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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星期五A16盛世菩提

高僧海會，大德雲集，佛光普照，香江生輝，四
月二十六日，在佛祖頂骨舍利和來自全球五大洲兩序
大眾見證下，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在香港紅磡體育館
拉開了序幕；隨即的兩天，諸山長老、專家學者以國
際大都會香港為舞台，以 「和諧世界，同願同行」 為
主題，涉及佛教弘法的現代化、佛教教育的發展、慈
善理念的踐行、佛教文化的弘揚等諸多內容，借助網
絡、電視、報紙等媒介，演繹了一場漢傳、藏傳、南
傳三大語系佛教的弘法盛會，千載一時，一時千載，
因緣殊勝，法喜充滿。

——本報記者 史利偉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在香港開幕的當
天，我們輾轉來到淨空長老的精舍探訪。
時隔一年，再次見到淨老，彷彿就是昨
日；歲月的車輪似乎繞開他的身體悄悄駛
過，沒有留下任何印跡，只見他風采依
舊，還是那樣的精神矍鑠、滿面紅光，會
說話的眼睛飽含慈悲。兩個小時的講經和
一個小時的受訪，淨老思維活躍、條理清
晰，引經據典、信手拈來，答疑解惑、切
中肯綮。高深的佛法，在這位耄耋老者的
口中，猶如家長裡短平常事，沒有絲毫晦
澀。作為一位弘揚佛法五十四個春秋的老
法師，無論講經說法，還是方便開示，他
皆以聖賢之言、佛陀教導為論，幾乎從不
提及 「我」如何如何，令人讚嘆；我想，
這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謙虛，更是一種境
界，一種大智無我的境界。

世界和諧 謙讓為要
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延續前兩屆論壇

確立的 「和諧」理念，以 「和諧世界，同
願同行」為主題。對於和諧世界目標的實
現，淨老強調了 「讓」的重要性。他說當
今世界是一個提倡競爭的時代，連幼稚園
的學童，都被灌輸競爭的思想，爭名、爭
利、爭權、爭強好勝等等，競爭無處不
在，那麼競爭難免引起衝突。近三四十年
來，聯合國為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做出
了不懈的努力；但是衝突和災難依然頻
繁，人類的悲劇在世界各地不斷上演，其
中重要的原因依然在於人們不願謙讓、不
甘忍讓、不懂禮讓。由此，我想起了前不
久在網絡上熱議的小學生答題 「孔融讓梨
我不讓」的事件，其實這正是我們當前教
育失衡、道德滑坡的社會狀態真實反映，
果報面前，令人深思。淨老指出，當今社
會必須向古聖先賢學習，從傳統文化中汲
取營養，提倡倫理、道德、因果等聖賢教
育，只有這樣才能讓人類自覺重禮儀、懂
謙讓、信因果，才能實現世界和諧，才能
拯救人類社會。

佛教理論 最近科學
當今幾人真正信佛？佛是什麼，又有

幾人能講清楚？淨老由衷的發問振聾發
聵。他說，末法時代很多人遠離經教，已
不在這方面用功夫，使佛教流於形式，只
剩下一件僧衣。從真正意義上來講，佛教
與宗教風馬牛不相及，釋迦牟尼的一生是
教學，教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今天
的哲學和科學兩大學科。他說，這一點當
年他也沒有想到，他跟方東美先生也是學
哲學。 「方老師給我講《哲學概論》，講
到最後章節的時候講到《佛經哲學》，他
告訴我：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
家，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
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近三十年來，世界量子物理學家的研
究成果報告，跟佛經所言驚人的一致：他
們認為整個宇宙有三樣東西構成：物質、
意念和能量。這三樣跟大乘佛法所講的是
同一樁事：佛法說十法界依正莊嚴，這就
講的宇宙，十法界是從哪裡來的？阿賴耶
變現出來的，阿賴耶的三細相正是他們所
說的，能量阿賴耶稱之為業相，意念阿賴
耶稱之為轉相，物質阿賴耶稱為境界相；
或者我們講四分，阿賴耶的自證分是能
量，阿賴耶的見分是意念，阿賴耶的相分
是物質。

