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回答問題方式多元善巧
雪公回答問題有很多方式和技巧，非常生動活潑。在回答內容上，或以事、

或以理、或以比喻來回答；或以自然科學，或引經據典，或引文學歷史，或引生

活實例回答，多元善巧。在回答方式上或問簡答簡，或問簡答多，或問多答簡，

或問多答多，或不答而答，或設問而答，或折、或攝、或折攝並用，或問題雖欠

通達但雪公慈悲回答，或拒不回答，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一）問簡答簡
每當研讀《佛學問答類編》時，深感雪公對提問者無限的慈悲及關懷。雪公

對每一個提問者，皆先觀對方的根機，探究提問者的困惑是什麼？想知道什麼？

在回答問題時深心為對方設想，以對方能做到的為考量。筆者在研讀《佛學問答

類編》中，不只是探討佛學知識，還可感受到十足道氣，更可感受到雪公充沛的

生命力及深厚的修持。列舉如下：

問1： 經云：不生滅。何法不生？何法不滅？（通問類，P.10, No.48）

答1： 惟有真如。

問2： 常起瞋恨的人，有何法改其習氣？（修持類，P.1107, No.16）

答2： 作慈悲觀，修忍辱度可也。

問3： 真如與無明染熏，亦可說是眾緣和合一種假相乎？（心性類，P.1280, No.7）

答3： 可云如是。

（二）問簡答多
雪公深知我輩所知有限，又常囿於成見，因此針對讀者的提問，有時從不同

角度切入，層層剖析，答得周全綿密，間或善用比喻，引證經典，務求令人心開

意解。如問1天地之後先立何者？雪公將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引用老子《道德經》

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來說明，並以人的兩眼手足為比

喻，引領提問者思考先後次第。

如問2有讀者問誦偈的好處，雪公說，偈中蘊含佛法，行住坐臥都需念偈，

俾不離佛法，其作用如同古人將銘文刻在器皿上，時時警惕自己。我們常在寺廟

或道場的廊柱、洗手檯、衛浴間看到如下的偈子：

洗手偈：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沐浴偈：洗浴身體，當願眾生，身心無垢，內外光潔。

雪廬老人《佛學問答類編》研讀之啟發（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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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床偈：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眾生自迴護，若於足下喪身形，願汝即時

　　　　生淨土。
此外也常看到

掃地偈：掃地掃地掃心地，心地不掃空掃地，人人都把心地掃，世上無處

　　　　不淨地。
誦偈的重點在於對當下這念心清楚明白，洗手就專注洗手，沐浴就專注沐

浴。唯最後雪公作了擲地有聲的結語，如果心已在道上，念偈反是打岔。這是雪

公答問精妙之處，更深一著的啟發，常把我們帶到一個更妙的境界。

如問3有讀者問念佛是否須帶觀想？雪公主張現今環境適合專持名號，但如

果修行人心細境細，又有明師指點，用十六觀經也很好。最後，雪公很開明地

說，各人可選擇各人契機的方法，不必設限。列舉如下：

問1： 假若是有了天地之後，是什麼東西先立有的？（析疑類，P.657, No.187）

答1： 

A.事非一概，理有萬端，

B.有先發後發者，亦有同時發者，若必皆畫成先後，事理皆

非其實，佛學名為法執。

C.中國哲學，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請思一

與二當然有先後，所謂二者，乃是兩個一，請問那一個先

有，那一個後有？

D.再以物喻，人有兩眼手腳，試問結胎以後，左眼先有，抑

或右眼先有？手足各有十指，再問先有那一個指？

問2： 念偈有何益處？如逢洗手，則念洗手偈及下床偈等。為何需念？ 
（修持類，P.1164, No.225）

答2：

A.眾生妄念飛騰，剎那生滅，止於道者，全賴功夫。

B.洗手則心在洗手，下床則心在下床，凡有動作，無不如是。

C.境引心生，掉舉不停，攀緣六塵，何有於道， 

凡事念偈，偈載道也，動作而念偈即成一切不離乎道， 

猶古人用器，器皆有銘，大用如此。

D.倘修禪則一句話頭，修淨則一句彌陀， 

行住坐臥，皆是這個，則不必誦偈，多此打岔。

問3： 有人說念佛須帶觀想，請問怎樣觀法，按照十六觀經好，或是另有

觀處？（修持類，P.1172, No.248）

答3：

A. 念佛雖有四法，今通行者，只重持名，蓋從蓮池以後， 

多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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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十六觀經，必明教相，方好入手， 

