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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的精神特色 

 

佛教是为了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明了后便能如实地修行，直到不再

为任何事件痛苦。 

 

各位法律系的同学： 

 

今天，我接受委托来负责这次的训练课程，主题相信大家都已知道，即是「佛教的原则，修

习方法和道德」。我们可以把这主题再区分为佛教与道德两方面来谈，这 是每个国家和每

个人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在实行国家的职责时，这方面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必要

的。首先，我要把这两个主题明确地分析清楚，故将今天的 讲题定为「佛教是什么？」第

一个前提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佛教。然而在一开始时要把「宗教」和「道德」先做个比较，

使大家能有一个明确的见解而不致於混淆不 清。 

 

一听到「宗教」这名词时，各位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甚至认为「宗教」比「道德」的含

义更广阔和深奥。道德为获得世间利益、快乐及幸福的最基本条件。至於 宗教，则是高层

次的修持方法。虽然每一个宗教都有其不同的中心思想，但是对道德看法却是一致的，也就

是道德在教导人们去恶行善。譬如持戒、真诚、有感恩 心、不伤害自己与别人等都是必须

遵守的道德原则。虽然能完全持守良好的戒律，但是人类依旧不能摆脱苦，即是从生、老、

病、死所生起的苦；或者被烦恼侵蚀的 苦，尤其是贪心、嗔心、痴心。道德没有能力完全

拔除贪、嗔、痴，也不能拔除从生、老、病、死等所生起的苦。而宗教的范围及责任则更加

广阔，尤其是我们的佛 教，才是直接、正确与不间断地去除烦恼，并熄灭一切生、老、

病、死苦。由此可见宗教比道德的范畴更加广泛，但其根本不同点就在於究竟与否，特别是

佛教的范 围比普通道德更加浩瀚。在明了宗教和道德的区别之后，我们将更有兴趣深入地

探讨佛教。 

 

「佛教是什么？」当这个疑问升起时，我想可以将它的意思概括地解释给各位听：「佛教是

为了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就是这么简单。在这 儿受训的同学可

能认为：若是这样的话，我岂不是一个连「什么是什么」都不明白的人了吗？当这个疑问升

起时，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事实正是如此。如果有人 能正确地、究竟地、深入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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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什么」时，这个人可说已完全明了佛教了。但愿这个主题「佛教是为了明了『什么

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能更 突显出佛教的内涵，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定出这

个主题，也是为了让你们能更快、更简易地去肯定佛教，而不是在玩弄语言文字，浪费时

间。事实上，确立这主题是 正确的，是依据佛陀或佛教的宗旨而制定的。 

 

「什么是什么」的含义非常深奥，现在请各位想想看：我们是否已经懂得世间的一切，知道

「什么是什么」了吗？尽管你已知道「我是什么？」「生命是什么？」 「工作是什么？」

「责任或职业是什么？」以及「金钱、财产、米粮、名誉、地位，甚至其他一切究竟是什

么？」如果有人有勇气坚持地说他自己已完全明白这些东 西是什么，也请好好地再仔细思

考、观察或者继续听下去。对我们所要解释「什么是什么」的真正含义究竟何种见解才是最

正确的。如果用佛法的语言来说，有谁明 了法，也即是已明了万物的实质－所谓「什么是

什么」。若有人能明了万物的实质是什么，那么他必定是位了解佛教的人，因为能彻底明了

「什么是什么」也就等於 彻底明了佛教。我们正确了解「什么是什么」之后，就不会误解

佛教，而且会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人生，不再存有怀疑；若能坚定地实行所明了的「什么是

什么」， 则「苦」必定不会再生起。现在由於我们还不能依据真理正确地去明白「什么是

什么」，因此，带着或多或少的错误对待万物，苦也就随之而生。比如：不了解生命 是什

么？责任是什么？工作是什么？那我们必然会依据无知的、错误的方式去执行，苦也就应运

而生。明了万物是什么之后，我们便能以更正确的方法对待生命，使 生命更臻完善。 

 