今天的科學家能看到一千兆分之一秒
的波動現象，而佛經上已經能看到一千六
百兆分之一秒，物質就是從波動現象中變
解出來的，這是宇宙的源起，萬物的源
起，生命的源起。但重要的是，佛經已經
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了，而科學今天才證
明，所以說佛法是高等科學。其實，愛因
斯坦早就說過，宗教裡面跟科學最接近的
是佛教。

不怕念起 只怕覺遲
當談及當今災難頻仍之時，淨老十分

肯定地回答我們：根源在於人心壞了。人
類的災難與人類自身的念頭，尤其是貪嗔

癡慢疑五毒，有着必然的聯繫。他說《左
傳》有句話 「人棄常則妖興」，任何時候
起心動念，應該先人後己，這是常理，但
是現在正好相反，許多人先考慮自己，再
想別人，一點點愛心都沒有；古人云 「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但是今天是這個社
會，幾個人關心他人、關心民族、關心國
家，仁義禮智信全無，只談利益，不問情
理法。殊不知唸唸為國家、為群眾、為他
人，別人才會為你。你只為自己，就會跟
別人對立，全是你的敵人，擁有的再多，
都是泡沫。要改變這種消極的現狀、讓人
轉迷失為覺悟，必須推行聖賢教育。

聖賢教育（包括佛陀教育）和當今通
識教育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人心，古聖先賢
的教學是普遍的關愛大眾，現在的教育做
不到。愛心是自性具有的，自私自利卻是
一種妄心，不是與生俱來的。中國自古以
來，教育都是以愛為中心，這個愛是天
性，就像三四個月的嬰兒，他的眼神、他
的動作，純真無邪。聖賢的教育的第一個
目標就是，如何保持這種天真的愛，一生
不改變；其次是將這種愛擴大，愛他人、
愛民族、愛國家。大家都知道鄭和下西
洋，環繞地球幾周，率領的艦隊是當時最
龐大、最有實力的艦隊，但是當時他們沒
有殖民和侵略任何一個國家；在南洋地
區，提起鄭和沒有不尊重的，都把他當神
明看待。當地人送禮物他，他都回報人家
多一倍。所以，為人處世，就看你以什麼
念頭對人，你以真心對人，別人以真心對
你。

佛教強調 「慈悲為本，方便為門」。
慈悲就是愛，但是慈悲是智慧的愛、理性
的愛，不帶有任何主觀感情，感情會產生
副作用，慈悲絕對沒有，慈悲是真愛、大
愛，對方誹謗我、辱罵我，都不會起心動
念，而且能夠在潛移默化中自覺覺他。作
為普通人，起心動念尋常事，最可怕的是
迷失自己後而不想、不知、不願覺醒。

宗教教育 能救世界
在第三屆世界佛教論壇上，淨老委託

定弘法師在現場做了《復興佛陀教育之方
法》的演講，字裡行間格物窮理，無不透
露出丹心赤誠、言辭懇切、人情練達。囿
於版面，不得已每刪減一字，拈斷數莖鬚
髮，猶屢屢回首。敬錄如下：

第一、釋迦正法 本為教育。本師釋
迦牟尼佛十九歲出家求學，三十歲成道，
一生講經說法四十九年，所說課程，乃為
眾生開示諸法實相，令覺悟宇宙人生之真
相。所教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五乘
科目，乃是令眾生斷惡修善、破迷開悟、
轉凡成聖之妙法，故佛教為佛陀對九法界
眾生至善圓滿之教育。歷代弟子弘揚佛
教，亦以講經教學為首務，所及之處，莫
不令聞法者覺醒迷夢，慧開智朗，逐步達
到自己身心和諧、自己與他人和諧、自己
與大自然和諧之理想境界。是以，佛陀教
育不僅令學佛者離苦得樂，而且有助於促
進社會安定與人類和平。

