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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摘錄自二○一一年夏季號《善報》中之「《普賢行願品》

釋論．第一堂課」一文。該文源自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所舉辦的第

二十八屆噶舉大祈願法會，由大寶法王在印度菩提迦耶正覺大塔前，為

大眾解說〈普賢行願品‧偈文〉的開示。

這是第二十八屆祈願法會。首先我要向在座代表功德

與福德的仁波切們、住持佛教的祖古們、僧伽大眾，以及

在家男女弟子們，祝福各位吉祥如意。大家今天能聚集在

這金剛座聖地，我感到非常高興。

今天是祈願法會的第一天。在這第二支香的時段，

我的責任是解說〈普賢行願品•偈文〉。由於波卡仁波切

最初在金剛座播下普賢祈願的種子，延續至今，每年都能

諷誦十萬遍〈普賢行願品•偈文〉，我更覺得〈普賢行願

品•偈文〉是整個祈願法會的精神與心髓。因此，我們可

以知道普賢行願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我可能沒有能力讓在座的各位，都因為這堂的講說而

獲得利益及啟發。但是，由於這責任落到我身上，我也只

能似懂非懂的來為各位解說。在這裡，我會以熱忱與自然

的心情，盡力而為。

各位在座的上師都能如匯聚大海一般，聚集在賢劫千

佛都將在此成佛的聖地金剛座；在如此有福氣的時刻裡，

希望大家能以無誤的心態與行為來聽聞佛法。

對於說法者而言，就算是一個滿身罪業、低賤卑微的

人，如果他所說的話是有意義的，那麼，我們就算接受他的

開導也沒有過失。有時就算是五、六歲的小孩子，也會說出很

有道理、很深刻的話語。對此，我們不能隨便的忽視與看輕，

何況現在講的都是嘉言妙句，所以請大家要能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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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經中之王

所謂〈普賢行願品•偈文〉，是出自《華嚴經》的祈願文。《華

嚴經》是一切經中之王，可說是王中之王，頂尖中的頂尖，也是大乘

經典中最廣、最長的經典。但是，佛陀在宣說《華嚴經》時，卻只用

了二十一天來講說，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宣講了《華嚴經》。

《華嚴經》的卷數與品數，有幾種不同的分類，有八十一卷、

六十卷，還有四十卷等不同版本。其中八十一卷的《華嚴經》本身並

不完全，主要原因在於《華嚴經》的原文最初有十萬偈誦，而翻譯出

來的卻只有四萬五千個偈誦。另外，宣講《華嚴經》的地方，也分別

在九個不同的場所。

最初，佛陀在成道時，坐在菩提樹下講說了六品，之後在普光

明殿第二會講說了六品，另外也在一些天界，如：兜率天、忉利天等

講說了《華嚴經》。最後，又回到普光明殿說了幾品《華嚴經》。

總之，佛陀總共宣說了九會，分別在九個不同的地方宣講了《華嚴

經》。

《華嚴經》之向外留傳與傳譯

早在西藏盛行佛法以前，佛法就已經在中國弘揚與盛行，因此

《華嚴經》也在中國廣為流行；其中尤以〈普賢行願品〉、〈淨行

品〉、〈梵行品〉等最為人所知，留傳廣泛，因此，對這三品的研究

與論著也非常齊全繁多。

至於《華嚴經》在中國的典故說法中，賢哲們認為這應該是來自

印度的說法，據說當時龍樹菩薩到龍宮覽讀藏經，他在那裡見到的便

是《華嚴經》。那時，《華嚴經》有上、中、下三本，以現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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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上、中、下三冊。

