云云）
Yasmiḥ Mahānāma samaye ariyasāvko dhamaḥ anussarati,（摩訶
男！凡是聖弟子隨念法時，）
nev＇ assa tasmiḥ samaye rāgapariyuṅṅnhitaḥ cittaḥhoti.（即於此

時， 彼之心不為貪所纏、）na dosapariyuṅṅhitaḥ cittaḥ hoti,（心不
為瞋所纏、） na mohapariyuṅṅhitaḥ cittaḥ hoti,（心不為痴所纏，）
ujugatam ev＇ assa tasmim samaye cittam hoti dhammam arabb
ha. （即於此時， 彼依 (( 隨念 )) 法，心與質直關
聯。） Ujugatacitto kho panaMahānāma ariyasāvako labhati attha
vedaḥ,（摩訶男！再說，心質直的聖弟子得義之信
受） labhati dhammavedaḥ,（得法之信受，）
labhatidhammûpasaḥhitaḥpāmujjaḥ,（法饒益者得歡
悅，） pamuditassa piiti jaayati, （歡悅者生喜行，）
pitimanassa kāyo passambhati,（意喜者之身輕安，）
passaddhakāyo sukhaḥ vediyati,（身輕安者感受樂，）
sukhino cittaḥsamādhiyati. （樂者之心等持之。）[39]
《雜 550 經》「聖弟子念於正法──念於世尊現法律離諸熱惱、非時、
通達、即於現法、緣自覺悟。 ──爾時，聖弟子念正法時，不起欲覺，
瞋恚、害覺；如是聖弟子出染著心。何等為染著心？謂五欲功德；於此
五欲功德離貪、恚、癡，安住正念正知，乘於直道，修習念法，正向涅
槃。是名如來、應、等正覺所知所見，說第二出苦處昇於勝處，一乘道
淨於眾生，離苦、惱，滅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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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得如實法。」[40]
《別譯雜 187 經》「云何念法？如來所說勝妙之法，等同慶善，現在
得利，及獲得證，離諸熱惱、不擇時節、能向善趣、現在開示......乃
至智者自知，是名念法。」[41]

《中 128 優婆塞經》「白衣聖弟子念法──世尊善說法，必至究竟無
煩、無熱，常有不移動、如是觀、如是覺、如是知。──如是念法已，
若有惡欲，即便得滅；心中有不善、穢汙、愁苦、憂慼亦復得滅。白衣
聖弟子攀緣法，心靖得喜，若有惡欲即便得滅，心中有不善、穢污、愁
苦、憂慼亦復得滅。」[42]
《雜 554 經》「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訶梨聚落主）長者言︰『汝當依
此四不壞淨，修習六念。長者當 (1)念佛功德︰......。(2)念法功德︰
於世尊正法律──現法、離諸熱惱、非時、通達、緣自覺悟。....... 』」
[43]
(三)「念法」經文「關鍵詞」義釋
1
「善說（svākkhāta）」佛法是善說的︰參閱前已述「(一)法是善說。」[44]《瑜
.
伽師地論》彌勒菩薩解釋︰「善說者，文義巧妙故。」〈大 30 〉766c-13 指
釋尊凡有所說悉有文、有義，文、義皆巧妙導致涅槃，故曰善說。
2
「現法（sandiṅṅhika現見的）」佛法是現見的、現世作證的︰
.
sandiṅṅhika[sam-di.t.tha-ika＜saḥ- √dṣś] (1)其字義為︰現見的、現世的、現
證的；(2)其法義為︰自己當見的（samamdatthabbo）。如《清淨道論》所云：

Sandiṅṅhiko＇ ti ettha pana （在此且說，所謂「現見
的」，） ariyamaggotāva attano santāne rāgâdinaḥ abhāvaḥ kar
ontena [ ariyapuggalena] （指「聖道」是於自己相續上維持無貪 "
瞋、癡 " 等之聖人） sāmaḥdaṅṅhabbo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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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IṬṬHIKO.（親自當見者， 故曰︰當自現見的 "法 "。）[45]