至聖教東來，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
規。佛教道場即如佛教學院，方丈即校
長，首座即教務長，維那即訓導長，監院
即總務長。法化鼎盛之時，天下莫不知佛
教為覺悟之學、解脫之道，亦即 「主要之
教育、重要之教學、尊崇之教化」。故綜
觀歷史，佛教興盛之際，亦即天下大治之
時，唐朝貞觀之治、開元之治，清朝康乾
盛世，皆為實例，誠如《無量壽經》所
言： 「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
天下和順，日月清明。」

奈何末代佛陀教育式微，寺院庵堂講
經教學之風日衰，甚至捨棄學教修行而旁
趨他務，遂令普世皆誤認佛教為宗教、為
迷信，甚或有因此而鄙夷者，此乃吾等後
世佛弟子之恥也。是故，復興佛教之教育
本質，為吾等責無旁貸之天職。茲敬述其
方法如次：

第二、佛陀教育 首重德行。所謂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 「法賴僧

傳」，當今佛教之急需，無過於培養弘法
師資人才一事。弘法人才又以具備德行為
最要；若其道德涵養尚不及世間之君子賢

人，則與之並立即相形自慚，又遑論弘法
利生矣！故須扎牢世出世間德行之根，務
使品行高潔，身心清淨，方堪弘法重任。

如此，則《弟子規》、《太上感應
篇》、《十善業道經》、《沙彌律儀》四
項根本課程，為弘法人才所必須修學者
矣。此四者乃世出世間德行之大根大本，
皆須身體力行，真正落實於生活，方不愧
佛經所謂 「善男子」、 「善女人」之稱
謂。

特於當今社會混亂、邪惡充斥之世，
弘法人才至少須以三年時間落實德行之
根，具備不為外境誘惑與刺激所動搖之素
質，修學佛法才有力量，自覺覺他才有成
就，方可成辦復興佛陀教育之大任。

第三、一門深入 長時熏修。扎穩德
行根本之後，必須遵循祖師大德歷代相承
之傳統修學法，即專攻一部經典，一門深
入，長時熏修，例如：學賢首者可選《華
嚴經》，學天台者可選《法華經》，學淨
土者可選《無量壽經》。《楞嚴經》云：
「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又云：
「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可知

佛陀當年教學，觀機施教，令弟子各於一
經一門深入，由得三昧乃至開悟，用力少
而收效大，故皆能得大成就。

一門深入亦為中國古聖先賢之教學經
驗，誠如《三字經》云： 「教之道，貴以
專。」若不依古法專精修學，而務求廣學
博聞，學雜則心雜，則遠離一心安住之
定。結果只得知識，未開智能。未入佛法
堂奧，焉能弘揚妙法？

佛教首重智慧，所謂 「因戒生定，因
定發慧。」故須嚴守一門深入之規矩
（戒），不再三心二意，令心安住於修學
一部經（定），愈學愈深入，愈學愈透
徹，三年扎根，七年小成，十年大成，智
開慧明；一經通，一切經通；一門通，一
切門通（慧）。如此即成為此經之專精通
家，具備以此經自覺覺他之能力，成為當
代之真正大德。

第四、師資培養 須用覆講。培養弘
法人才必須教學相長。而其教學法，乃佛
門承傳三千年之老方法，即覆講之法。此
法始於阿難尊者當年覆講佛陀所講之經。

古德有云： 「錯下一字轉語，墮五百
世野狐身。」錯下一字尚然，而況講經出
錯乎！則今日講經者，若未大徹大悟，孰
敢保證知見無差？然若須待徹悟方始講
經，則恐無人能及，只得坐待佛法衰末
矣！值此兩難之境，善知識之教誨為：覆
講祖師大德之註釋，而非出於己見。此乃
效法孔夫子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謙
卑誠敬。以此信古之至誠，必得感通諸佛
菩薩之加持，與自心佛性之開顯。

若於經文、註疏有不解之處，遍查參
考書籍亦不得解時，當須放下經本，至誠
拜佛念佛，懺悔業障，則往往能得感應道
交、心領神會之效。如若仍然不解，則講
經時但可隨文讀過，切不可強不知以為
知，妄加己見。此為極重要之須知！

此法不僅保障所講之知見不致偏差，
亦可避免自身因過失而墮落，又為培養謙
卑誠敬之妙方。印光大師曰： 「一分誠敬
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覆
講之妙用，有如此之大矣！

