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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觉法语:八大人觉经 

 
 八大人觉经（一）  

释经题  
于自由时报 91.01.03(四)刊载  
 
 
   八大人觉经，全名应为「佛说八大人觉经」。  
 
   每一部经都有经题，经题当中又包含通题和别题。通题，就是每一部共

通的题名，只要是佛经，皆名为「经」。所以，佛说八大人觉经的「经」就是

它的通题。经， 古人用贯、摄、常、法四字来解释此字，也就是说：佛经所

说的道理是贯穿诸法而历古今，恒常不断的。此外，每一部经也有其各别不同

的「别题」，这一部经的别 题就是「佛说八大人觉」。  
 
   「佛」是梵语「佛陀」的简称，翻译成中文就是「觉」或「觉者」的意

思，凡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觉者就称为「佛陀」。这里特别指的是佛教

的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一部经的说法主。  
 
   「说」有「悦」的意思，佛以自证的人生至理，畅其本怀，随顺众生根

器应机而说，其所说之法融通无碍，闻者莫不信受欢悦。《大智度论》云：

「佛法有五种人 说，一者佛自口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诸天

说，五者化人说。」只要经过佛的印可，这五种人都可以讲说佛法。题中标明

「佛说」，就是拣别不是其 他四种人，而是佛陀亲口所说。  
 
   「八大人觉经」是所说的法。「八」指经中所列出：悟无常离生死，乃

至觉生死苦，发大心普济众生等八种法。「大人」是对诸佛菩萨的尊称，菩萨

称为觉有情，是 发大道心自觉、觉他之人，又称为大道心众生；如来则是自

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圣者，称为大觉世尊，为三界内的大导师，故称「大

人」。经中云：「如此八事， 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复还生死，

度脱众生，以前八事开导一切。」由此可知：这八种法是诸佛菩萨大人所觉悟

之法，为了度脱众生而往还于生死之间教 化众生的法门，因此名为「八大人

觉经」。  
 
   这部经的经文虽短，其中的义理实则涵摄、融通了世出世间的道理，是

菩萨行者入世度众的圭臬。经云：「若佛弟子，诵此八事，于念念中，灭无量

罪。」佛弟子若 能日日诵持此经，不但在自利利他的行持上有了依靠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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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于念念中，也消除了很多罪障，更能增加我们在道业上的进步。  
 
 
 
 
 
 
 
八大人觉经（二）  
释人名  
于自由时报 91.01.05(六)刊载  
 
 
「后汉沙门 安世高译」  
   这一部经的翻译者是后汉沙门安世高。后汉又称东汉，是佛法最早传入

中国的朝代。沙门是梵语，有修道、勤息的意思，古代印度的出家人皆可称为

沙门，而出家遵守僧团规范的佛弟子，又称为沙门释子。  
 
   安世高是安息国(今伊朗)的王子，幼时即因孝行而为人称叹，生性聪敏、

勤学，通晓各类经论典籍及三十多国语言。虽然拥有如此高贵的权位和财势，

但在继承王 位不久后就舍位出家了。东汉桓帝初年，他来到洛阳，主要弘扬

小乘佛法，先后翻译经论二十余年，所译出的经典义理明晰，不仅奠定中国早

期佛法弘传的基础，也 是将禅观带入我国的第一位高僧。  
 
   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因证得宿命通，知道自己前世曾在中国杀了人，为

了偿还命债，他主动前往广州，被一少年所杀。被杀身亡后，他的神识又回安

息国投生为太 子。因为知道自己尚有余报，于是二度来广州找那位杀害自己

的少年，共释前怨。当他与这人同往会稽时，在市中遇暴徒互欧，被误打丧

命。死后，再次投生为安息 国王子，三度到中国来弘传佛法。  
 
   诚然，三世因果的道理真是丝毫不爽。然而冤冤相报无有了时，究竟如

何消业、了业才能真正获得解脱呢？佛法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行者执着业

报为实有，所以 依业受报是理所当然；然而，大乘行者契悟了三界唯心、万

法唯识的道理，即使是定中所见的宿业，也是这一念心所生，不能执着。释迦

牟尼佛住世时，有比丘证得 宿命通，于定中看到过去世杀害父母师长，造下

恶业而心生惶恐。佛陀因而对他开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比丘因此心开

意解，契悟了当体即空的道理，不再惊 恐、疑虑。  
 
   大慧普觉禅师云：「发一念心，欲直取无上佛果菩提。此心一发，所作

之罪如积乾草高须弥山；所发之心如芥子许火，悉能烧尽无有遗余。」无始劫

来的罪业由心所 造，消除罪障也必须从这念心下手，在动静闲忙当中，时时

保持觉性现前，看到什么境界都不要执着，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罣碍，才能真

正消业、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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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人觉经（三）  
第一觉悟 无常无我觉（上）  
于自由时报 91.01.08(二)刊载  
 
 
「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  
   这一段是总标，训勉佛弟子应以至诚之心，常于昼夜诵念此八种觉悟的

道理。  
 
   不论在家、出家，只要归依于佛，都称为「佛弟子」；「常于昼夜」即

是恒常无间之意；「至心诵念」是对于经文的义理必纯熟，明记不忘。佛弟子

应恒常诵持此八 种佛菩萨觉悟的道理，并且要熟记经文的内容，通达其义

理，进而依靠经中的义理，时时返照观心，则能渐除习气，远离生死之苦。  
 
 
 