佛教的修持原则也可称之为实践的佛教，必然是为了要明了万物的真相，如果能修习到清楚

明了万物是什么，就不必再修行下去了。希望各位能好好地用心听，再一 次更清楚地明

白：我们的修行，只是为了能明白万物的真相而已。如果懂得这点，也就是已看清一切，心

中了了分明，无须再修持了。不论是修戒、定、慧，或其他 各种修心方法，最终的目的，

全都是为了明了万物是什么。一旦明了万物是什么，即是证得任何一品果位或最终之果位，

因为这种智慧能熄灭烦恼并且知道熄灭烦恼 后所证得的果位。 

 

真正明了万物是什么之后，自然而然就产生厌倦、离欲、解脱（NIBBIDA，VIRAGA，

VIMUTTI）的心境，已不必再勤修下去了。我们之所以有责 任精进地修习，是因为还不能

明了「什么是什么」罢了！尤其是还不能明白万物都是无常、苦、无我，这些依据着佛教的

原理来说明。然而当修心直到绝对而又正确 地洞悉万物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自然

是最终的修行和智慧了。因为这些智慧已足以毁灭烦恼，我们就不必再精进不懈地应用智慧

去熄灭烦恼。我们只要精进 即可使正确而又能彻底明了「什么是什么」的智慧生起！总而

言之，那只是知晓万物是无常、苦、无我的智慧而已。因此，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喜爱的生

命或万物都 是无常、苦、无我，就会沈迷、攀缘、执着这些东西。这不是用世俗的方法去

明白，而是用宗教方法去明了，尤其是依照佛法去修习直到明了万物都是无常、苦、无 

我。如此，就能明了没有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攀缘的，我们将会从万物中解脱出来，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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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去实践明了一切现象的真相，这智慧是超越自己所知以及一切世间 的知识。 

 

我坚持地定下这个主题─明了「什么是什么」已足够让各位学者应用在自己的行持上来探究

及实践智慧。如果问一般人所谓的「宗教是什么」，肯定会有很多答案出 现，直到令你们

听后感到含糊、杂乱。通常当有人问起：「宗教是什么？」多数宗教徒都喜欢如此答覆和宣

说。宗教就是神指派下来神奇的东西。至於佛教，就不会 这样宣说，这「什么是什么」的

智慧，不管是从那里来的，只要是正确的智慧，真正的明了「什么是什么」就可立刻成为佛

教的教理。若只是这样向人解说：「佛教 就是佛陀的教诲」，将不会带来多大的益处。因

为，我们还没有领受过比明白这句话更有益的解说。如果反过来问：为什么不以巴利文三藏

经典的印证来答覆，这样 不是更能明显地指出佛教是什么吗？我想说：「什么是什么」这

句话便已包含所有巴利文藏经的大纲了。事实上所有巴利文的巴利文藏经及佛陀教诲的原

理，都只是 在指导我们明了「什么是什么」罢了！ 

 

 

佛教的核心－－四圣谛 

 

如果把我们听过的任何一种理论来引证也可以，譬如四圣谛原理。第一圣谛说到每一个生命

都常常在苦中；第二圣谛说到苦的来源，即是对贪爱欲望的想要、想是、 想有及想不要、

想不是、想不有；第三圣谛说到假如熄灭了贪爱欲望，苦自然也消失了，因为苦是从贪爱欲

望生起的；第四圣谛说到灭苦的方法。四圣谛为佛法的重 要内容，因此，我们也应拿它来

和我所坚持的「佛教是为了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来比较，看看两者

如何融为一体。 

 