(1)

佛音論師認為︰「現見的」指諸聖者「當親見的」是ariyamagga（聖道）；
Guṃ-abhadra法師所譯《雜 931 經》相當的詞彙指的是「世尊所說法、律」
，
「現法（現世）能離生死熾燃者」。依據《雜 912 經》即指「八聖道」︰

聚落主！為欲貪障閡故，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
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瞋恚、（愚）癡所障，或欲自害、或
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若離貪障，
不欲方便自害、害他、自他俱害，不現法、後世受斯罪報，彼心、
心法常受喜樂；如是，離瞋恚、愚癡障閡，不欲自害、不欲害他、
自他俱害，不現法、後世受斯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安樂，於現法
中遠離熾然、不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現身（「現身」原文作︰
「身現」）、緣自覺知。聚落主！如此現法永離熾然、不待時節、
親近涅槃、即此現身、緣自覺知者， 為八聖道──正見......乃
至正定。[46]
然而，《瑜伽師地論》分解相當之經文為「現見」及「無熾然」︰

當知八聖支道法最勝無罪，謂於現法煩惱有、無，善分別故，名為
「現見」；能令煩惱得離繫故，名「無熾然」。[47]
(2) 佛音論師又說是以觀察智「當自己現見的」出世法︰

Navavidho pi lok' uttaradhammo yena yena adhigato hoti,
（無論哪位證得九種出世法 [48]
者，） tena tena para-saddhāya gantabbataḥhitvā,（即彼捨斷
前往信他" 教 " 已，）
paccavekkhaṃañāṃena sayaḥdaṅṅhabbo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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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IṬṬHIKO.（以觀察智當見自家 "正法"，故曰：當自己現見
的 "出世法"。）[49]

3

「非時、不待時節（akaalika即時的 ）」佛音論師如是釋︰

Attano phaladānaḥ sandhāya （關於 "作為出世間法之聖道修習"
自己齎與 "沙門" 果， ） nâssa kālo ti akālo;（不必多費時，謂之
「非時」也；）akālo yeva akāliko.（而且，「非時」就是「即時的」。）
[50]
然彌勒菩薩在《瑜伽師地論》︰
(1) 「攝事分」解釋為「應時」皆可修習︰

若行、若住、若坐、若臥，一切時中皆可修習、易修習故，名為應
時。[51]
(2) 在「攝異門分」又解說為不受有漏的三世之限制︰

無時者，出三世故。[52]
此二釋，顯然與佛音論師之解釋有不同，佛道是適時、合機立刻施行，「不必
經久，即時導致成效（道果）。」彌勒菩薩認為修道，任何時刻皆可修習，「無
有三時──過去、未來、現在──之某時的設限，應時即可。」
釋尊說法是應時語、實語、義語、利語、法語、律語，所示道法是實際可行，
而且立即有效果（道果）。不像一般事物由計畫、施行到完成，需要經歷長久
的時間；也不像種植由播種、耕耘到收獲，需要配合特定的時節。依佛法斷除
惑、業，是「不待時節的」，是需要當機立斷，隨順對治之緣，而即刻可證得
成果，是「不費時的」。
4
「現前觀察（ehipassika來見的）[53]佛法的「出世法」是不共外道、異學的實
.
際有用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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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廣為宣揚的。佛音論師有如是釋：

Ehi, passa imaḥ dhamman ti （「來吧！ 看此法吧！」云
云） evaḥpavattaḥehi-passa-vidaḥ arahatî ti EHIPASSIKO.（值
得如是宣說︰「來吧！看吧！」如此言說故，謂「來見的」。）
Kasmā pan' esa taḥ vidhiḥarahatî ti? （然則， 何故此 "出世法"
值得如此言「來吧！看吧！」耶？ ）Vijjamānattā（現實存在故，）
parisuddhattā ca. （又， 遍淨故也。）[54]

