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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法與心理治療

生曰:選擇出家的主要原出是:

問:注師為什麼會放棄心理
醫師的工作一兩選擇的家呢 7.

p

擔任心理醫師雖然對人們石所幫
但學佛之後，我發現佛法可
助

甚至是一般學醫的入無法提供

9

以給人們更深廣、更究竟的助益

第二個原因是:我發現西方人
有很多價值上的矛盾及行為上的
差距 p特別是有些西方學者持有

同時，也讓別人能因為我的

F

-u
親身的修學經輪中去印證佛

l

運

然如此，心理學所使用的技巧方
仍然可以用於典人的溝通上
P

由此，弦是二者兼用的

p

法

P

做為一

用心理學的技巧來幫助弘法工作
的椎動。
在這控我想建議大家

7

精神病患者的內心時常是充滿
別人不太一樣，相對的他們也因

恐懼的，他們可以感覺到自己和
此變得很容易受傷。面對這→類
的的入，輔導者必很具備相當六
的耐心和愛心，想辦法建立起他

搞到尼泊爾本山學習佛法及打坐
很多材料咒 F這是承襲兩藏傳統方
，回國後紛紛創設靜坐中心，並
式的教法。
二、西方學僧則因應個人一需要 邀請西藏的喇嘛前去弘法，人們
採府不同的課程。西+力學倍剛開 才逐漸體認到師父的遠見。(註
俊來外國人到尼泊爾本山出家
始時對佛跎並有沒有什麼信仰，
的竟高達六、七斗人之多。)
學習過程中常會產生許多疑問。
至於修學的內容，即教理的探
師父教導同方學僧有幾個重點

將一年分成三個時段，做不同重

持戚，從守戒中轉換肉身心，最後 討，行門的修持和執事的學習。
為了配合這三方面的修學，我們

就能跟佛陀一樣清淨。學習打坐

點的學習。這三方面的修學都是

重要的，行者如果在這三芳面不
能保持平衡，他的身心便容易出

問題。如此在一年中，我們難辦

，從中關照白我 p進而於笠泊中
實踐佛法。往往不需很久，我們
就可以從打坐中與佛法相應，也
能生起對三寶和師長深切的信心

佛像的安祥可以讓病人心神寧靜

因為他們不
9

多欲的人，修

R

t'

們成佛的人，嚴峻的喝斥，弟子

們容易謹記在心，集中注意力，
也就容易成就佛道。另外，師父
對我們生氣時 p身為弟子的我們
是不會、也不敢對師父生氣的，
久而久之對其他的人也就不太會
起瞋心 71.

充實的時間。

師父的日被邀請到歐美各地去演
講，回來之後 p他就遴選可以勝

任的人也去各地演講。師父說 p
舒適的生活容易讓一個人生起懶

就想盡辦法找事給他做或讓他

F

讀很多書，目的不外為了發展我

師父還強調價眾在一年中至少

們內在的人格。

直到

9

對他「閑汽水」笑他，但不輕視

有人考試失敗時，下面的人會

境了。

訂。我也曾上台演講 F第一次講
得糟透了，第二、三次就漸入佳

面前做一個小時的演講，題白白

他們覺得滿意為丘。
另一種中力式是要求學僧在居士

到不滿意，可以繼續發問

士們來發悶，居士們若對答案感

比丘尼和一百多位在家居士眾集
在廣場上。師父上座、學僧次座
、居士下座，當場抽學僧考試 D
首先由師父發問問題 F接著白居

一種是由師父召集人王師的比丘、

必須騰出三個月來閉關打坐。如
是親切婉言，保究原因有二
出
果確資很忙，至少也要有兩個月
家人有出家人必須承擔的責任
F
。師父認泛修行人在一年之中，
師父巖椅為的是讓我們清空地意
若沒有一段閉關白侈的時期 p時
識到出家的償命。出家的目的在
間久了，會逐漸感到生活乏味，
專心修行，以期早成佛道，必須
與在家人沒有兩樣!
集中全部注意力。師父是幫助孩
技們的考試方式的略有兩種﹒.