第一圣谛说明万物或诸行都是苦，即是「万物是什么」或「什么是什么」。所谓诸行是苦即

是「万物是苦的所在处」，但是众生不明了，无法看清万物都是苦。因 此，就会对任何事

物贪爱，想要将它占为己有。当了解它的真相是苦之后，自然地就不值得去攀缘事物，而从

贪爱中解脱出来。因为不能正确地明了「什么是什么」 的真相，所以才贪爱着，这就离开

了万物的真理而走上错误的途径。虽然第二圣谛说明「贪爱就是苦的根源」，然而众生却还

不知晓，不能清楚地明了它正是「苦的 根源」。因此，就牵系着我们去贪爱这个，贪爱那

个，以及产生种种欲望。正因如此，才不能看出苦是因贪爱万物而产生的，追根究底就是因

为不了解贪爱到底是什 么。在此再次强调：只须明了「什么是什么」罢了！第三圣谛说到

涅盘（NIBBAN）或不苦（NIROT）。即是在熄灭贪爱的当下，称为不苦或涅盘，是更多 人

所不能了解的。尽管人们任何时刻都可进入这境界，特别是当灭去爱欲之时，就进入涅盘。

但人们因为不了解「什么是什么」，所以未曾想过要让爱欲熄灭，即是 不期望涅盘，因为

没有智慧去认识「涅盘是什么」。最后一个主题是第四圣谛，称为圣者之道，或是熄灭爱欲

的方法。没有人知道这种方法－奉行八正道，便是要让 自己走在灭苦的道路中，在此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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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明了「什么是什么」的重要。由於不了解什么是自己的「依靠处」，不知道什么才是应

该努力去寻找的，才导致没有人去注意 佛教的八正道。其实遍一切法界，所有人类的学问

中，八正道已被公认为最高尚、最殊胜的法则，其他的知识、学问都比不上八正道那道究

竟、圆满，正因为人们还 不明了「什么是什么」的重要，以致未对八正道加以注意，这是

多么的危险啊！因为它是通向解脱的必经之道，若想要绝对地灭苦，而又不修习八正道，是

件不可能 的事啊！ 

 

从这一切，我们将可以明确地发现四圣谛是无上的智慧，清楚而又正确地阐明「什么是什

么」。虽有人告诫我们别去玩弄万物，否则一玩弄即苦，但人们尚不知醒 悟，还照旧地玩

弄它，不知自拔。因此苦就不断的增加，直到充斥於整个生命中。这些都是愚痴的人啊！都

是不明了「什么是什么」真理的无明者，故不能看清楚事 物的真相。也就是说，无明的人

才会不明了「什么是什么」，往往用错误的方法对待各种事物。偶而他们会正确地对待事

物，但这种所谓的正确，也只是依照着那些 有无明烦恼的人之爱憎而定，若能合乎於自己

的习气，那就是他所认为的正确。因此，苦恼仍旧充斥於我们的生命中，一点也没有减少。

虽然世上的俗人认为他们这 样做是正确的，那也只是世间的学问；但假如以佛法的角度来

看，这仍然不究竟，也即是说：不能正确地明了「什么是什么」，不能正确地对待万物，就

还是什么都 不懂。相信各位都曾经听过四圣谛法，假如我们真正地观察四圣谛，就可以清

楚地看到所谓的佛教只是「为了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 

 

 

「诸法因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因缘灭，是大沙门说」 

 

现在让我尝试来讲解一小段经典给大家听，这只是一般普通的佛法；相信各位也曾经听说

过，但却是本题的另一要点，而且也被公认为佛教的中心思想。阿说示比丘 这段巴利经文

可让我们思考，舍利弗问阿说示比丘：「可否用最精简的话来解说佛教的精华？」阿说示比

丘说：「诸法因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因缘灭，是大沙门 说」。说明法的缘起及法的缘

灭，就是现象的生灭，一切事物从因而生，世尊宣说：「一切事物均有其『起因』，要熄灭

一切事物便得熄灭起因」。每个国家的佛教 徒，都同意这即是佛教的要旨。佛陀入灭后，

阿育王因为对佛法坚信不疑，将这段经文刻在石碑上，虽然只是短短的偈语，却是强有力而

又神圣的座右铭。 

 