上冊的內容，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數，這是人間所沒有的；

中冊應該也沒有，而下冊華嚴，有四萬五千偈傳到中國，大概就是前

面提到的八十一卷華嚴。另外還有五萬五千偈九品尚在印度，沒有傳

到中國。至於藏文版的華嚴，約有四十多卷。因此，華嚴是大乘經典

中至為重要的一部經典。

接下來要講到〈普賢行願品•偈文〉了。這是我們平時經常唸

誦的願文，但偶爾一個人唸誦時，卻會出現一下子唸不出來，甚至連

〈普賢行願品•偈文〉中的七支供養，都想不起來的情況。在第十三

世大寶法王的時代，有一位瑜伽大師帶著一位侍者，是在楚布寺當過

糾察師的僧人，叫做蔣采，兩人一起去聖地朝聖。這位蔣采侍者心腸

不錯，但是沒什麼知識，因此一路上他總是煩煩叨叨、問東問西。

有一天，他們來到一個很神聖的山洞。進入山洞後，大師就說：

「今天能來到這神聖的地方，真是很有福氣的事，你來唸誦一下普賢

七支供養吧。」結果這位侍者唸來唸去，總在幾句上繞著唸，轉不過

去，光從「所有十方世界中」唸到「悉皆迴向於菩提」而已，還不是

唸誦全部的願文呢！但就是繞來繞去的唸不完。於是大師問道：「沒

有簡短一點的嗎？」實在沒辦法了，蔣采只好唸了這一個偈子：

所有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

隨喜懺悔諸善根，迴向眾生及佛道。

平常大家一起唸時，都能跟著背出整個願文，但往往自己獨自唸

誦時，卻沒法完整背誦。可見在文詞上，〈普賢行願品•偈文〉有其

難度，在意義上，華嚴既深又廣的含意，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數的

內容，真不是我們能馬上理解領會的。因此，在唸誦〈普賢行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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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文〉時，若能一邊唸誦，並配合著思維其道理，這樣去諷誦的話，

將會更有意義。

唸誦願文，首重明白其意

〈普賢行願品•偈文〉的註釋中，有陳那大師、釋迦賢大師等撰

寫的許多印度論著；而在藏傳的論著中，也有格魯、薩迦、噶舉、寧

瑪四大教派的各種著作。例如：棉東蒼巴大師所寫的《普賢行願品偈

文釋論》，就很容易了解而且非常精要。對於這些論著，我們都應該

多去閱讀。不然祈願法會總是在唸，卻不懂願文的意義，無法跟別人

講說，甚至自己都不明白意義的話，實在是不太好。

現在，我要像盲人找東西一樣，東抓西抓的來講解〈普賢行願

品•偈文〉了。在中國的《華嚴經》研究中，有說法是以「普賢十大

願」作為大綱，來講說〈普賢行願品〉，我也會以這樣的大綱來教

學。由於藏文的論著當中，大綱的分類非常繁瑣，一個標題中又引申

出其他的小標題，這對翻譯來說很困難。此外，從聽者的角度來看，

最後也會弄不清楚到底講到哪裡，不知該怎麼去對應主題，所以，我

不使用藏族釋論的大綱分類來解說。

在中國，針對華嚴最著名的研究講說者，是「清涼國師」。會有這

個名字是因為他曾在五台山住了很久，而五台山的另一個名稱就是「清

涼山」。清涼國師所撰著的《華嚴疏鈔》，可說是華嚴的經註中最有名

的。另外，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清涼國師就是普賢菩薩的化身。

清涼國師的壽命很長，至於他到底活到多少歲數，一直沒有確

定的說法，有些說活到一百二十一歲，有些則說活到一百零四歲。總

之，他的一生經歷了九個朝代，並成為七個皇朝的國師。在洛本甲所

著作，藏文的《中國佛教源流》一書中，對於清涼國師也特別給予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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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和著墨，他可說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師。