且心粗境細，頗不易成。

C. 另觀者，有單觀彌陀像者，有觀梵字者，有觀身一處者， 

前人早有主張單持名號，不必兼觀之說，

D. 總之為求一也，可遂各人根器，以何法契機，便採何法， 

不必拘定也。

（三）問多答簡
讀者問了很繁複的問題，或許讀者心中已有答案，只是想求證於雪公，雪公

以寥寥數字，簡明扼要回答得乾淨俐落。如問1，問者心中已有答案，雪公肯定

提問的第一個答案。至於問2，讀者冗長敘述他的夢境，雪公僅以八個字回覆，

鏗鏘有調，教人切莫將真實視為夢境，又將夢境視為真實。雪公的智慧、見識令

人讚嘆。列舉如下：

問1： 佛說六道輪迴，歷來頗多事實證明，不容再有懷疑。但輪迴六道必

不能自由選擇，是則人死後轉生處所，還是視其業之重輕大小聲應

氣求。還是偶然遇合。還是冥冥中有法律管制，學人讀書太少，不

能明瞭請示之。（因果類，P.802, No.13）

答1： 所舉三者，第一說是矣。

問2：還有一次是在渺茫末路的一天，心中非常不快，在琉璃河作了一

夢。記得是這樣的。我在一座山下平原地方距山腳數百米處，有兩

條路上山，成剪刀形，正北有山坳，東北亦然。結果正北未去，即

往東北山坳走去，跑上坳口停下，正值夢醒才知是夢。第二天將所

作的夢，翻來覆去的在腦中盤旋，毅然奔向夢中所指的東北方面，

一面求職，一面訪友，你說怎樣。結果一到即聞佳音，當日前往就

職，豈不怪哉乎。（通問類，P.169, No.568）

答2： 蕉鹿之事，無所為怪。

（四）問多答多
讀者問了很繁複、很多層面的問題，雪公不慍不火，信手拈來，層層剖析，

導之以真實義，

問： 有人說：佛教是消極的，厭世的，迷信的，分利的，絕種的：對此作

何答辯？（質難類，P.749, No36.）

答：

A. 不懂佛法的門外漢，任口胡扯，那自可付之一笑。

B. 俗人對於升官發財，飲食男女，拼命的去追求，大家便恭維

他是不消極不厭世的英豪；

雪廬老人《佛學問答類編》研讀之啟發（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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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於不畏因果，敢作傷天害理的事，及用盡方法巧取豪奪掠

取金錢的，又恭維他是不迷信不分利的時髦。

D. 佛家絕對禁止此等行為，所以一般紙迷金醉的人，看了反覺

奇怪，就隨便加些侮辱名詞。

E. 你先生教我答辯，這卻不必，我只提出幾條教義來，請作參

考，便可大白。

F. 華嚴經行願品中略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所

有眾生，種種差別，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

供養，如敬父母，師長，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病苦作良

醫，失道示正路，闇夜作光明，貧令得伏藏，虛空界盡，眾

生界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G. 又云：「所有功德，願令眾生常得安樂，惡法不成，善業成

就，其積惡所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成就菩提」。

H. 這是萬分之一的教義，請看是不是消極厭世？

I. 佛家主張明心見性，惟我獨尊，不崇拜鬼，不崇拜神，更不

崇拜甚麼天帝。

J. 若說佛教迷信，請問什麼宗教不迷信？

K. 窮和尚擔負了普度人天的大責任，只日中一食，就罵他是分

利，請問除了農夫工人是直接生利的，莫非黨政軍法教商，

統統不許他吃飯嗎？

L. 佛教教徒原分出家在家兩種，在家的並沒禁止討老婆，又何

能談的到絕種？

（五）不答而答
雪公回答問題有時不直接給答案，用各種比喻，引領提問者深入問題的核

心去思考，自有心領神會處。有提問者問「無始」，雪公反問頂上無邊無際的天

空，以及拍皮球的起始在那裡？回答之絕妙，令人玩味再三。列舉如下：

問1：我們佛教一向說有個「無始」的名詞，但雖有無始之名，而未知以

何物立無始之相。（析疑類，P.657, No.185）

答1：頭上這片虛空，請貴居士說個開始，現在拍的皮球，請再指個起頭

處？觀此二者，皆是無始之相。

問2：自從有了諸佛及眾生以後、是那一尊佛最先修成佛的始祖、並及那

些眾生先投胎的。（析疑類，P.657, No.188）

答2：「自從有了諸佛及眾生以後」。就是「自從」的那尊佛先修成的、

就是「自從」的那些眾生先投胎的。佛名請去查萬佛名經（在下手中

現無）如經上不載、在下是民五四年人、自然不知塵點劫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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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問代答
有時在回答問題時雪公藉由反問，引領讀者思考，如問五種法身，雪公以太