按照这法则推论，佛教的心要说明了「万物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消失而灭」。也只是让我

们知道「什么是什么」。同时在指示我们：不要认为我所看到的所有现象 都有一个永恒的

「自我」。其实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只有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才生起，并不断地增长，主因

的消失即是现象的消失。这个主因，可解说为能造作或组 合的力量，也可以称它为助缘，

但它又可成为另一个果的主因。因此眼前的现象或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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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没有自我、不自在的，只是在不间 断、无止境的流转中的其中一种现象。所以，佛教

是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是没有自我的，它必须要随因缘的力量而改变，所以是不自在的。

因此，它本身具备了 苦。若不要有苦，就得停止或熄灭苦因，当不再有因缘的组合，苦就

灭了。这个是主题较深入向各位讲解「什么是什么」，只有智慧的人才懂得，对我们这些只

有一 般知识水准的人来说，的确难以理解。这些因缘法，正是佛教的精神要点。以上一切

解说，都是在告诉我们：万物是虚幻、假有的，它只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不 应该执

迷，直到让心从喜欢或讨厌中解脱出来，就再好不过了。当心识真正能从喜欢或讨厌中解脱

出来，这就是脱离了因力（主因的力量），也就是熄灭了主因。如 此，就不再为喜欢或讨

厌而苦了。从这个主题可以看到佛教的中心法则，说明「什么是什么」，普通人是不曾听过

这种不仅正确，而且直接深入探讨的话题。 

 

另一方面，我想要引导各位细心观察，更加理解佛陀出家的目的，世尊从充满欲乐享受的皇

宫中离开，毅然出家，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佛经明显地指出：请各位仔 细听着，佛陀是

为了寻找「真理是什么」而出家。「什么是什么」就是无上真理。尤其是「苦是什么」？

「苦因是什么」？「不苦是什么」？「进入不苦的方法是什 么」？这就是佛陀出家的动

机、志愿与原因。太子出家就是要来追寻无上的「真理是什么」，最后终於圆满、究竟地明

了什么是什么」。也就是无上的智慧，即是佛 教的本质。 

 

 

「什么是什么」－－万物皆是无常、苦、无我 
现 在，假使我们依照一般人所听过的，尤其是那些老年人的口头禅─「三法印」来说，就是

无常、苦、无我，这又是另一种佛教的主要宗旨。这些是我们必要知道的， 若仍不知其所

以然的话，就可说是不明了佛教。「无常、苦、无我」所要显示出来让人们明白的就是：由

因缘和合而成的万物皆无常，皆是苦；因缘和合或没有因缘 和合，皆是无我，这就是佛教

原则。对「什么是什么」这个问题，最圆满、最贴切的答覆是无常、苦、无我，再也没有其

他的解说方式能这么深入圆满地来解说「什 么是什么」。 

 

所谓「无常」，即是万物时时刻刻都在转变中，甚至连一刹那都在改变，没有什么是属於万

物本身的。万物皆是「苦」，亦即万物本身已具足了难以忍受的苦的状 态，当我们看出苦

的性质，就会感觉到令人厌恶，难以忍受。至於所谓万物皆「无我」，这是提示我们：万物

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去执着为「我」或「我的」，也没有 办法可以执着是「我」和「我

的」。假如我们去执着，一定会演变成苦。这也是告诉我们万物比火更为可怕，更为危险。

当烈火熊熊燃烧时，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它而 不靠近它。但愚痴的我们却看不清万物就是

火，所以我们才用一颗很自然、很情愿的心去拥抱、执着这火堆，就存有苦了。在这里，我

以「三法印」的角度来告诉各 位「什么是什么」，并且明确指出：「佛教即是明了『什么

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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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明了「什么是什么」，就不再有疑问，而能正确的对待万物。反之，当我们不明了

「什么是什么」，却想正确对待万物，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想要正确实行 戒、定、慧，而