相反地，師父教導在家弟子總

的時間。

了許多活動、演講，但也有自我

惰心，每當他發現有人沒事做時

讓他們經由數怠歡去感受，發現

自己的情況，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覺悟真理了。
可叭，

心H
九治黨的修成FK

L

善於忌悟"的人 F就教他多欣賞別
人的好處 ::0 佛院對不間根器
的人也都給多不同的對治方法，
問題在眾生是否如法去實踐 p若
果，我們一直努力去實踐，早已

怒、嗔心重的人，就修慈悲觀;

不浮觀減除他們的欲望;容易動

給予佛法的引導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入，就宣撥

者的處理。

知道自己還有能力可以控制自己
。以上是針對精神已旱顯不正常

白己可以控制自己

。精神病患者最大的喜悅是知道 多，師父必須在他們身上花較多

且西方學僧這方面的問題也比較

穩定下來。另外，我也會教他們
師父也鼓勵西方學俏多提問題
F
持誦「六字夫明咒」'效果還不
語著彼此討論澄清觀念，否則
錯，病患念了這個咒語會慢慢長
一直將問題埋在心悍，久了會生
養出慈悲心。共他則視情況不同 病。除此之外，師父非常重視學
，有時也救他們數息觀。一般入 俏的成儀及曰圳市行為，他常去逃
的情緒愈低落，呼吸就愈渴重 F 索，看東西是否有擺窒整齊。師
父很嚴厲，生氣起來會罵人，而

看佛像是一個很好的方法，藉著

對於嚴重的精神病患者，讓他

們的信心後，逐漸地他們混亂的
9最好學一些傾聽、海通
位…悄悄伽
腦的也就能平息下來，恢復正常
的技耳和行為語一一一口。因為，如果
。其次，必須注意的是精神病患
我們能更廣泛的接納別入的意見
者通常很敏感，輔導的過程需要
白己就會變得更敏感 F更能發
用真誠而肯定的表達。
F

展白己的潛能，和覺學自、他內

在心理的需要，而對信眾諮弱和
輔導也含有很大的助益。

一般說來，西方人夫多是茫然
的，雖然他們外表看起來很好 F

我體會到川悄悄伽位世的 療

問:法師如何時自己在企觀及
靜坐的修學心得，運用在心理治

但內心卻是十分空虛，你無注馬
很高的知識，也很會演說，但實
際行為卻是另一回事 y他們較不 上教他們學佛，必須先運用心理
學的方法，建立起他們的白信心
注重內在心靈的追求 F心中充滿
。如果一向始就教他們「打破我
了疑怠，私生活也顯得混亂。(
主實括西方很多的教師)雖然 P 執」，他們不但無法體會，這會
在家學佛技也可以學得很好，桐但 變得否定自己 F甚至會瘋掉。佛
「先以利鈴壺，後
法中有句話
從獻身宗教，致力於專糖的修持
並提供廣泛的社會大歌來說 p我 令入佛哲 o」意思是我們度化眾
生，要先鼓勵他們，將他們的能
發現惟有「出家」才能滿我的願
力發展出來，造他們有了足鉤的
9
F從
所以決定出家現比丘尼相
白我肯定之緣 P才告訴他們如何
破我叫阱。
自

沾

形象去接絢並逐漸體認做法的殊
第三是

憐仙。

答:心理有問題的人依輕重程
度可以概分為兩類:一類是三且

主妄，書中的佛法僅是知識，必
付科透過僧伽的位持、印證、詮釋

很多厝次);另一類是完八王無法

顯得煩躁不女的人(這一種又分
就必須先有
F

、弘惕，佛法方能其正住世。因
澳洲傳揚閑來

處理自己，一看就知道他的心理
的了問題。一般說來 F如果一個

此?如果希望佛法能在拔的故鄉
俏伽才行。

人無法白覺白己的行為差異，就
為了做這個決定，技考慮了很
久?也曾請問過我的帥少人 「當 表示他的精神有 7 異常。
一個人產生心理異常，甚至無
比丘尼好嗎?」師父肯定致的想
F
通常是因
法照顧白己生活需要
法?並說這個想法很好。因為師
為他的精神已經分歧，無注分辨
父一直很忙，後來這件事也就沒
真實與夢幻，他時常會將夢幻當
下落。整個請注的過程，我是透
成其實口事實上，一個人並不會
過另一位比丘去請示我的師父的
。結果 9 一連哼了競天都汶有立目 真正的瘋狂，儘替他們的表現顯
得異於常人，然而，在佛性上卻
以為我當不成
F