初學者於恭聞法師講經之後，必須充
分準備。輪到自己覆講時，必須完全按照
法師所講而覆述，不得參雜自己意見。即
使自己有所領悟，亦不得於覆講時說出。
此乃學習自卑尊師、抑己從人之精神，有
助於降伏傲慢、自是等煩惱。所謂 「學問
深時意氣平」，學人須能安忍謙下，厚積

薄發，令解悟之境界穩固成熟，方可大器
晚成，成為法門龍象。

第五、佛教大學 廣培人才。古來中
國佛教有十宗，各宗學人時或各執門戶之
見，互相批評，遂使佛教之力量分散，亦
令信眾無所適從，乃至教外人士亦執此為
詬病之柄。

因此，復興佛陀教育之際，亦須團結
佛教各宗派，其方法重在互相了解，共同
學習。故可於各宗皆培養十位弘法人才，
十宗即有一百位老師。此時即可成立一所
佛教大學，各宗於大學內設立一專宗學
院，以期培養更多弘法人才。

各專宗學院之學生，除扎牢德行之四
根與學習佛教共同科目（戒律、唯識、淨
土）之外，應於本宗選擇一經，一門深
入，長時熏修。各學院之間定期聚會，互
相學習，互相觀摩，取長補短，集思廣
益，共同為復興佛陀教育而齊心努力。

第六、善用科技 遠程教學。弘法師
資之嚴重欠缺，乃當今全世界普遍之現
象。培養再多之師資，亦難於十數年之時
間內，滿足各地所需求。然而，若能善用
現代科技，即可補足此欠缺。

善用網絡與衛星電視等現代科技，進
行遠程教學，則可無遠弗屆。無論學人處
於何等偏僻之地，皆可由此途徑而聽聞法
音，皆得跟隨當世最專精之老師修學佛
法。此為現代版之 「安坐當處，身遍十
方」，猶如千百億化身矣。

以澳洲淨宗學院與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之實踐經驗而觀：網絡教學已屆二十年，
衛星電視弘法將近十年，法音所及遍五大
洲，信息覆蓋全世界。如此，轉化人心乃
能快速有效，影響層面方可深遠廣大，是
為佛陀教育之現代化弘法模式所趨。

第七、承傳人才 從小培養。半路學
佛之人皆知修學攝心之難，因學佛前所受
污染，往往成為學佛後之重大障礙。譬如
一滴墨汁滴入一盆清水中，染污之時間甚
短暫；然若欲令此水回復清淨，則所需之
時間甚長久！

由此可知，學佛愈早愈好，以期所受
之染污減至最少。若能於童蒙養正之時，
即以佛教培育之，則根正苗純，且根深蒂
固，日後堪為法門龍象，承擔弘法利生重
任。古來每見童真入道而終成高僧大德
者，其入道也易，其證道也深，信乎此事
之不虛也。

若得童子於佛門培養，則當扎穩德行
與古文二方面之根：

（一）德行之根為落實《弟子規》、
《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與《沙
彌律儀》，必須於生活中一一做到。

（二）古文之根為背誦至少一百篇古
文。從小背誦古文，有助於小孩去除妄
念，專注一心，成就良好之定力，長大不
易被邪境所轉。

七歲之前需學習規矩，爾後即可教以
背誦為主，十四、五歲以後，即可參與教
義之研習理解為主。扎牢德行與古文二種
根之後，即應學習儒、釋、道等傳統文化
基本課程，鞏固倫理、道德、因果教育，
作為日後深入佛法之重要根基。

及至長成，即可進入佛教大學深造，
接受弘法人才之專精修學教育。

第八、續佛慧命 刻不容緩。當今時
代，佛門雖表面香火鼎盛，而真實依教奉
行者少，開悟證果者更為鳳毛麟角。故知
復興佛陀教育勢在必行，刻不容緩。願與
在座大德並一切有志之士互勵共勉，從此
發起大心，共同為續佛慧命、救世濟民而
努力奮鬥。

談起聖賢教育淨空長老滿心歡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