陽的輪相、光明、熱度三者反問之。如問2如果一切法種子藏在阿賴耶識中，阿

賴耶識的種子又是藏在何處？我們可以思考要如何回答，再看雪公的答覆，又有

一番啟發。列舉如下：

問1：方廣經云五種法身，一、實相法身，二、功德法身，三、法性法

身，四、應化法身，五、虛空法身，於自己身何者是？（通問類，P.166, 
No. 559）

答1：太陽有輪相，光明，熱度，請問此三者，何者是太陽本體？

問2：唯識宗謂：「一切法種子皆藏第八賴耶識中」。但不知第八本身種

子，藏在何處？（唯識類P.1216, No.13）

答2：海納百川之水，試思本海之水納於何處？

（七）或折，或攝，或折攝並用
雪公回答問題有的會婉轉回覆，有的會直截了當地回覆，但無論如何，能令

提問者受用，有時用攝法，有時用折法，或攝折並用。

問1：前數天曾夢坐於一棺木之中有很多人都已火化，但我卻不畏其事一

心念佛，後因一熟人而動塵心，而致正念未能維持。斯是否影射

平時念佛的功夫。夢中不怕死亡，正念分明，是否謂之一心不亂。

（淨土類，P.1656, No.948）

答1： 

A.夢雖是幻，而能坐棺中不畏死，又知念佛，此即夢覺一如

之小境界。

B.古人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思即是念，夢即念成。

C.但夢中現象複雜，自屬念不專一， 

若只念佛，便大佳矣。

D.但「一心」名字，實為真如之別名，何能輕易作到，研經

方知。

E.此乃斷惑以後之事，但能伏惑，亦可亂而不亂，

F.再有願力，即可帶業往生矣。

問2：數日夜夢見小女用腳踏車載我，路上遇見假鬼，亦有真鬼（好像是餓

鬼），欲來撞前車二次，我不畏懼亦無倒車，二次欲來我用唾之但

止其近，當即時生起悲憫之心為之唸佛，鬼聽之他亦念佛，眼看

漸漸變成一個腕內有何物，看不清楚，這是餓鬼否。（淨土類，P.1659, 
No.953）

（攝） 

（折）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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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

A.夢魂顛倒，皆是妄心所造。

B.夢時既妄，不夢時，反以夢為真，再追憶之，是不求覺， 

而專求夢矣。

C.但夢中為他念佛，卻屬功夫，

D.能作夢中佛事，尚是夢而有覺。

問3：觀經云：是心作佛。黃檗云：不可以心更求於心。聽東的話對，還

是聽西的話對？（質難類，P.754, No. 48）

答3：君強分皂白，我不辨東西。

問4：聞人說：唯識不了義，般若太籠統；這是互謗語，是真實語？兩宗

優劣之處，請略言之！（質難類，P.755, No. 51）

答4： 

A. 能轉八識成為四智，這不能說是不了義；

B. 斬斷葛藤，一絲不卦，還說甚麼籠統？

C. 諸法平等，偏逼我說優劣，

D. 我與大德並無冤仇，何苦拖我謗法造罪？

問5：有時夢中誦經念佛，一字一句，分明在心，毫無雜念，其境之靜，

為尋常所無；有時還明知是夢中念佛，甚至希望繼續持念下去，不

願醒來。此夢境佳否？（淨土類，P.1392, No.51）

答5： 

A. 夢中果能常念佛，不現他境界，是漸能專一之象，

B. 惟夢時念佛固佳，倘再能醒時念而不斷，更佳。

C. 據此，倘無妄想，可以無夢。

D. 因貴居士行雖有進，解不足也。

   