至於藏文的經註，多是源自印度•陳那大師的釋論，以及其所分

類的大綱，來作為經註的基礎與準則。最廣泛的註解，要數卻些阿闍

黎的版本了。卻些阿闍黎的經註習慣，總是喜歡寫得詳盡且深廣。在我

做了一些彙整之後，將主要以漢地《華嚴經》的科判大綱分類，並依照

「普賢十大願」的順序，來講說〈普賢行願品•偈文〉。這中間若有需

要做詳細的解釋，便會參考印度與西藏大師的經註分類來說明。

以下就從頂禮、稱讚、供養，到懺悔等按照順序來講說。

第一大願，禮敬諸佛

首先講的是「頂禮」。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

我以清淨身語意，一切遍禮盡無餘。

在願文的主頌當中，是從「所有十方世界中」一直到「深信諸佛

皆充滿」。若以普賢菩薩的發願來說，是屬於第一大願，就是禮敬諸

佛。若以願文的意義來看，這四個偈頌主要講的是頂禮。這也是七支

供養的開始。

從漢文《華嚴經》的分類來看，身頂禮和意頂禮，屬於在這頂禮

支當中。至於語頂禮，則另外放在稱讚支裡面。總之，我們在這解脫

道上，或者說在這通往徧知佛果的道路上，即是修行的道路。雖然在

這修行道上，卻無法明確的指出來說這就是通往佛地的道路。因此，

所謂的道路，是說在我們心上，去種下能夠成佛的種子，以及積聚成

佛的因與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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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福除障，七支供養最殊勝

修行之道最主要的因緣在於積聚福德；若俱生緣不足夠的話，要

達到轉化自心、了證於心的近取因，會非常困難，所以積聚福德、淨

除罪障是極為重要的。積福除障的方法有很多，在大乘的方法中，最

殊勝的方法便是七支供養。而針對這七支供養的修持，說得最詳盡清

楚的就是〈普賢行願品•偈文〉了。在七支供養當中，就包含有積聚

福德，以及淨除罪障兩個部分。

很多人可能覺得頂禮、讚歎、供養等這七支法，看來很簡單，因

此覺得不是很重要。但各位要知道，在很多經典中提到佛陀前往各個

淨土說法，所有菩薩們皆前往聽法時，都會做到七支供養的修持。由

此可見，這七支供養不是一般的修持，而是十方一切諸佛菩薩修行的

精華，更是重要再重要的修持。

1.頂禮：講到頂禮，在一個頂禮當中，其實也能包含整個七支供養

的修持；也就是透過一個頂禮，來達到七支供養的修行。

當我們用身、語、意，以虔敬之心來禮拜時，即是做到了

頂禮。

2.供養：如果我們的身語意都有信敬，則十方諸佛菩薩都會歡喜；

能令諸佛菩薩歡喜就是供養。供養的意義在於透過獻上各

種供養的行為，讓對方開心與歡喜。

3.懺悔：因為諸佛菩薩的歡喜，使我們福德積聚，罪障消除；這就

成為了懺悔。

4.隨喜：由於積福除障了，自然的我們會生起一股歡喜之心，而隨

喜也自然的產生。

5.請轉法輪：積聚福德、淨除罪障，能使我們自身成為法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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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緣能夠領受教法的容器。於是，因為佛陀的無誤徧