前，我非常焦慮

孩們俏圍的修學宗旨是

是用困逆的方法來調理我們每一 他 o居士們明白要訓練一位能在
個人的本我欲望、鍛鍊我們的心 公開場合演講的傳教師，是件艱
難的工作。因此，全場只有考試

師父教導弟子的特色是隨根器
『 MUL--ikps差異採用不同的方式，而最常採
k吋JV
用
逆
增
上
綠的方式來成就弟予。
、
才九九
一天下午，大夥兒正在喝
例如
問 請注師談談您所屬僧圓的
宗旨及教育僧眾的方式?在宗教 下午茶 9 一位比丘走了進來 F埋
修持上與教義探討上的重點為何 怨道:師父怎麼老是要我去做那
些我不喜歡做的事。另一仕比丘
聽見了就說 故事歡那件事，怎
麼師父偏不讓故去做呢?師父就
菩

學習並弘揚六乘佛法，堅信每一
個眾生都能成佛。

而在教育方式方面，因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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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十亢、七成)，根深蒂固地相 。當時很多人不了解為什麼要這
信佛菩薩和業力，也可以學、背 麼做 F等到後來許多西方人士陸

者只是告訴他

比丘尼了，。又過了三、三天
時心允，於是，我如願以償的出家

之後，那位比丘終於傳來師父的

••

師父很早以前就知道，有一一大 的入感到害怕、緊張，居士們則
寺院的課程及教注即分歧南部份
他的弟子和寺院將會與西方結緣 抱持著友善和關心的態度二一氾種
一、西藏學僧採用傳統教學法 ，於是有西藏的小孩到寺院當學 考試方式也是師父訓練我們演講
的方法。
。他們從小就親近寺院(的十二 僧時，師父就安排他們去學英文

「你的心理存在

•.

著一位一問題，需要時間來改善
zt」
o 那個人可能較容易好起來
。事實譚明，對於一個心理異常
的人，我們若能找出他正常的部

沒有什麼不同的。
在西方社會程，如果一個人被
主義成精神病患者，通常他的病
情將會因此更加嚴重.，如果治療
了。

p

對心理學的理

問:那麼 9學仰之後，您是不
定就否定了心理學呢?在你修學
和弘涂的過程中 F這二者您如何
答:學佛之後

做投擇呢?

是可能慢慢恢復正常的。

無名氏張宏安

份，不斷去強化它，時間一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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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九成 P技是在師父 拔的執著就會減少?佛陀也曾說
一位仆
J了 (N→
9少了任
一一一一|八成吟出口本的);另一方一F悲
的、管如同品的三與
-3
入尼泊爾 p 何刊個就無注飛了。 1-it
一 山於大叫臥倒方人vm
A
一借來的食迷幻藥等惡習 p引包口卅

d--FZ

弗扶住百六，

一泊爾政府以訂了只准許西方人人
一沒三至
八個門的限制。現在我也
J
一一只倍以飢光的方式回到本山去。
F

問:愉快洲人對佛教的認識為何
一從叫父的位生刊法令的改變
J侍的情況如何?
-u江川一次體會到「統拉山」的真理 ?-I川
F在澳洲人的心目
所以
喜:十年的
一。正仙似治於卅一間赴無忱9的
一能判把棍的就要及的?上把握它。 巾 9佛教是一種很特殊的文化 9

