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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台南市湛然寺大專寒假佛學講習會講辭

菩提心的意義和區分

菩提心舊譯道心或智心，

新譯覺心，就是求真道或求正

覺的心。通常所謂發大心、立

弘願就是發菩提心。

菩提心，就一般的分別

說，有世俗菩提心、勝義菩提

心。從果位來分別，有聲聞、

緣覺的菩提心，和佛、菩薩的

無上菩提心。若從發心的事理

方面說：有緣事菩提心、緣理

菩提心。緣事菩提心就是以四

弘誓願為主的願行—「眾生

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

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

上誓願成。」緣理菩提心，簡

單、概括地說，就是修行者的

心安住在中道實相，而上求真

道正覺，下度眾生的願力行

為。此外，還有行願菩提心、

勝義菩提心，等持菩提心—

又稱等至、等念菩提心或三摩

地菩提心。

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上面已將菩提心的意義，

大略介紹過了。現在我們要進

一步討論現代青年為什麼要發

菩提心？

（甲）	從個人的立身行己說，要

發菩提心

一個人的前途，決定於

自己的心向。故一個心地光

明、純潔的人，才會有遠大的

前途。諸葛亮說得好：「澹泊

以明志，寧靜而致遠。」一個

人能不能有偉大崇高的成就，

就看他有沒有澹泊和寧靜的心

胸。青年人的心地都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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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的，可是現代心理學家、

教育學家告訴我們，這是第一

次的光明、純潔，是靠不住

的。諸如民國初年的不少軍閥

和賣國漢奸，當其青年時代多

是革命志士，但後來卻變節

了，就可以證明。挪威著名的

大文學家易卜生曾說：「社會

像一個大火爐，不論金、銀、

銅、鐵、錫，投入這一大火爐

裡，總要被它所熔化。社會又

像大染缸，不論你是哪一種布

匹，投進這一大染缸裡，總要

被它所沾染，無法保持本來的

面目。」易氏的話是有科學根

據的，現代生物學、心理學、

教育學都告訴我們，遺傳和環

境二者是影響一個人成就的重

要因素，有時環境的力量還要

大過遺傳的。

今天世界上有兩種

最不好的現象：一是

惡化，另一是腐

化。談到惡化，

不僅只有那些

主 張 暴 力 的

人，認定不為同志便是寇仇，

要把敵對的人趕盡殺絕，就是

一般人因為受社會不良風氣影

響，也把打鬥、殺人視為常

事。台灣算是東南亞最安定的

地方，可是近幾個月來，便接

連地發生了好幾樁慘殺案。又

如去年阿拉伯游擊隊衝進西德

世界運動會運動員宿舍，硬把

手無寸鐵的以色列運動員殺死

十一人；日本某些分子在以色

列機場硬把無辜的乘客殺死；

最近，少數美國人也高據旅社

大廈把無辜旅客射死十幾個。

這些事情在過去幾百年難得遇

到一回，現在卻變成司空見慣

的常事。

談到腐化，同樣是可怕

的。那些自命為前進分子的

人，高唱反對工業文明，反對

機械生活，要回到原始時

代的嬉皮運動，上自大

學教授，下至一般

青年學生，不

少留著長長的

頭 髮 ， 穿 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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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不女的服裝，他們要打破婚