「現前觀察」在《雜 215 經》作︰「即此見」為 ｀ehipassika＇ 之意譯。
對此句，《瑜伽師地論》有二說︰「不共一切諸外道故，名『唯此見』。」

〈大 30〉766c-11f.
〈大 30〉811a- 8f.「『難見』者，天等趣中不可見。」
顯然，彌勒菩薩有不同的見解，認為根機不合之眾外道、諸天，難如實知、如
實見佛所說法。
佛法應用於生活上，解脫惑、業、苦，是實際可行而究竟有功效的；並非催眠
暗示、幻術轉移情結、藥物麻醉身心，而得短暫的「假解脫」。依聖、出世間
八支道，成就九出世法，實踐而得實證身、心遍淨；如此實存、實用的法寶，
是值得來看的！當現前觀察的！
5
「通達（opanayika導引的）」道法通達道果。佛音論師如此解釋︰
.
(1)

Upanetabbo[grd.]tiopanayiko.（必須引起的，故曰導引的。）[55]
指出世法──四向、四果及涅槃──是應當引生的；果法及涅槃是由道法
「導致的成果」。

(2)

Upaneyyo[opt.]evaopanayiko.（能引起的，故曰導引的。）[56]
指聖道──聖、出世間八支道──是能引生聖果；聖、出世間八支道，是
通達道果及涅槃的「導引的方法」。彌勒菩薩同此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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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諸識者）緣自覺知（paccattaḥveditabboviññūhi諸識者各自當知的）」出
.
世間道及出世間果法為諸開法眼、清淨聖慧眼，得三菩提者各自證知的。佛音
論師如是釋︰

Paccattaḥ veditabbo viññūhî ti （所謂︰「諸識者各自當知的。」）
sabbehi pi ugghaṅitaññū-adīhi viññūhi（指一切睿智之識
者） attani attaniveditabbo:（各各自己應當知道︰）
── bhāvito me maggo, （余已修習道
也， ） adhigataḥ phalaḥ （已得道果也， ） sacchikhato nirodho ti.
（已作證滅盡 "貪、瞋、癡、一切諸漏" 也。）[58]
「諸識者緣自覺知」彌勒菩薩如是釋︰

遠離信他、欣樂、行相周遍尋思、隨聞所起、見審諦忍，唯自證故故，
名內所證。（攝事分） [59]
內自所證者，唯信他（......）等不能證故；諸有智者，為學、無學。
（攝異門分）[60]
彌勒菩薩指「諸識者（vinnuhi）」是學人及無學者，亦即成就四沙門果之聖人，
他們對佛法並非唯有依隨聞、依愛好、依信經典、依說者堪能──聞量──，
以邏輯、以方法學──比量──，以行相遍尋、以見審諦忍──凡夫意識現量
──；是以正確的般若慧如實知、如實見佛法。凡夫之聞量、比量、現量，都
可能有心識之「非量──不正確的度量」
；聖人之般若慧所證知者，雖然經「聞、
思、修」，不離「聞量、比量、現量」，然無「非量」之有漏的心識存在。

(四)隨念佛法
能根據「念法」之法說、義說，隨時、順機、合宜地憶念佛法功德、了
解佛法功德、掌握佛法功德、開發佛法功德、成就佛法功德，則「五陰
世間（個人與環境）」清淨無染，以及「有情世間（社會人際關係）」
安和樂利；即此現世、當下可完成。不必期待於難把握的來生，祈求到
達難為現在六根所觸對的他方世界，才完成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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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修、證佛法的功德。