問6：晚時常於夢中念佛，而被驚醒，何故？（淨土類，P.1393, No.57）

答6：夢中能念佛，是念漸熟之好象也。

雪公常言「君子道其實」，回答問題宜真實誠懇，該攝則攝，該折則折，或

攝折並用。如問1、問2皆攝折並用，問4用折法，實話實說直截了當，還幽了一

默。問5之回答則層層提昇，最後以行解相應勉勵之。問6則肯定提問者念佛有熟

之功夫。

（八）問題欠通，慈悲回答
提問者有些文字或言辭不是很通達，或者語意不明，如問1，讀者問念頭即

本性，雪公慈悲，深入了解提問者的疑惑，試著給予契機的回答，解決提問者的

（折）  

（攝）

（再攝） 

No.599 Apr. 2016∣41 



困擾。列舉如下：

問1：弟子因鮮與人言談，只有念頭的思索，但耳聾以後，念頭方有聲

相，覺得多在頭腦裏，睡後仍然糊塗夢不息，而且有時清早醒來，

餘夢及念頭很明顯地在頭腦裏面，所以醫家主張，腦是主管知覺思

索的，近來方覺得念頭實是腦的作用，亦是念頭之體，何尚有本性

呢？以性迷為念頭。又云迷悟雖殊，其體不二。念頭即本性，念頭

由本性迷後之用種種立言，因以致疑。乞指迷。（析疑類，P.677, No.232）

答1： 

A. 本性寂靜光明，一念不覺，而有無明，名之曰迷，迷則妄念

不停矣。

B. 醫家所知，只是生理，心性之學，非彼所知也。

C. 念由於妄，妄由於迷，迷由無明，無明由不覺，不覺原於

覺性。

D. 來問「念頭本性之用」一語，雖欠通達，觀上所解，義尚

不遠。

問2：覺者之本性及有情之神識起初從何處來，從何物產生乎？（心性類，

P.1295, No.72）

答2：

A. 此問題本言無始，若言何處何物，即為言始矣。

B. 言始者理不圓通，外道好言始。

C. 反問一句，彼所言之始，又從何來。

（九）拒不回答
雪公對有些問題會拒絕回答，例如非關佛學者不答，因專欄名稱為「佛學問

答」，或批評其他宗教者不答，題意不明者不答，事涉政治者不答。有讀者來問

佛祖與老祖高低的問題，雪公認為言語爭辯沒有意義，亦毋須藉由詆毀他人而墊

高自己。對於經典審慎以對，有則依答，無則不妄作聰明。列舉如下：

問1：老祖在諸神中是最高的，據說佛祖孔聖人皆是他的弟子，又有說無

生老母更在上，究竟那一位最高？（析疑類，P.600, No.68） 

答1：遍查三藏並無佛陀拜老祖為師的事。一部二十四史及四書五經，亦

無孔子拜老祖為師的事。先生所聽之話，有沒有正史可考？請你原

諒！此類無稽神話，我沒工夫閑扯，更談不到誰高誰低。

問2：耶穌教說宇宙上的萬物由天主創造，在釋尊未出世之前，宇宙的萬

物從那裏來？（析疑類，P.607, No.93）

答2：此問有關他教教義，避而不答。佛教只講「緣起性空」為萬古顛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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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之理，亦可參看南亭法師之文，內有略說。

問3：欲強中國應以何者為先？（質難類，P.732, No.4）

答3：本欄不談政治，然民為邦本，本強則國強矣。尚義而薄利，大公而

無私，是今日教民強之先聲。

四、回答問題內容善用譬喻
在回答問題的內容方面，雪公善用各種譬喻，意即用簡單的比喻來說明難

解的問題，解開提問者的疑惑。如問2，讀者問世尊入滅時尚有許多眾生未聽聞

佛法，〈普賢行願品〉十大行願第七請佛住世，我們除了請佛住世外，我們的自

性如來也要住世，常言「眾生心清淨，諸佛常現前」，如果眾生妄念紛飛，則佛

菩薩在眼前也會當面錯過。下列問題中雪公用水、水蒸氣、冰，水的三態變化比

喻；或以種子生長比喻，或以太陽熱度、光芒、溫度的比喻等等，來幫助提問

者對問題的了解。所以善用比喻來回答問題，常有殊勝的效果。如問3，雪公以

太陽東升西沒為一佛期，太陽運行不曾停歇，說明在世尊前早有佛法。雪公的善

喻，列舉如下：

問1：諸佛入究竟涅槃是一是異？憑理想則應是一（即整理無分別如水入海）。

若然，則無明動諸佛也有聯帶干係。宇宙為眾業共成，諸佛也有一

分在？（通問類P.377, No.1265）

答1： 

A.諸佛涅槃，如碧空皓月， 

眾生無明，如密雲風雨。

B.試問密雲風雨，有妨碧空皓月乎？

C.再舉一喻，甲乙共同一床，是床為甲乙所共，甲睡而無

夢，乙睡而夢惡境，莫非乙之惡夢，甲也有一分在耶？

問2：覺行圓滿，僅指一期之機熟眾生度盡而言，此止就事跡立解也。請

看世尊入滅時，不尚有許多異國眾生，未聞佛法乎？若合本跡而

言，佛實未曾住涅槃，因眾生永不會盡。（析疑類，P.654, No.180）

答2： 

A.眾生生滅滅生，綿綿不盡， 

然分時期，各箇差別，故過現未來，萬物亦不一致， 

並非生則同生，滅則同滅。

B.如木結果，互不相同， 

有一年四季之果，有當年數年之果， 

就某期所作果胎，更有大小優劣之不齊。

C.天則運用春、夏、秋、冬，風日雨露， 

大公無私，平等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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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四季及當年之果，固得成熟， 