姻制度，主張性行為的開放，

這些事大家早已知道，不用再

多談了。就是一般社會，尤其

暴發戶，多數是沉迷於聲色犬

馬之娛；就是沒有錢的人，也

多以追求低級的享受為生活的

目的。美國有些青年，要吃大

麻煙、注射毒品，至於以大半

裸體為時髦者，更是常常遇

見。這些人幾不復知人間有羞

恥事，何止要回到人類原始時

代，簡直要失去人格的尊嚴

了！

青年人要改造時代，要

創造新時代，最低限度不要被

時代的頹波所汩沒，不要為時

代的濁流所淹溺。但這件事談

何容易？時代的風氣像大火

爐、大染缸，一個想開創遠大

前程的青年，必須自己先立定

腳跟，先保持清明的意識、遠

大的眼光、寬宏的胸襟，進而

竭盡最高的才智，發揮最大的

努力，才能轉移社會，改造時

代，不但不可被腐惡社會所同

化，而且要能致力於扭轉乾

坤，將來才會有光明的前途和

遠大的成就。

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夠

保障自己，而不為腐惡社會牽

著鼻子走？要如何才能夠永遠

保持我們生命的青春？如何才

能永遠保持我們慧命的活力？

如何來轉暴戾為祥和？如何來

化穢上為樂土？我以為必須要

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會使我們的頭

腦永遠保持冷靜，發菩提心會

使我們的意志鑄造成鋼鐵一般

的堅強，發菩提心會使我們的

情緒永遠高尚純潔，發菩提心

會使我們的識見、氣度到達最

高、最廣、最深的境界。這就

是青年人為了要建立自己遠大

的前途，必須發菩提心的第一

點理由。

（乙）	為提高生活的意義、生命

的價值，要發菩提心

現 代 哲 學 思 想 ， 認 為

人生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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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首層是物質，第二層

是生命，第三層是心靈，第

四層是文化，最高層次便是

超越的世界。學問也有兩種

不同的層次：一是外延真理

（Extensional Truth），

一是包容真理（Intensional 

T r u t h）。自然科學所處理

的，是屬於外延的真理。自第

二層至最高層都不是科學所能

圓滿處理的問題。生命和文化

未嘗不可以用科學方法處理，

但其所得的仍只限於表象的分

析，而不能深入生命、心靈和

文化的內在核心，自更不能體

悟到心靈和超越世界的真諦。

這些哲學家的說法是不是正確

的，我們姑且不問；人類在無

限的空間裡，他們的生命和其

他動物同樣的渺小，在無窮的

時間裡，他們的生命和其他動

物，同樣的短暫，但人類為什

麼可以稱為「萬物之靈」，而

可過著有意義、有價值、有理

想的生活呢？用最簡捷的一句

話說，就是因為人類的心靈智

慧較其他動物高。我們都知

道，眾生都具有佛性，都可以

成佛；古代禪宗大德，雖認為

狗子有佛性，也可成佛，但狗

子現生未脫狗身，為業力所

縛，卻不能即身成佛，或須經

由淨土而成佛，因為狗子沒有

人類一樣的心靈。一般修學佛

法的人都知道，天上太快樂，

地獄太痛苦；修羅瞋心太重，

畜生智慧太低，只有人類有高

等智慧，能修學佛法。但禪宗

雖說頓悟成佛，也還須要長時

間的修持，所以說頓悟後必須

漸修，才能達到無上妙覺的地

位。諸位同學既已發心學佛，

便要趁年輕時選擇修習一個法

門，開始精進，到持久功深

時，就不難證悟了。

據現代哲學家的說法，人

類生活由於知見修養的高低而可

分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種。大

多數人過的都是自然境界的生

活；英雄豪傑和若干政治家、經

濟家、企業家，過的是功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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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道德境界的人，只知盡