知，就算沒有祈請轉法輪，佛陀也自然的常轉法輪及常

住於世。

其實對佛陀而言，他本身了知一切知識，該證的已

證、該斷的已斷，並不需要對自己轉什麼法輪。佛陀轉

法輪是為了有緣的眾生；但是弟子們如果不接受、不想

要，佛陀也不能隨自己意的勉強轉法輪。所以我們請轉

法輪，意思是準備好了，願意接受，佛陀才能對我們轉

動法輪。

6.請佛住世：至於請佛住世，原因是不論佛陀住在任何國土，都

有其度化眾生的因緣與需要；如果沒有必要性和特定的因

緣，佛陀不會特別住於某個國土。簡單來說，就是佛陀很

忙，不會沒事待在一個地方。另外，佛陀也不會沒原因、

沒道理的施行佛事業，佛陀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眾生。然

而，若不需要為眾生做什麼的話，佛陀也不會去住彼世

間。因此，佛陀是否住世，完全取決於眾生。當我們心中

準備好，身語意也帶著誠意來請佛住世、請轉法輪的話，

佛陀便會接受我們的請求。

7.迴向：最後，將以上所作所為而積聚的廣大福德，迴向證得圓滿

無上菩提。

於是，我們只在一個「頂禮」當中，便完整了「七支」的修持。

若要說到頂禮的利益，那是不可思議的。在《業報差別經》中提

到頂禮有十種功德，而寂天菩薩也在《集學論》中說，頂禮一拜時，

在一個頂禮之下身體所覆蓋的大地，等於能成為八萬四千由旬黃金大

地微塵數轉輪聖王的利益。所以，過去一些上師曾表示，若思維頂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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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就會覺得自己的身體真是太小了，如果身體高大一些，下面

所包含的黃金大地也會廣大一些，那麼利益將會大一些。因此，大禮

拜確實有其必要性；因為做小禮拜的話，身體下方所覆蓋的面積會比

大禮拜少了許多。

雙手合十的意義與功德

接下來要講一個發生在中國上海的故事，過去我也說過。因為這

是真實的事情，所以連報紙也曾報導過。

有個做屠宰生意的養豬戶，在他臨終時，來了一位遊方的僧人，

為他講說因果及佛法的道理；臨終時，這位養豬戶心中對佛法生起信

心，最後他在一隻手高舉做合十的姿勢中往生。過了一陣子，養豬戶一

家人分別做了同一個夢，在夢中，父親回來跟大家說：「明天我會投胎

到鄰居養豬戶的豬圈裡，並且成為一隻小豬。這隻剛出生的小豬會長著

一隻人手；看到這隻有人手的小豬時，請大家一定要救牠！」

隔天這家人跑去鄰居的豬圈一看，果真有一隻長著人手的小豬出

生。他們趕緊將這隻小豬要來，並送到寺院放生的園地裡去放生了。

在這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僅只是一隻手當胸合十，就有這等功德

利益；要是這位父親不曾在死前虔誠地單舉一隻手，那他的家人也不

可能因此找到他。而這只是單手合十的功德呢！

至於佛教徒，都有雙手合十的習慣。在律典中說，合十時雙掌

要中空，而不是完全緊貼在一起。雙掌中空的意思，代表著無我、空

性與法身。這裡並不是說，光合掌就能擁有無我或空性，而是指我們

自身也必須符合這合掌的意義。就好像拿著一支手機，自己在那兒說

這個按鍵代表法身，那個按鍵代表空性一樣，這根本是毫無意義。例

如：有些上師會講說法帽所代表的意義，一方面是代表著祖師大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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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持；這可不是隨便哪個人說說就算數，因為這樣是無法具有加持