四、「人間淨土」
認識人間、了解淨土，建設人間淨土，是為諸佛之常法。
(一)「人間」與「天上」的比較
１. 「人間」

「人間」有歧義，暫時界說為︰五道（或六趣）之一的人類，其身、心
以及身、心活動的時間與空間，名曰「人間」，或曰「人世間」。《雜
210 經》指出︰
莫樂莫苦！所以者何？
有「六觸入處地獄」，眾生生彼地獄中者，眼所見不可愛色，不見可愛
色；見不可念色，不見可念色；見不善色，不見善色。以是因緣故，一
向受憂苦。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識法......
有「六觸入處天」，有眾生生彼處者，眼見可愛，不見不可愛；見可念
色，非不可念色；見善色，非不善色；以是因緣故，一向長受喜樂。耳
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所識法.....［亦復如是 ］。[61]
比較上舉經文，地獄趣之眾生六觸皆不可愛、不可念、不善六外處，而
一向受苦；天趣之眾生六觸皆可愛、可念、善六外處，而一向受樂。我
們可以推斷「六觸入處人間」，眾生生彼人中者，眼所見或可愛、或不
可愛、或可不可愛色；見或可念、或不可念、或可不可念色；或見善色、
或見不善色、或見善不善色。以是因緣故，或受喜樂、或受憂苦、或受
不苦不樂。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識法......或受喜樂、或受憂苦、
或受不苦不樂。此說明「非一向受憂苦、非一向受喜樂，亦苦、亦樂、
亦不苦不樂的範疇」，即是佛法的「人間」。
《長 30 世記經》指出閻浮提──人類居處──人之殊勝︰
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
能造業行；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行；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

以此三事勝拘耶尼。......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忉利天、焰摩天、兜
率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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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據此，在《佛法概論》第三章「有情──人類為本的佛法」歸
納出「人類的特勝」； [63]今筆者表解如下︰

２.「天上」

異學外道皆以天為嚮往之處；事實上，人間反為諸天的善處，為何如此？
如《增一阿含經》所開示︰
一比丘白世尊言︰「三十三天云何得生善處？云何安處善業？」
世尊告曰︰「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得善利者生正見家，與善知識從事，
於如來法中得信根，是謂名為快得善利。彼云何名為安處善業？於如來
法中而得信根，剃除鬢、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彼以學道，戒性具足，
諸根不缺，飯食知足，恒念經行，得三達明，是謂名為安處善業。」[64]
而且，天為「八難」[65] 之一。如經所說︰
如來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如來之所行；］然此眾生在長壽
天上，不聞（佛法）、不睹（如來），是謂第四之難也。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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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難」，指如來出現人世間，廣演法教得至涅槃，得成無上等正覺；
而眾生難（ㄋㄢˊ）得見佛、聞法、修道、解脫，永處災難（ㄋㄢˋ）

之中。所以正信佛法的聖弟子，應當不嚮往「天上」一向受樂， 而處
於與佛法「非時不會合（akkhaṃa asamayā）的世間」。何況釋尊特
別提醒︰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來（法）得出家
為善利，而得三達；所以然者，諸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是
故比丘，於此命終當（♣勿）生天上。」爾時，彼丘白世尊︰「云何比
丘當生善趣？」世尊告曰︰「 涅槃者即是比丘善趣。汝今比丘當求方
便得至涅槃。如是比丘當作是學。」[67]
廣義地說︰人趣為「善趣」；狹義地說︰於人間聞、思、修、證佛法，
作證涅槃，為「究竟善趣」。是故，「即人身修成佛果，即人間莊嚴淨
土、成熟眾生。」當為與釋尊本懷相應。
(二)「淨土」與「穢土」的分別
淨土法門之經典，指出「淨土」境界是無惑、業、苦，究竟清淨安樂；
相對於淨土之環境，往往以充滿惑、業、苦之「五濁」稱呼記述。早期
佛法，有敘述由九淨勤支、十正行成就涅槃清淨安穩，為身、心究竟樂
住之境界；並無施設「淨土」一詞，然而「五濁」名相已出現在經典中。
由「五濁」之認識，或可了解「淨土──無五濁」之意含。
１.「五濁（穢土）」