分、盡責、盡倫、盡性、盡心；

天地境界的人，是合天下家國宇

宙萬有為一己，這就是程明道、

王陽明所說的「仁者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仁者的境界便在此。

人人都有奮發向上的精神，有此

精神，便可使人超脫了現實的束

縛，超脫低下情欲的羈累，而提

高生活的境界。

一 個 人 生 活 境 界 的 高

低，決定於他的志願。孟子

說：「士尚志」。一般人都懂

得立志的重要，但也常誤解

立志的意義。按字義說：志含

有兩個意義：一是「心之所

之」，一是「心所存主」。志

不是未實現的願望；否則，強

盜在他計畫劫奪財物前，也

可說是立志了。許多人把追求

名利、爭奪權位、迷於聲色犬

馬之娛，都認為是志願，是立

志，這是大錯特錯的。儒家所

謂立志，是指志學、志道、志

仁說的。記得在大陸每逢春

節時，常常可以在門戶上看到

一對春聯寫著：「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淵之所學」。故儒家

所說的立志，都指效法聖人的

大心、大願、大行說的。人所

以異於禽獸的地方，就在於人

能夠自覺地了解生活的意義、

生命的價值。人與禽獸雖同樣

的有飲食，但禽獸飢則覓食，

渴則覓飲，完全出於生命本能

的驅使；人類卻能了解飲食維

持健康的意義，和化頑鈍的物

質而為高等生命的價值。人和

禽獸雖同樣有傳種的本能，但

人類能夠制定婚姻制度，了解

兩性結合、承先啟後、延續人

類文化慧命的價值，並從這裡

來建立家庭道德和社會紀綱

的觀念。

能求菩提心，和儒家所謂

志學、志道、志仁的意義，

是可以相通的。儒家

之學便是內聖外王

之學，「仁」便

是貫通內聖外王

之道的學問。

儒家言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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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胸襟度量開闊。佛學講的

菩提心，非僅求一通常的胸襟

度量的開闊，而且要求人心的

大淨化、大解脫，一切我、法

兩種執著的澈底破除，而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得妙樂莊嚴的

佛果。消極的消除一切束縛，

積極的自覺，以實現最高精神

價值的自由，使心靈與真理完

全契合。換句話說，能求菩提

心，就是真道正覺活動於內

心，也就是完全為真理所鼓舞

著的心。在這個意義裡，人的

精神和生活境界完全提高了，

生命充滿著意義和價值，便能

以道為體而以文化為用，使人

類內心蘊藏的真道正覺發揚光

大，成為純淨的真道，而表

現於日常生活之中。到了能

求的菩提心與所求的菩提

心體合而為一，理事不

二，妙融一體，這就是

一般人所說的「人

格完成」，也就是

生活境界已達道

德境界和天地境

界而又融成為一體的時候了。

這便是青年為什麼要發菩提心

的第二點理由。

（丙）	從青年對時代的責任說，要

發菩提心

青年人都知道：一個人不

能獨善其身，尤其在這二十世

紀七○年代，環球若比鄰，世

界局勢不但對於每一個國家民

族息息相關，即對於每一個人

的思想、行為、整個生活，也

都有密切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今日世界各

國學者都稱當前的時代為危機

時代。為什麼二十世紀七○年

代，科學這麼進步，工業這樣

發達，「知識爆炸」，世界各

國一年的工業總生產量超過

十八、十九世紀百年的總

生產量。今天世界科

學知識、工業的發

展 ， 以 「 一 日 千

里」這四個字，

還 不 夠 用 來 形

容 它 的 快 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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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說這時代應該已到了最安