力的。再從另一方面來說，其象徵的意義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心，因為

心生感受，於是使得眼見也有了意義。

合掌的手形，象徵著色身。當兩隻手掌合在一起，便代表能生

起智慧與方便雙運之道。已生起得安住，安住已得增長。另外在藏傳

佛法中，有將雙掌置於頭頂、喉間、心間的方式，這是依於密乘的道

理：雙掌置於頭頂，代表解開頂輪的脈結，成就諸佛的相好，尤其

是成就佛陀頂髻威攝相好。雙掌置於喉間，也就是喉結附近的位置，

代表著解開喉輪的脈結，具足說法六十四妙音，成就喉嚨如法螺的相

好。雙掌置於心間，是指兩乳的中央，這是代表能成就諸佛之心徧知

智慧緣起。因此，這些行為從正面來說是建立緣起，而從另一方面來

說則是淨除罪障。

頂禮別毛躁，小心嚇到上師

以西藏和中國頂禮的傳統來看，是三起三伏的頂禮，也就是每拜

下去一次，就要起身一次，總共三次；這也是西藏與中國特別的頂禮

傳統。印度則沒有這樣的方式，印度的頂禮是跪在地上，三次雙掌伏

地頂禮，不需要站起身來。

大禮拜的傳統，在顯乘經典中曾提到善財童子如木倒地一般的頂

禮；這就表示，即使是顯乘也有大禮拜的出處來源。以密乘來說，大

禮拜時必須持氣而拜，因此能夠全身伏地又起。但是過去我在西藏，

看到一些華人法友來見我，一見到我就重重的拜倒在地上，發出很大

的聲音，當時我真是嚇了一跳，以為那人會不會因此而撞得頭破血

流。有些人的頂禮，還真的是會嚇到上師呢！

因此要知道，頂禮是表示對上師與三寶的恭敬，而我們現在的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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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有時會嚇到上師，有時則會讓人覺得感冒，因為是急急忙忙、亂

七八糟的去頂禮。當然三寶不會感冒，不過上師可是會，所以頂禮時

要特別注意不要毛躁、激動，以及粗魯的揚起很多灰塵。

身語意的頂禮

從「所有十方世界中」到「一切遍禮盡無餘」，都是在簡略講

說身語意的頂禮。對於住在十方一切世界中，過去、現在、未來的人

中之尊、諸佛如來，我們要盡所有的去頂禮。至於要怎麼去頂禮呢？

〈普賢行願品•偈文〉提到：

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

一身復現剎塵身，一一遍禮剎塵佛。

1.身的頂禮：

這一偈主要在講身的頂禮。這個不可思議的境界要怎麼說才好

呢？總之，在一個針的尖端上，即使是那麼一小點的地方，就有廣大

十方世界微塵數的諸佛菩薩存在著。

科學家也發現，在我們前方這片土地上，就有連人眼也看不見的

無數原子；那種極小的原子，跟一小塊木頭比起來，木頭便有如高山

了。這裡我們可以想，有如最微細塵埃般數量眾多的諸佛菩薩，就在

自己的前方；若能這樣思考，就能知道現在這金剛座的範圍中，每個

人面前的微塵，到底有多無數、廣大。一微塵中就有廣大十方諸佛菩

薩，而且還不只是一粒微塵而已，是一切微塵中都有十方諸佛安住在

其中。

講到《華嚴經》所提到的微塵數時，就得從科學的角度來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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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我們存在的整個世界是屬於太陽系，而在這太陽系中，地球是

第三個行星。一個太陽裡，可以裝載一億個地球。但是跟銀河系比起

來，也就是凌晨我們看到天空時，有那麼點白霧霧的一小區，能容納

的行星就是數不勝數、千億萬億的數量了。銀河系的範圍有多廣呢？

若要計算的話，其中的距離要用光速來計算，也就是光的速度走十萬

光年的距離。而光速有多快呢？例如太陽光照射到地球，大概八秒的

時間便能到達。

在一秒之間，光的速度就能繞著地球走七圈，同樣在一秒之內，

光速也能走三十萬公里遠的距離。以這麼快的速度，整個銀河系之間

還要走個十年才能到達，銀河系就是這麼大的範圍。不過若是跟一個

宇宙比起來，銀河系也不過是其中的一粒米，我們甚至無法知道，在

一個宇宙中有多少個銀河系、多少個太陽系。於是在沒法形容的情況

下，科學家只能說，這是有如整個地球的微塵數量般眾多的星系。整

個宇宙，也就是所謂的三千世界，我們要讓自己的身體化現成為三千

世界微塵數般眾多，並且讓這每一個身體，都向著三千世界微塵數般

的諸佛頂禮。

當然，我們現在無法真的去化身無數，只能利用觀想的方式。但

佛菩薩的神通廣大不可思議，加上眾生的妄念分別不可思議，我們妄

念是無盡無際的。由於這兩種不可思議的結合，於是當我們認為、想

著自己成為微塵數般眾多，並祈求微塵數諸佛在我們前方，而向諸佛

頂禮時，那麼由於因緣的具足，就能真的發揮出力量。

2.意的頂禮：

於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眾會中，

無盡法界塵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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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偈講意的頂禮。就像我剛剛提過，在一個針尖上，就有廣大