命濁、煩惱濁、劫濁、眾生濁、見濁等五種濁之名相，早就出現於《雜
阿含 906 經》及《別譯雜阿含 121 經》；可是南傳相應部相當的
《 Saddhamma-paṭiruupaka （像法 "經"）》並沒有提到「五濁」。《雜
阿含 906 經》在九分教，屬「記說」之體裁，比「修多羅」及「祇夜」
後出之經教，不在「原始相應阿含」之內。北傳在此後結集《雜阿含經》
時，收入有關「五濁」與釋尊「多為聲聞制戒，而諸比丘少樂習學」，
以及佛法之「相似像法」出現於世等等說法。「五濁」本為描述眾生心
態及生存環境的惡化，有此五濁之眾生，惡法增長、善法退減；因此，
佛為諸弟子多施設戒條，而弟子不喜歡依學處修習。如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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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摩訶迦葉......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世尊先為諸聲聞少制
戒時，多有比丘心樂習學；今多為聲聞制戒，而諸比丘少樂習學？」佛
言︰「如是，迦葉命濁、煩惱濁、劫濁、眾生濁、見濁眾生，善法退減
故，大師為諸聲聞多制禁戒，少樂習學。迦葉！譬如劫欲壞時，真寶未
滅，有諸相似偽寶出於世間。偽寶出巳，真寶則沒。如是，迦葉！如來
正法欲時，有相似像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68]
五濁之中主要為「見濁、煩惱濁、眾生濁」，說明惡弟子身、心混濁，
邪見、煩惱漏習雜染；因此，惡法增長、善法退減、少 樂習學， 更使
佛正法也不能久住。《別雜 121 經》中內容，可能成為發展中佛教解
釋「三濁」的內容。
迦葉！當知譬如海中所有船舫，多載眾寶，船必沈沒；如來教法亦復如
是，以漸滅沒。如來正法不因地沒，亦非水、火、風之所壞，若我法中
生於惡欲行、惡威儀，成就眾惡；法，言非法；非法，言法；非是毘尼，
說言毘尼；犯，說非犯；非犯，說犯；輕罪，說重；重罪，說輕。如斯
之事出於世者，皆由像法句、味相似，令佛正法漸漸滅沒。
迦葉！當知有五因緣能令法滅，一切咸共，忘失章句，善法退轉。何等
為五？(1)不恭敬佛、不尊重佛、不供養佛、不能至心歸命於佛， 然復
依止佛法而住。(2)不敬法、不尊重法、不供養法， 於正法中不能至心，
然依法住。(3)不恭敬戒、不尊重戒、不供養戒、 不能至心持所受戒，
然依戒住。(4)不恭敬教授、不尊重教授、不供養教授、不能至心向教
授者，以不恭敬、尊重、供養亦不至心向教授故，然復依此教授而住。
(5)於同梵行佛所讚者，不恭敬、不尊重、不供養、不能至心禮拜問訊，
然猶依彼而得安住。迦葉以此上來五因緣故，能令正法漸漸滅沒、衰退、
忘失。[69]
上引經中所說「我法中生於惡欲行、惡威儀，成就眾惡。」屬「煩惱濁」，
由思惑而造作諸惡業。「法，言非法；非法，言法；非是毘尼，說言毘
尼；犯，說非犯；非犯；說犯；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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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重；重罪，說輕。」屬「見濁」，不具正見，而邪見橫生。「不恭敬、
不尊重、不供養佛、法、僧、戒、教授者，不能至心歸命於佛、法、僧、
戒、教授者，然復依止佛、法、僧、戒、教授者而住。」屬「眾生濁」，
眾生不具正信、不尊重說法者、不能奉行正法，然以相似像法之邪見橫
行。

「劫濁、命濁」與「三中劫」及壽命減少有關。如《世記經‧三中劫品》
所示︰
佛告比丘︰「有三中劫，何等為三？一名、刀兵劫，二名、榖貴劫，三
名、疾疫劫。云何為刀兵劫？此世間人本壽四萬歲，其後稍減壽二萬歲，
其後復減壽萬歲，轉壽千歲、轉壽五百歲、轉壽三百歲、二百歲，如今
人壽於百歲少出多減，其後人壽稍減當壽十歲。[70]
成、住、壞、空之世界，在減劫之時期，「三中劫」發生之後，已進入
「劫濁」──很長時間，有情世間乃至器世間處於汙染不淨之環境；大
部分的人類壽命減少到一百歲以下，則得「命濁」之名。
２.「淨土」