那兒是拔的玄

p

PM到哪

像看到外卅一入一樣

尤其出家人

9

一我句隔一-一年就會山尼他泊
的剃了血的出家人，就好
們爾
看到
-t
令山
v去

U唯A
一的新

兒心巾就很而興。世間是一一報諧的 的衣服與一股入不同更顯得怪異
口如今澳洲佛教已不

您們就在雖然在台灣

9

-3州同的

。一俄年輕人對基督教很有興趣
9

等
a

原因是新生的
p

也有部份人會參加佛教、印度

去恥到了還有其他許多種新興宗教

一個人不可以收於女

一的做學y也不能一立以為這兒就是
F

一技們永久的退場p佛沾說世界是
不安定的

教、出款，

位能白的選擇內己的信仰。
9

一代普遍不太受傳統信仰的束縛

罩在本質上

仰佛沾口

有許多科學家也信

F

奔汝 p可以心無旁驚地研究教翠
，專心修道，相對地 p出家眾不
論在何時何地，修行的目的和動
機都必頭是為引導眾生離苦得樂

佛法應隨著時空不同而有所變通
信仰宗教的目的在使人變得更

向V

p

只要是能幫助一個人更好

慈悲、不臼私和更安穩。在此理

而傲，否則，一再好的修祥也只是 念下
徒增貢高我慢，失卻了佛法為眾

的宗教，我們就不應去批評它。
訐多西方人是無宗教主義者 F他

他們的中仰的動機多半是想知道
。「入是什麼?﹒」「世界的本質
是什麼?」「人死候會到那裡去
唔，」
9.' 等等哲學思考和如何解
決自己的問題，使自己活得快樂
(因為他們常發現臼已很不快樂

)口在我們靜坐中心的學員扭， 生而存在的意義，更何況我們從

就算我認為佛法最好，也選擇了

們的心靈比較排外。儘管如此，

一份感恩心去回錯他們。

大乘佛法成為修行奉獻的準則

9

很多是鐘回生、護士、教師、工程 信取哪兒得到供養，臼奴應存著
或十

ir

辦法信仰那麼多尊菩薩，他們就
選擇只信仰釋迦牟尼佛。所以，
倪
關於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是
陀閉了八高四千法鬥應化八萬四
好
千種根機，最好的方法就是
好修待我所能了解的部分 F再將
它輾轉教給需要的人。每當有人

力等等，都是必須想辦法澄清、
動機是什麼?
答:在這之前我有八年的時間 解決的，這是台灣比丘、比丘尼
在澳洲弘法 F而在澳洲合院獨自 們要共同盡力去克服的!例如
生活捏，較難掌握戒律的精神所 最近曾熱烈討論的宗教法令問題
，到底怎麼樣的宗教法令可叫艾
在，時常必須一人面對一大輩在
家居士，尤芙固定接受佛法很慢的 清楚、更合理，我想可以找西方
西方人士。我深刻體會到住在僧 國家的宗教法來參考，再上呈政
圈中，有很強的共修力壘 F而在
府准予相似的待遇。
外弘法就必須靠著自己堅定的顧
在西方，宗教已有較完整的組
力。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漸漸 織，政府法律中也擁有共特殊的
保護權及獨立性 F我們也應該可

p例如

以努力去爭取。此外，在台灣最

國外看齊，給予宗教團體自由和

常見的是在家居士介入宗教團體
的財務處置中，關於這一點應向

如果我死了，我仍希望白己下

老了，會開始恕一些問題

輩子能再當出家人，那麼就必演
給自己種一些一強而有力的種子，

自主權，最好在家居士不要介入
宗教團體的事務中，導致利益紛

於是興起到台灣學戒的念頭。

再則，西城沒有女喇嘛 F教導
我的亢位老師都是比丘，因此希

望能有機會多與其他的比丘尼接 爭，忽略甚至扭曲宗教團體對社
會重要的教化功能。
了解尼僧圈，進一步一專項目尼

最後請法師談談您臼己未

來的修學理想與重點。

我希望每天都

而不是云享樂的，不要存著您要

主於修學重點

要努力。

答:理您方面，我希望成為你

間

僧闊的紀律、制度。
佛教源於印度延傳至今

陀教育的棺範者，我知道我還需

p

界各地都有隨方昆出，在體解佛
法的根本精神之役，如果能夠再

能記住「死亡」，每天都叩耐心可能
今天生命會結束，如此一來，我
就會警惕自己不要浪費時間。我
們都希望來生可以去淨土，只是
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創造當下的淨
土，我們有責任行菩接道去創造
每一處的淨土。淨土法門的往生

在世

多方參學，將更有助於選擇一種
適合西方社會的弘法、修道方式
。台灣弘傳的是六乘你教，我所
學的也是大乘佛法，二者十分相
契。在我原來的計劃裡只打算停
留一個半月，但後來我感到很歡
喜，就決定延長住三個月。這段
期間謝謝晉究尼僧圈給我一起共
p這是我當初沒有料到

P

修的因緣

您對所

P

每樂品的是要迴入婆重度有惰，

問:在這三個月宙中

的。

近

••

1

適合
之俊看哪個對當時的社會 HK
如中國人的根總較

9
就用那個

?我自己也一直在從事類似的努

力，因此能了解其中的心情，尤

共富我看到兩位大師父這曆努力

台灣佛教現在面臨的問題有

，覺得很感動。

的混淆、法律的限制及傳統的歷

轉化上的困難、佛教與民間信仰

雜起
染的」
必定純淨的，叫一1一
4
的心 A

1.