樂、最幸福的時代了，卻反而

說它是危機時代，難道是學者

有意危言聳聽嗎？不是的。科

學是中性的，科學本身只是一

種知識，這種科學知識本身沒

有善惡是非可言，只看運用這

種知識的人怎麼樣；科學知識

可用之以增進人類的福祉，也

可以用之以製造人類的罪苦。

工業所生產的是物質品，但人

類除了物質生活外，尚有社會

生活、精神生活。在物質生

活上，因工業生產品的質與

量的普遍提高，可能獲得相當

的改善，但也因此促進了人類

欲望的提高，刺激人類貪婪的

野心。又因工業生產量無限量

的增加，地球資源也無限量的

開採，而日趨枯竭，終有告盡

的一日。由工業的發展，使人

口集中於都市，造成嚴重的社

會問題、經濟問題，往日農業

社會生活的美德和樂趣，已不

可復得。而工業所造成的空氣

汙染、河流汙染，甚至人心汙

染，所導致各種工業文明的疾

病，還在其次。

為什麼今天世界的學者

都在大聲疾呼要注意這時代

的危機呢？時代的危機究竟在

哪裡？我們要如何挽救時代的

危機？一言以蔽之：造成時代

的危機，是由於文化失調。失

調的因素不止一端，政治的、

經濟的、教育的因素都有，而

最重大的一點，就是人類價

值觀念的顛倒。科學與征服自

然、戰勝自然的精神相結合，

形成了近代的工業文明；工業

文明固然使民主國家社會足

衣足食，與極權主義的國家人

民的民不聊生，形成兩種極端

相反的對比；但這都是從反對

中古宗教思想開始的，他們都

同樣的視人如物，都同樣的以

駕御機械的態度來駕御人。往

日學者所倡導的少私寡欲、重

義輕利的觀念、希聖希賢的懷

抱，同樣的被拋棄；往日視物

質生產為利用厚生，用以充實

人的自然生命力，使人得以從

No.532 Oct. 2008∣59 



事文化道德生活，現在卻反過

來，把人與自然界的資源等量

齊觀，大喊人力資源。過去的

人自命為萬物之靈，現代的人

卻把你和石油、鐵砂等同樣看

待；人只是促進工業生產的一

個條件，其地位並不較一般生

產機械為高。現代西洋哲學家

針對這一物化人生，有的主張

宗教精神的再生，有的大聲疾

呼理想主義的發揚，有的高唱

人文主義的重建，都是針對當

前物化人生的危機而發的。我

不敢說這些主張的無效，但我

卻敢說一句話：只有菩提心才

是對當前危機時代最為對症

有效的藥方。上面說過：菩提

心使我們的心與道合一，使真

道正覺活動於我們的內心，使

我們的心靈無時無刻不為真理

所鼓舞。菩提心視盡十方世界

的一切有情，都是我們所應該

利益、安樂、教化、成就的對

象。菩提心使我們得深廣心；

菩提心使我們建立大志願；菩

提心使我們立下必為聖人的

決心；菩提心使我們調伏貪、

瞋、癡，發勇猛精進心，安止

眾生，修行智慧，破滅無明煩

惱，進入如實法門，離棄妄執

惑染。

台灣自民國四十七年起，

大專青年學佛的人數逐年增

加，到現在全省大專青年學佛

的社團已達四十二個單位，社

員人數已超過萬人以上（包括

已畢業同學），我不敢說這些

社團裡的社員，都已發菩提

心，但他們的確都已對佛法生

起了信心，大部分都有護持三

寶，上求真道、正覺，下度一

切眾生的熱誠，這就是菩提心

的萌芽。他們的心田都已種下

菩提心的清淨種子，有如荷花

的蓮子已種在池塘裡，將來必

然會發芽、抽葉、開花、結

果。這可由現在各社團廣泛地

展開各種救災、恤貧、慰問傷

殘、孤兒等舉動，而得到證

明。但願諸位同學能更進一步

的從思想上、學術上、實際行

為上、社會活動上繼續增長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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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從而普遍喚醒全人類的

意識、心靈，共為挽救時代的

危機而努力。這是青年為什麼

要發菩提心的第三點理由。

（丁）	青年要修學佛法，必須發菩

提心

大家都知道，佛是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的大聖人。所

謂自覺，便是如實了知我們內

在的一道清淨、妙蓮不染、非

空非有、即有即空的清淨菩提

心，從而開顯吾人心中原始潛

在的莊嚴清淨的菩提心。佛陀

垂教四十九年，就是要我們人

類脫離無明妄想的束縛羈累，

因而使我們的心得到了真正的

大自由。而佛陀依他十二年的

精進修行，深知苦惱的本源實

為無明妄想。故要澈底根絕這

無明妄想，才能得到這心的大

自由、大自在。心的大自由、

大自在，名為「解脫」，名為

「涅槃究竟」。佛陀教化以此

為第一義諦，而施以種種善巧

方便的方法使世人明悉，其下

手的第一著，便是發菩提心。

佛陀悲憫眾生無明造業，捨離

真道、正覺，故教修學佛法的

人要發大慈悲心，立志求無上

菩提，而助眾生離苦得樂；以

信、解、行、證的步驟精進。

諸位同學既已信仰歸向

佛法，就要進一步了解佛法真

正的意義，一方面努力修養自

己的身心，一方面自覺覺人，

盡己力去助人、救人，要以利

益、安樂、教化、成就盡十方

世界的眾生為己任，這樣修學

佛法才能符合佛陀垂教度生的

本意。因此，青年人不學佛法

則已，要學佛法就得先發菩提

心。這就是青年為什麼要發菩

提心的第四點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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