《阿含》以「五濁」稱呼眾生──五濁眾生（《佛說七佛經》〈大 1〉
p. 150c），指身、心不清淨者之心態為主，兼指住於壞劫而壽命漸短之
時、空；《悲華經》以「五濁」稱呼世間為 「五濁惡世」（〈大 3〉
p. 199b）或 「五濁世界」（〈大 3〉p. 194a），泛指一切有情，處
於五濁充滿的世間。整個器世間處於壞劫之變化（劫濁），人類平均壽
命處於減劫（命濁），這兩種情況，具有龐雜的因素所成，人力是難以
改變。知、情、意之雜染，邪見、惡情、歹意凡夫難改，可是賢聖者能
使之淨化。亦即人類身、心所起「見濁、煩惱濁、眾生濁」可以清除，
祇要人人依「聖、出世間八支道」「十法行」「人間淨土」可以實現。
有一人具足十法行，其人即生活於清淨境界，其人之「五陰世間」是處
於清淨國土；二人、三人......百......千......萬......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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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數人行之，皆處於清淨境界，如是眾人之「有情世間」即是「人間淨
土」。釋尊一代教法，就是教化「見濁、煩惱濁、眾生濁」者，使彼等
清淨，無濁染；主要經教，依法數略舉為例︰
(1) 「一乘道（一行道）淨諸眾生」──以四念處為首，八支聖道為終的三十七
菩提分法次第修習︰

爾時，世尊告諸比丘︰「有一乘道淨諸眾生，令越憂悲，滅惱苦，得
如實法，所謂四念處。何等為四？（於）身（隨）身觀念處，受、心、

（於）法（隨）法觀念處。」[71]
(2) 「二淨法護世間」──慚及愧──美好的感情及良心︰

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72]
(3) 「三種離熾然清淨超出道」──戒、定、慧三無漏學︰

三種離熾然清淨超出道，以一乘道淨眾生、離憂悲、越苦惱、得真如
法；何等為三？如是︰(一)聖弟子住於淨戒，受波羅提木叉，威儀具
足，信於諸罪過，生怖畏想，受持如是具足淨戒，宿業漸吐，得現法
離熾然，不待時節能得正法，通達現見觀察，智慧自覺。離車長者！
是名如來、應、等正覺說，所知、所見說離熾然清淨超出道，以一乘
道淨眾生、滅苦惱、越憂悲、得真如法。(二)......如是淨戒具足，
離欲、惡、不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三)......於此苦聖諦
如實知、此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具足如是智
慧，心業更不造，宿業漸已斷，得現正法離諸熾然，不待時節，通達
現見，生自覺智。離車！是名如來、應、等正覺所知、所見，說第三
離熾然清淨超出，以一乘道淨眾生離苦惱、滅憂悲、得如實法。[73]
(4) 「七因七緣眾生清淨」──七菩提支（七覺分）︰

無畏白佛︰「瞿曇！何因、何緣眾生清淨？」佛告無畏︰「若婆羅門
有一(1)勝念決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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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時所作、久時所說能隨憶念，當於爾時習念覺支；修念覺已，念覺
滿足。(2)念覺滿足已，則於（法）選擇、分別、思惟，爾時擇法覺
支修習；修擇法覺支已，擇法覺支滿足。(3)彼選擇、分別、思量法
已，則精進、方便精進覺支，於此修習；修精進覺支已，精進覺支滿
足。(4)彼精進、方便已，則歡喜生，離諸食想，修喜覺支；修喜覺
支已，則喜覺支滿足。(5)喜覺支滿足已，身、心猗息，則修猗覺支；
修猗覺支已，猗覺（支）滿足。(6)身猗息已（♣擬作：猗覺支滿足已），
則愛（♣擬作：受）樂；愛（♣受）樂已，心定，則修定覺支；修定覺
支已，定覺滿足。(7)定覺滿足已，貪、憂滅，則捨心生，修捨覺支；
修捨覺支己，捨覺支滿足。如是，無畏！此因、此緣，眾生清淨。」
[74]
(5) 「［八］無上清淨道」──聖、出世間八支道：