來品勉，叫己，一泣也是故未來的恰

想和實踐部蚱圳市用心，孩很欽佩 學重點所在

香光守對法師們的修學生在技

「逃走」的念頭，那不是蒂薩的
間只是外觀形式、咒語上有所不 接觸到的台灣佛教府什麼感想和
行為!如果只求位生淨土一去不
同而己，資質上，若本教義應是 建議?
aH
法?"在台灣我除了到海會寺交 凶，那潛在根本心念土就已是
一致的，兩者都可以學，等學了
址(口比城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時間 弘的，做非作提心的卜衣服。所以
都住杏光寺，技您就從近組挽起
p技凡的以「行占一盤吋
川
u 傲然仆己

問我修學佛法是採用西藏系或是
中國系?我會回答他說，兩者之

••

在國芳情況就不同了，

絕對不請在家昆士上台說法，除

1

閉」

來才能有人繼續將佛法傳到西方
在印度及尼泊爾這兩個地方經
西藏的難民逃

能接受園融的犬乘佛教，於是它
到那兒並不能得到如意的工作，
一般在家居士也無力讓待出家人 就與中圖文化相結合，我們不能
。西方的經濟雖較穩定、富庶， 說那個最好、那個最不好 F佛法

F

可以提供財力的議拌，奈何東、

濟原索已很窮困

，允許在每一個地+力都有各種不

講綠起，宗教之間當然也沒有絕 大師父的理想，他從過去、現在
同的風俗去適應當地居民的需要

西方有一個很顯著的差別:西方

•.

師，!等 F這些在社會上有一者理
和心職業的人 9夫都已成家立業，

選擇，舉個譬喻來說:就如同進

非此人很尊敬僧圈，而且在弘法
其次，西娥的佛教重教理的講
的場合中主客很清楚 1.
述及辯論，喇嘛們也鼓勵這頰方
我們佛寺的經濟主要來自於居
式主迋很合乎西方人的喜好。
士們的捐獻。在澳洲我們不僅要
而喇嘛們也常向西方入說，能
維持靜坐中心的開支，還必須護
生在西方，白白地選擇宗教、聽
持西藏及印度的僧院，他們固定極
聞佛法，是前住修得的福報，今
需要費用來辦理僧伽教育的，達
生要好好珍惜 y精動修持，否則
賴喇嘛說
「談們用很多時問時
如果你生在某些不臼出的地方，
F但不能忘記東
佛法弘傳到西方
就無法聽聞佛法了 1
在西方社會中，對宗教一信仰的 方的僧侶 F他們還需要教育，將

地位享這件工作。

..

入超級市場購物→樣地白由、開
放，你喜歡什麼，你就選什麼 o
儘替他們有很多選擇的機會，但
我相信，他們之中將會有更多人
選擇佛法 9因為佛法合容性很高

..

..

「那-個一交A
通U 和未來多方圳來者們伽教育，眼
對 F有的只是
--」同樣的，我們也不妨學習其 光非常的長遠，然而想從傳的前)
抉擇適應現代的部份加以融和、
發悶悶，已=足一件工作真是不容易!沒
有人預先知道如何做才是最好的
p
但一定要運用我們的智慧去做
•.

屯的環境小口滿偷一主 9必煩時時
一恕辦法去改造不好的環境!