又不要求获得万物是什么的智慧，那不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愚痴的想法。因此我们必须

从修行中明了「什么是什么」，才可看出它们有什么好处 和价值。 

 

我们领悟到这个原理，就必须要知道万物是什么和要怎样去处理，才好真正符合万物的普通

性和自然法则。对於这个问题，巴利文经典中的一个主题 －OVADAPATIMOK 的法则，就

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所谓 OVADAPATIMOK 译为一切教诲都是以它为前导，并由它而延伸

出来。 

 

OVADAPATIMOK 有三个要点，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是遵守万物

真理的重要法则。当我们明了万物不是永恒的、是苦的，执取不到也不能迷恋的，这时，我

们 就必须很小心谨慎地以正确的态度去接触万物。远离一切恶行，即是舍弃贪爱，但由於

习气的趋使而想要造恶，就做出种种不对的事情来，这正是因为不明了「什么 是什么」的

缘故。我们不应该有违反道德或破坏风俗习惯而去造恶这是不值得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

遵守智者们所认定的善事而去行善。以上这两项，相信各位将 不会有疑问，必定知道它是

善法，但这只是道德层次或普通的修行层次，而且是每个人所必须奉行的。只有这样，才能

有安稳、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这也是做人应尽 的责任，世间上大多数的人都是从这里得到

世俗的和乐。至於第三项自净其意，净化内心，远离一切的忧悲，苦恼，我们可以直接说∶

那就是佛教的精华，或者直称 为佛教。 

 

当我们的心净化，无垢染或没有忧悲苦恼时，即能将心从万物中解放出来。假如我们的心还

不能脱离万物的控制，仍时时刻刻被外境的变幻左右，却还妄想着要拥有 一颗清净的心，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唯有心中时常保持醒觉并且对世间的一切明了「什么是什么」，那时心

才能真正的从万物中解脱出来。当一个人不明了「什么是 什么」时，他必定会沉迷、爱恨

着任何事物，不可避免的，心又怎么能自由呢？爱与嗔，喜欢和讨厌、满意与不满意，是人

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感受。巴利文称这两类 感受为 APICANA 和 DOMANA 。无论在什么时

候，当人们接触任何事物将会随着一般世俗人的心识状态去执着，因而产生的 APICANA 和 

DOMANA 的感受。APICANA 译为满意、喜欢：DOMANA 译为不满意、不喜欢。更深入

一层的解说，这些事物不曾使我们有碍手碍脚的感觉，它只是捣乱我们的视线。只要那一刹

那在心中生起一丝的不快，就称为 DOMANA。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成为情绪的奴隶，不能

自主，这是一般普通人的心理状态。当我们在这世间上有着数不尽的情绪时，也将成为数不

尽的情绪之奴 隶。 

 

总而言之，不了解情绪或一切事物是什么，就是不明了「什么是什么」，因而生起喜欢或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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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的感受和满意或不满意的感受。APPICANA 的心态是不论任何事物，都想将它占为己

有；至於 DOMANA 却是一种排斥的心理。请不要将这两种感觉只局限於爱欲，它所包含的

意义更广阔、更为深远；虽然不关系到爱欲，没有爱欲的存在，却仍然使我们生起一种精神

上 满足而且想要占为己有的感觉，那也就是满意了。反之，如果生起想要拒绝或者出现要

将它毁灭掉的心态时，那就是不满意了。假如我们还存有这两种感觉，就不能 自由自在，

换句话说即是我们尚未能正确明了「什么是什么」，心仍有执着，仍会不断沈迷於爱恨中，

心还不能脱离万物的控制，所以还是不能清净。因此佛法较深 层的原则是否定（拒绝）凡

夫们所执着的爱恨贪嗔。然而愚痴的人们却一直迷失在爱恨中，深陷於善恶而不能自拔。最

后，佛法甚至教导我们连善、恶一并拒绝，不 再执着一切善恶，心才能真正的清净、自

在，不再为万物所蒙蔽。 

 