微塵數的諸佛。其實科學家也發現，整個宇宙也是由微塵所組成的。

不光是佛陀，而是每一個佛陀，所有一切的諸佛，都有菩薩、聲聞比

丘等億萬海數的眷屬所圍繞著，這一切海會聖眾都在一微塵中存在

著，這是意的頂禮。

第二大願，稱讚如來

3.語的頂禮：

至於語的頂禮是以下這一偈：

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

盡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

這是讚歎的部分。有些上師說，無量數化身，又化出無量數頭，

再化出無量數嘴。以前聽到這種說法覺得很難接受，因為這樣來觀想

真是太恐怖了！一個人具有無數的頭已經夠可怕，還要想說化出無量

的嘴，這真是太困難了。一些道次第的大師們是這樣解說的，但我的

想法是，無量數化身，也就有無量數的頭，以及無量數的嘴。因此，

每一個化身上只有一個頭，一個頭上只有一張嘴，一張嘴裡只有一條

舌頭。就用這等同微塵數化身的無量數自己，向諸佛讚美讚歎。

另外，現在也有人說普賢行願的讚佛方法，就是先想好讚美詞，

然後放到網路上，就有很多人能看到。總之，普賢行願的修持，是我

們能怎麼想就怎麼想，心能多大就多大，能說多少就說多少，完全沒

有設限的去禮佛讚佛。為何要這樣做呢？因為大乘的發心、大悲心比

天空還寬，比法界還廣，因此要先訓練我們心，讓我們的心先熟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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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廣大。光只是想要寬廣並沒有用，需要有些方法練習，而這方法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觀想，於是心自然就能練習變得更寬廣。

剛開始先對一微塵能生起慈悲心、智慧心，然後慢慢讓慈悲與智

慧的光芒徧照一切微塵，最後，再進步到讓智慧與慈悲心的光芒徧灑

一切世間生命，這就是一個練習的過程。

無所求、無分別，才是真頂禮

剛剛說了這麼多關於「頂禮」的教導，這裡要注意的一點是，我

們到佛堂，來到佛陀聖像前雙膝跪地、雙手合掌，虔誠向佛陀頂禮，

但是，心中卻帶著有所求的心態，這樣就不算是真的頂禮了；畢竟佛

陀不需要我們的討好。而且拜佛的人多得是，我們不論拜不拜佛，

對佛陀來說也不多一個或少一個。其實我們禮拜是為了替自己積聚

福德、淨除罪障，因此是為了轉化我們自己，並不是要去改變佛陀什

麼。頂禮的真義在於恭敬、尊重他人的功德。沒有一個眾生是完全沒

有任何功德的，就像佛陀所說：「不會有絕對好的眾生，也沒有絕對

壞的眾生。」因此，一點優點功德都沒有的眾生，是不存在的。

一個學法的人要像蜜蜂採蜜一樣，蜜蜂不會隨便什麼都去採取收

集，牠的目標是花朵的精華、花朵的營養，也就是花蜜。因此學法人也

要如蜜蜂一樣，用智慧與信心，去汲取值得學習的、值得效法的部分。

對於任何一個眾生，就算只有一點點的優點與好的特質，我們也

要對他生起敬重恭敬的心去讚歎、支持，若能這麼做，才是如同〈普

賢行願品•偈文〉中所說，做到真正的頂禮與讚歎。不然，我們只不

過是奉神的人，並不算是真正追隨佛菩薩學習、修持正法的人。

所以不要光只是往上看，同時也要往下去看看；只是向上去讚

頌，卻向下欺凌，這就很不對了。現在有很多人，聽到某些地方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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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遭遇苦難，反而手舞足蹈、拍手叫好或旁觀看戲，甚至要拿酒來