一二、教科的將計與修HMP著重

.•

但我不是說其他宗教就不好 p因
五年前，無論是出家眾或在家眾
很想將佛法帶回家 p使家庭更美
為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就有
都如同初生的嬰兒般，不清楚彼
滿 9也希望對社會做更好的頁獻
此時心扮演什麼餌色及負擔什麼責 彼此不同方式的適應。也隨著某
7他們的學佛動機都是很純荐的
濟洲一維桑秋松比丘尼
9
時 任。經過幾年立後，隨著佛法的 些人差異的習慣，他們需要藉由
。故想也許未來的一百午中
必須建立「學習的日的在一要用來 有羽%至柏樹川沛的澳洲居民會逐漸流傳信中取們慢慢的了解，如果想 各種方法才更能得力 Q就像泰圓
幫助一切鼠生」的心態。在理論
的比丘將小乘戒律持得很好 F那
得到出家人的引導，還是應該護
成為佛教徒。
仁
一、女眾都殊的家口他
9
解行必須放重，但在學習過
也是很了不起的。只要能令眾生
持出家人專心絡持。有的一一西方的
目前澳洲的佛教來臼於各地方
一站站仇家入的人數已經很少程了
中 3行門的打坐還是重於解門
心地增 t' 向清浮光明都是可取
在家人有錢、石時間、也有很好
奈園、緬甸、美國、日本，。
λ
叭丸行門可以讓心智清抖起 9堉
成此氏、比丘出一愣圈可以用 FM
一呵呵
的修持，因此不認為之一品要出家 的。
他們都有各白的傳統和弘法中心
M口不過共中仍有連 進坦解能力凸
于此引佛教的U
力
戶
我喜歡修持蒂薩道，也喜歡符
。其實這是種很危險的想法 p如
。其中以來臼西藏的佛教傳播最
此外 F還要-吋常把白己擺到菩
咒，但如果要求我必須像小乘行
一憾 a州J方人總以為千里迢迢到尼
果沾有出家人修持清淨的戒律，
9
原
因
有
三
快
P就可刀把那兒門的成 薩的位置仁，去設泓幫助苦難的
制u
出了冷
者那樣打坐、嚴格待戒 9弦是沒
一)r
佛教想要在阿方長久存在是很有
F
西藏
}曰
-共
4產黨侵入西蔽俟
于山心的玄p可是 P叫父很年輕統 人 9幫助別人的心念增強
辦法做得很好的。人們會因但基
J對自
疑慮的。為此，該們建立的弘注
的喇嘛流亡失所!甚西方人過請
、業力的不同，挑選最適合他們
中心，二紀是由出家人去弘法，
他們弘法時他們就去，且很熱切
信仰的方式 p比如有入感到沒有
版

富有的人，不隨便布施.，東方人
問:國芳佛寺如何佈教 7.與信
9
-G兩個方問:觀照心論怎麼活動
在這種背景中
加上午午來佛
雖財力較缺乏，卻願意護持佛法 他宗教的種點，如基督教對社會
教很積極在文化出版、電視弘注 徒的關係追何?
。九觀
t比
p改
J荐恨增長，惡念消除
因址在一西方社會中的僧侶是很 的服務、教育，醫療導工作都做
F
答:東方佛教的傳統中，出家
用心 9澳洲人已能由初步了解
rU者必須一時常發一眼9刷刷自己住 LL
得很出色，佛教如果也能這樣，
F 一般以為成為正
難維持生活的
人與在家人的關保是三出家人引
進一步認識佛教是世界上流傳
9
一覺柄的路上走去 p如此作意 9心
以多樣功能來服務社會也是很殊
式的出家入以候，在衣食等生活
導在家入學佛，在家人讓祥僧圍
呵呵漠的宗教之一 9而慢慢按受它
一念方易集中 9得到更深的禪治功
資具都會受到護持，事實固定不盡 臨的。
住世的，師父常說:這種關係的
一夫 F閃發山山智慧來觀祭什瞥是業 。夫部份合口按安佛法的人 F都是
然的 1.
經結是很重要的。如果出家人只
一力 P們麼赴 29 由此 p配合著教 曾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士，他們偏
間.，你心認為未來在弘揚佛法上
顧著躲到漂山裡修行 F不設注教
一涅的研討 9打坐叫功是很重要的
奸哲學思考 F而且選擇自己的信
遵信眾，是很白私的.，同時，從 應注意此一一什麼問題?
-c敘理清楚
9
9
正不正確才容易分
仰。科學與佛法是汶有衝突的
答--孩們要回憑著世入的需要
一叫得清縛了不落入自拔附會解釋前去探討的是現象 F而忱愣者則著 信眾方面來說這是親泣三寶搭檔
而有木同的施設，誠如世間一直
增慧的機綠 Q出家人有丁信眾的
存在各種不同形式的宗教，弘揚
護持不必晃著衣食等巷本生活而

U

.•

司主

一之巾。如果沒有深膚的教義基礎
…:什志是無從出八的;在這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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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