在此我再重覆这三个主题：(一)诸恶莫作，(二)众善奉行，(三)自净其意，即是使心不再受到

支配，才是究竟自由自在及清净的。主要是在清楚地让我们了解 世间万物，若我们不想成

为情绪的奴隶，就不应该对事物攀缘、执着。这些教诲是在解说「什么是什么」，使众生明

了「什么是什么」才是最究意的，相信没有其他 学说能做出更好、更恰当的解释。虽然其

他人或团体，持有各自的理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喜「善」厌「恶」，并执着於

善而直到沈迷、攀缘着善事，既 是他已达到最高善良的境界，有如天帝般，也不过局限於

此罢了。佛教却是早已超越了这一切，它已不愿对任何事物攀缘了。在此请大家稍微思考一

下：攀缘善法， 在佛法这不过是中级的修行，并不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修行方法。首先，

我们应将恶断除，然后才按步就班地奉善法，最后使心真正从善恶中超越出来，自由自在， 

才是佛教的最终目的。 

 

攀缘善业功德，不是究竟脱离一切的苦，也不是究竟的知识，还不是真正明了「什么是什

么」。因此，我必须做一个扼要的解释，希望各位回去亲自思考。坏人有坏 人的苦；好人

有好人的苦；甚至最高级的天神─梵天神，也有梵天神的苦。想要没有苦就得超越出世间的

善业，即是出世境界－圣界了，或着假设为圣人的世界。但 请各位别把圣人与与善业混为

一谈，甚至把圣人视为这种人或那种人，我觉得这是非常愚痴的，因为这些善业只限於世间

的范围内是我们的习气和世间假有的事物而 已，大家都知道圣人早已超越世界，怎可把圣

人与世间法混为一谈呢？ 

 

善恶好坏都是世间的假有，若心能脱离假有，超越善恶，那即是「不喜善」或「不厌恶」的

心境，这才像圣人的出世或没有苦的境界。这是三个层次的修行，即是净 化心识，已没有

种种的忧悲苦恼，这些都是正确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结果，也是最圆满和最正确的佛教原

理。精进依着它而奉行，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能力明了万 物的特性，并知道它不值得我们

去攀缘，就能不应执着，应该将自我从万物中拔除，心超越万物，自由自在。没有苦恼，即

是圆满智慧的心，能真正的明了「什么是 什么」，使心确实没有苦，便可成为阿罗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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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还未圆满，则为初果圣人。但是每一个阶段的圣者，都是了悟「什么是什么」的智者，能

看清万物的无常、苦、无 我。 

 

肯定且彻底明了「什么是什么」之后，才制定 OVADAPATIMOK 这个修行原理，并规定这

样的行持─止恶行善，让心超越一切的忧悲苦恼，不再受任何事物的纠缠，也不受任何情绪

所摆布，不再成为它的奴隶。 

 

注意观照自己的苦，来学习实践佛教的本质 

 

在接近尾声之际，所要讲的要点是：「宗教」这个名词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请各位好好的观

察思考。「佛」译为「智者」，佛陀的宗教肯定地被译为智者的宗教。佛 陀的四众团体被

译为智者的团体，佛教徒也被译为追随佛陀的行者，或称他们为归依智者宗教的行者。

「佛」这个名词译为觉悟的人，佛陀觉悟些什么呢？其实佛陀 最终所觉悟的，即是真正知

晓万物的真理罢了，所以我才这么解释：佛教就是一种能使人明了「什么是什么」的宗教，

让人们明白真理的宗教，我们必须自修直到能 完全明了之后，再也不用担心，甚至害怕各

种各样的欲望烦恼，它们将完全被智慧所摧毁。当颠倒妄想的无明生起时，立刻就被智慧所

观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 说各式各样的行持无非是要增长智慧，明了「什么是什么」