(1)正見者為清淨道，正見修習、多修習，斷貪欲、斷瞋恚斷愚癡。
若婆羅門貪欲永斷，瞋恚、愚癡永斷，一切煩惱永斷，是名無上清淨。
(2)正志......(3)正語......(4)正業......(5)正命......(6)正方
便......(7)正念......
(8)正定是名清淨道....正定修習、多修習已，斷貪欲、斷瞋恚、斷
愚癡，若婆羅門貪欲永斷，瞋恚、愚癡永斷，一切煩惱永斷，是名無
上清淨。[75]
(6) 「［得清淨］十善業道」──無漏的十善業：

何等為白、白報，乃至執以不執亦得清淨？謂有人(1)不殺生、離殺
生，捨刀杖，慚愧、悲念一切眾生。(2)不偷盜、遠離偷盜，與者取、
不與不取，淨心不貪。(3)離於邪婬，若父母護......乃至授一花鬘
者，悉不強干起於邪婬。(4)離於妄語、審諦實說。(5)遠離兩舌，
不傳此向彼、傳彼向此，共相破壞；離者令和，和者隨喜。(6)遠離
惡口，不剛強，多人樂其所說，離於壞語。(7)諦說、時說、實說、
義說、法說、見說。(8)離於貪欲，不於他財、他眾具作己有想而生
貪著。(9)離於瞋恚，不作是念：撾打縛殺，為作眾難。(10)正見成
就，不顛倒見：有施、有說、報有褔，有善惡行果報，有此世，有父
母有眾生生，有世阿羅漢於此世、他世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
梵行已立，所作已作，自知不受後有。[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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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法」與「現代社會」相應
人類是非常特殊的聚集群居的社會性動物，從古代採擷為主的合群生活
模式，經由漁獵、農牧、現代機械化的工業、服務性為主的後工業，乃
至國際性的資訊工業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改變，社會組織形態在變
化，然而做人的道理及原則不變，靈性的需求及人格的圓滿並無差別。
現代人物質生活豐富，感官的刺激繁多，動物性的要求尚可滿足；然精
神生活貧乏，在現代工業化、商業化與國際化的社會環境，對智性、靈

性的成長，人格的健全，反而增加許多障礙。現代人生活於現代社會，
比起古人生存於其人之時代，可能更加難過。
佛世，聖弟子依如來所教導的方法，以聖、出世間八支道十正法，當然
能成賢、成聖，過著解脫者的清淨、離染的生活。現代，佛教徒依如來
所教導的方法，以聖、出世間八支道十正法，當然亦能成賢、成聖，過
著解脫者的清淨、離染的生活。何以故？
了解「佛法」者，隨念「佛法功德」──世尊法、律、現法能離生死熾
然、不待時節、通達、現前觀察、緣自覺知。──如實信受，依法奉行，
乃至滅盡貪、瞋、癡，究竟涅槃，作證苦邊。
任何時代的人類、無論依何種社會生活，只要有人類之劣性──貪、瞋、
癡──存在，即引發十惡業行；如是者，獨處、待人、治事、接物，都
會有不正當、不正確的方式應付，結果不利己又損人，身、心受汙染又
再汙染社會、環境。
「佛法」提出究竟解脫貪、瞋、癡的方法──聖、出世間八支道十正法
──，不祇成就四雙八輩的賢聖，亦淨化人間，安定社會。遵守世尊所
施設的戒行（善的習慣），修習止（常用四十種集中精神的方法） [77]、
觀（十種常用的現觀法性的方法） [78]，開法眼、清淨聖慧眼，現觀四
聖諦；修習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三無漏學，乃至作證諸漏盡，圓滿
真、善、美的人格。
出世間（出離世俗漏習）的賢聖者，內存無量的慈、悲、喜、捨四等心，
外以善巧布施、愛語、利行、同事四攝法，攝受教導眾生；則人間得以
淨化，人人過著安和樂利的生活。這是人類最理想，即於人間現實可行
的完美的社會，中外、古今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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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thliness” and “Pragmatism” of Buddha
Dharma