數年之果，亦賴化育，自春徂冬，天之一期化功圓矣， 

惟天運不息，周而復始。

E.佛時成就者，喻四季及當年之果， 

佛時未成者，喻數年之果， 

未聞佛法者，喻木之初萌，

F.佛入涅槃，喻天之冬，佛不住涅槃，喻天運化不息，

G.細味此喻，可解此疑。

問3：有人問，人在此世間念佛，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中就生一朵蓮華，

確有實事否？我答他確實佛說的是不錯。可是他要我舉現在有所感

覺的事證，不知如何解答？（析疑類，P.659, No.193） 

答3： 

A.無法向其證明，此非現量，乃屬聖教量，非凡夫所可解也。

B.書載銅山東崩，洛鐘西應，哭竹生筍，思魚湧泉無非感應

道交所起現相。

C.如以古書記載不實，出於臆造，而太陽發現黑子，地球之

電波即生變化，新發明之心理測驗機，能斷人語之真假，

亦無非一感一應耳。

D.讀書多，見事廣，自不以駝為馬腫背矣。

問4：不信佛教的結局如何，在釋迦牟尼佛未創佛教以前那又怎麼辦。
（質難類，P.764, No.70）

答4： 

A.佛者覺也，乃以智慧覺照宇宙人生一切真相，不受其迷惑

纏縛。

B.即心不錯覺，言不顛倒，身不妄作而已。信佛者學乎此，

不信者不學乎此。

C.釋迦世尊以前早有佛法，不止千佛萬佛，喻如太陽東升西

沒，為一佛期，夜間喻無佛期，然太陽升沒無有已時，佛

現於世，亦猶是也。

問5：萬物都有佛性，而佛則代表完美，世界的罪惡都出自迷，而迷的起

因是無明，無明則來自無始，這一切都是不完美的，為何本來完美

的會生出不完美的來。有的人把佛性比作金（沙中的金，或礦中的

金）須提煉以後才有純金，但我的問題是本來完美，完全的東西裡

面，根本不會有其他不純的東西。（質難類，P.782, No.102） 

答5： 

A.佛性原有染淨二分，雖有二分，二質互相交纏，並非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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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喻之金在礦中，金與沙混，乃交纏之相。 

水乳交合，膠漆交合，乃交融之相。

C.本覺佛性，染淨交纏，故起無明生障。

D.究竟覺之佛性，斷染存淨，故純光明自在。

問6：曾聞大法師講眾生不離因果，但聽學問家說因果二字太幼稚，虛妄

無有，然則佛戒因果有何用處？又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其兩者所

言須信何者為確？（因果類，P.818, No.71）

答6： 

A.因者事之由起，果者事之結局，此萬古不易之理。

B.以物體三態而論，水遇冷而結冰，冷因冰果也，水遇熱而

蒸氣，熱因氣果也。

C.儒家經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前者科學之定理，後者聖人之法

言，何一而非因果。

D.今有人譏講因果，謂「太幼稚，虛妄無有」便知此人之學

問如何？

E.然世出世間之聖賢，所著之經典，其精粹早已昭昭在人耳

目，彼學問家，有何新奇獨創之學，壓倒一切聖典，尚未

之見？

F.自宜暫從聖賢經典，似不致歧途也。

問7：經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這極樂世界是

否宇宙間的一個星球？倘是某一星球，過十萬億佛土，距我們世界這

麼遠，若依現代天文學家說：「光的速度，每秒跑三萬萬公尺」一個

星的光要到我們的世界，要經幾十光年，或幾萬萬光年。那麼，我們

要生極樂世界，我們的情識能比光的速度快耶？或是怎麼生法呢？如

不是宇宙間的一星球，何以證實有其世界呢？（淨土類，P.1462, No.315）

答7： 

A.往生極樂，乃以心往， 

吾人心量之廣，無有窮際，等同虛空，

B.經中雖曰，極樂娑婆，相距十萬億佛土， 

實則統包心量之中， 

此不過心一轉移，並不費彈指時間。

C.茲設一喻，蝨蟣從吾人之右手，如思行至左手，當費相當

時間，吾人兩手俱在吾身，若以右手而合左手，豈不在剎

那即辦耶？

本文摘錄自謝碧紅南華大學碩士論文《雪廬老人《佛學問答類編》擇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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