助興慶祝，這真是很糟糕！

尤其是剛剛提到廣大國土，這裡不光是指這個世間，而是說所有

國土世間的一切眾生，對於他們的功德善業，我們都要去隨喜，並且

頂禮讚歎。首先，我們要對功德較大、善業較大的對象去頂禮讚頌，

然後慢慢的也能對一切眾生都頂禮與讚歎，這才是普賢行願的道理所

在。不然，只是頂禮讚美佛陀，其他的完全都不理不管，這可不是普

賢行願的精神。

菩提心的禪修

接下來我們一起禪修。既然我們是實修的傳承，我想大家應該都

知道怎麼去禪修了。這裡我們要禪修的是菩提心。

首先我們要想，有時我們坐在飛機內往下看，會看到整片的大

地，還有一座座、一排排的房子。但是，當我們站在地面的時候，卻

只能看到前後的景物。從天空往下看，有時也會想，這麼多人、這麼

多房子，是怎麼蓋起來的？是怎麼生活的？在大地上居住的人們，雖

然想要幸福快樂，卻很少人能真正獲得幸福快樂。至今為止，人人都

在為了追求幸福而辛苦著努力著，甚至冒死犯難的拚命著，卻仍然無

法獲得究竟的幸福快樂，也因此，多在不滿足及失望中度過一生。

這原因是眾生因心迷惑而產生，迷惑的心不是外在或他人讓我們

迷惑，不是因為衣服穿錯而迷惑，也不是因為說錯話而迷惑，最主要

的迷惑來自我們的想法，因為錯誤的思想、想法而迷惑了。也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要透過什麼因，才能夠得到善的結果，以及什麼因會得到

壞的結果。由於不知道這一點，所以做了壞的因，卻期待得到好的結

果，做了善的因，卻以為會得到壞的結果，甚至還寧願拋棄善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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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完全顛倒是非、顛倒因果，於是我們的痛苦無盡、迷惑無盡。

由於迷惑無邊，所以並非一日、一月、一年，而是一生一世都在

受苦當中。若有救怙者還好，但是，連能救怙我們的人都沒有；比如

說身體病了可以看醫生，然而也不是人人都能看到醫生，沒藥可吃的

成千上億，得重病卻沒錢獲得醫療的也是成百上萬。最大迷惑的根源

是心，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讓心不要再迷惑。可是，人們不知該如何鼓

勵自己，對他人抱著期待，卻又無法真的相信，於是就在這種矛盾中

想要離苦得樂，卻無樂且受苦。對於這樣的眾生，我們要生起憐憫之

心，並且發願，我要精進地運用自己的身語意，讓一切眾生真正獲得

快樂，遠離痛苦。   

帶著這樣的思維，我們一起來禪修三分鐘。

（法王引導大眾禪修，三分鐘後，法王擊磬請大眾出定）

本文轉載自化育資訊網 http://www.hwayue.org.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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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講座〕

101年5月27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許永河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廳地下一樓會議廳 
（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愛，是世間溫暖的來源，也是許多人苦惱相續的原因。愛與被愛，可以是幸福

的，也可以是苦惱的開端。前一刻的愛，下一刻可能變成哀怨與慨嘆，更可能

成為生命的夢魘。男女的情愛是「愛」，世間名利的追逐何嘗不是「愛」。

愛，是想要？是需要？還是生活中的必要？愛，如同火一般，可以溫暖人間、

成就美味，也可以毀滅一切。《大涅槃經》說：「因愛生憂，因愛生怖；若離

於愛，何憂何怖？」和您分享，佛法中淨化愛的能量、提升生命境界的秘訣！

101年6月23日將邀請洪啟嵩老師
主 講 「 妙 定 功 ． 超 享 壽 」

愛、唉、哀、礙─談情說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