罢了！各位必须应用这种修持方式来引导这心，使它坚固且确定地沿着佛教的道路前进，这

必须以明了 「什么是什么」做为基础，也就是真正彻底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知识」；

这里所指的「知识」并不是一般世间的「知识」，也不是那一知半解错误的「知识」－ 使

自己迷失在不好的却误以为是好的，或迷失於会生起苦，却误以为不会生起苦的事物中。这

两句话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希望各位能尽力在「苦」这一方面观照，尽 量使己能逐渐明了

「苦」的真相，如此才是正确符合佛教的本质。 

 

能以这种方法尽力去观照，虽是文盲如樵夫者也能真正地逐步进入佛教。若每天只顾埋首於

经藏中，但却不在「苦」这方面下功夫观察，虽佛学程度不浅，却还不可 能真正进入佛

教。为什么像我们这一群，偶尔也会有明觉的心念，但却没有能力去观察出「什么是什么」

的真理？每当接触任何一种事物之后 ，就必须去学习它，直到彻底明了、确定那些事物到

底是什么？所生起的「苦」正停留在内心煎熬着我们，使我们热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

怎样的？是从那里来 的？假如每一个人都提起觉念注意观照自己心中的「苦」带来的苦

受，在这种情形下学习，才是最好和最直接的进入佛教的方法，那些只拿着经典来学习的

人，是不 能和他相比的。只是沈迷在经典中读死书的方法，以为这样就是学习佛教的方

法，仅仅记忆语言文字是无法明了「什么是什么」的。虽然在经藏中充满着「法」的解 

释，这个东西是怎样的，那个东西又是如何的，听了之后也不过像鹦鹉学话一般，只是记住

罢了，但却无法进入万事万物的真相，只有在观照着身心的真理中，才能 进入「苦、烦

恼、大自然及所接触之事物」的真相，才是真正的明了佛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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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曾听过或看过三藏经典的人，却曾微细地去审察、观照每一次所生起的「苦」和正在

燃烧着内心的「苦」，比起那些打开书研读三藏经典，但只是将它记住和 明白的人，更能

直接正确而又清楚地学习着经典。我们试着想想现在是否已经很熟悉地认识自己了呢？是否

可能类似那些每天都在触摸着经藏的人，但是却不知道存 留於三藏经典里的宝藏－那不朽

的佛法。「什么是什么」这主题告诉我们拥有我们这个自己，利用自己来修持，我们所做的

都是和自己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认 识、了解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完全解决自己所有

的问题。我们依然有着苦，有着各种贪爱、欲望的「苦因」，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和累积，这正是因为不认 识自己罢了。我们还不认识那正在形成的自己，那主宰着生命的

自己，或者被称为「自己」的「我们」。 

 

确定并明了三藏经典，或去了解隐藏在三藏经典里面的奥秘，比起了解其他事物更复杂。因

此，我们务必要回过头来以实际的学习来认识佛教的本质，也就是从名色 的和合去学习认

识生命中的身心，它有着「感受」和「思考」，正处於欲望中，有意地随着欲望而行事，甚

至动手去做某一件事情，其果报是在滋养那有意的「造 作」，使其增长茁壮，无止境地延

续下去，不可避免的，我们必定在苦海中流转不息，其主要的原因是不明了「什么是什么」

罢了！ 

 

我要总结今天所讲解的题目，「佛教的原则是为了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

序」当我们正确而又真正的明了「什么是什么」之后，不必别人来教导， 也能正确地去实

行每一件事，习气烦恼会自然消失。只要一开始我们就能明了「什么是什么」，就能正确地

去实行，那时，我们就立刻成为佛陀或证果的圣者。同 时，无论我们做任何事物，都是那

么圆满无缺，能最正确又直接的明了「什么是什么」后，我们就获得生命中最崇高的宝物－

悟道、证果、涅盘的境界。 

 

 

此检体版资料录自佛使比丘文集电子版（繁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