Yang, Yu-wen
Associate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1. In order to perfect personality, one has to "realize" awakening oneself, awakening
others, and fulfilling the awakening deeds ── to become a Buddha. In order to
become a Buddha, one has to learn the dharma "practiced" by the Buddha ── to
learnfrom the Buddha. In order to learn from the Buddha, one has to "understand" the
technique expounded by the Buddha ── Buddholog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Bu-ddhology, one has to "put faith in" and accept the dharma expounded by the Buddha
── Buddha dharma. Inorder to have the "faith,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 of Buddha dharma, one has to follow a virtuous man, listen to right dharma,
reflect on oneself rightly, practic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dharma, and attain nirvana in
the present existence.
The "Buddha dharma" of Agama Sutras provide the blueprint of establishing "earthly
pure land" and the fundamental ways of managing a peaceful and happy "modern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e Buddha dharma", "to be mindful of the merits of Buddha
dharma", "to have faith in and accept Buddha dharma", "to follow and practice Buddha
dharma", and "to fulfill Buddha dharma".
2.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Buddha dharma".
(1) First one has to ralize Buddha' principles in teaching dharma: A. Any dharma
teaching should make the listeners gain the benefit. B. Do best to make the listeners
love and be pleased with the words. C. Never talk the words which are against the
truth and reality.
(2) Buddha used teaching of dharma, teaching of meaning, and teaching of practice to
make disciples gain the profit of dharma, the profit of meaning, and the profit of
pur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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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ultimate goal of teaching dharma is to subdue disciples in order to make them
gain the ultimate peace and nirvana.
3. The Buddha taught "the six ways ofmindfulness" to make disciples cultivate the virtue
root and faith root of Buddha dharma.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Abide by the
dharma not person ", every Buddhist should concern with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Mindful of dharma. One should be mindful of the merits of Buddha dharma: Because
the dharma taught skillfully by the Buddha is to be seen immediately, to be realized
spontaneously, open to all and to be used as guideline, all people of good knowledge
should know it.
4. Buddha dharma is based on humankind. In-comparison with the heavenly gods,
humankind have their own specialties. Although sentient beings live in "five turbidities",
they can be purifi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ependent arising and dependent
extinguishing. To recognize the earthly, to understand the pure land, and to establish the
earthly pure land are the regular phenomenon of all Buddhas. This can befulfilled by
"Buddha dharma".
5. In modern society of mechanized industry, service-oriented post-industry, and even
internationalized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conditions of material life and th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re changing, yet the theory and principle of being a person as well
as the needs of spirituality and the fulfillment of personality remain unchanged and
nodifferent. "Buddha dharma" can comply with "modern society", educate modern
people, and cure the "sick modern society". Being free of the worldly defiled habits, the
sages and saints internally maintain the four immeasurables of loving-kindness,
compassion,sympathetic joy, and equanimity, and externally teach and educate the living
beings with the four qualities making for amicable association of giving, affectionate
speech, conduct profitable to other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to lead them into the
truth. If so, the earthly can be purified, and everyone can live a peaceful and happy life.
This is the most ideal, practical, and realizable modern socie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The present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Third Chung-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on July 19～ 21, 1997）
關鍵詞：1.Buddha dharma 2.dhamma-desanā 3.dhammâ nussati
4.Diṅṅha-dhamma 5.the earthly 6.Pañca kaṣāyāḥ 7.suddhi-gā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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