「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

主；心是恶源，形为罪薮。如是观察，渐离生死。」  
 
   众生所生存的国土，从古至今，无时不在变化。广阔的领土，遭强国侵

略后即失去自主权；美好的山川、肥沃的土地，逢天灾地变后，便失去原有的

景观及利用的价 值。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人世间聚散离合……，凡此皆是无

常的显现。  
 
   尽管有情众生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无常当中，却鲜少有人能够承受无常

所带来的破坏，因而痛苦不堪。例如两年多前的九二一大地震，对很多人而

言，即是一场不堪 回顾的悲恸记忆。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众生对于身心、世

界有了错误的认知：认为这个世界是常住不变的，乃至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中，

浑浑噩噩过日子，随着世俗的 物慾造业受报，枉受生死轮迴之苦。  
 
   因此，经文首先揭示无常的观念：「世间无常，国土危脆。」目的是要

使佛弟子觉悟：唯有转变对世界错误的认知，体悟一切法悉皆无常的道理，内

心就不会再被世 俗的慾念所牵引而造业受报。经常如此熏习，即能脱离生死

轮迴之苦。  
 
 
 
 
 
 
 
八大人觉经（四）  
第一觉悟 无常无我觉（中）  
于自由时报 91.01.10(四)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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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  
   其次，修行人欲脱离生死之苦，除了观察世间无常，更应观察：构成我

们身心的四大（地、水、火、风）以及五阴（色、受、想、行、识），也是刹

那不停地变异迁 化，其中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众生一向执着自己

的身心为真实不变的实「我」，但是仔细观察分析：构成吾人身心的五蕴，其

中色法是四大──地、水、 火、风──四种元素所组成，人体中骨、肉、齿、发

属于地大，唾液、眼泪、尿液等属于水大，身体的暖气属于水大，出入气息则

是属于风大，地水火风于不停地迁 流变异，稍有不适，心就不自在，乃至于

四大不调，就生起种种的病症。而构成心法的受（感受）、想（像想）、行

（思虑迁流）、识（明了、分别）等四种元素， 也是时时刻刻随着境界的变

迁而有所更易。  
 
   众生一向自认是自己身心的主宰，却无法抑止身心不断地流变，更无法

止息人生的生老病死，只有一次又一次地随着业力牵引，舍身趣生。古来多少

人欲求长生不老 之术，如今早已与草木同朽；历史上多少气盖山河英雄豪

杰，无论体力如何矫健，终究无人能抵挡时间的洪流，一个个湮没于时间的洪

流之中。  
 
 
   反观佛教中，那些证得圣果的尊者，皆是证悟身心无常、虚伪无主的真

相，彻底舍离对自我身心的执取，全然脱离生死之苦。因此必须了知，使我们

受苦、轮迴的主 因就是：不明白身心只是众缘合和所生，刹那不停地迁谢，

于此身心生起贪执，由贪执、无法舍离的缘故，而受苦、轮迴。  
 
   修行人若能深入观察身心二法生灭不定，虚幻无主，则能渐渐舍离对自

我身心的贪着；身心的贪执减轻了，就是渐离生死的最初方便。  
 
 
 
 
 
 
 
八大人觉经（五）  
第一觉悟 无常无我觉（下）  
于自由时报 91.01.12(六)刊载  
 
 
「心是恶源，形为罪薮。如是观察，渐离生死。」  
   既然世界总是在成住坏空循环之中，人的身心也是不断地生灭变异；一

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生，其中并没有所谓「主宰」的实体存在。那么，倒底

是谁使我们受苦无量？  
 
   《譬喻经》里，有一段发人省思的故事：往昔，有一个鬼回到过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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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前，鞭笞自己的尸体。傍人看见觉得奇怪，问：「这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要

鞭笞他呢？」鬼 魂回答：「这尸体是我前辈子的故身，由于他生前非但不诵

经、不守净戒；贪盗、欺诈、不孝父母、不行布施，因此死后，令我堕入恶

道，受尽种种罪报，今天我非 来痛打他一顿不可。」  
 
 
   《八识规矩颂》第六识颂云：「动身发语独为最，引满能招业力牵。」

说明：身、口不能自动，必须由心识牵引推动，方能造业；而心识当中，第六

识的造作力最 强，故言「独为最」。第六识不停地牵引身口造善恶业，当人

往生之后，就会由已成熟的业力牵引到六趣中受一期苦乐的果报，这个牵引的

业力称为「引业」；而决 定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美丑、高矮、幸福、穷苦；

乃至寿命长短等的业力就称为「满业」。由此可知，使役我们造业受苦的是自

己的心识，身体只是暂时的「工具」 而已。故事中的鬼，不明白这个道理，

以为是过去的身体使他受苦，而鞭笞自己过去生的死尸。《佛遗教经》云：

「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制心。」 既然身口的造作，都是自

心所引导，与其鞭笞无知的死尸，还不如鞭策自己的心，使他不再起恶念，不

再引导身口作恶，将来就不会再受苦果的逼迫。  
 
   《成唯识论》云：「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心杂染故，有情杂染。」所

谓「杂染」，就是身心受无明烦恼染污、障敝的意思。众生心未觉悟，时常在

贪瞋癡里打转， 牵引身体造作种种恶业，因此心就成了罪恶的根源；恶念积

聚于身口，身口也成了罪恶的渊薮。现在透过正确的观察，体悟世间无常、国

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 我的真相，了悟有情、世间之所以充满种种罪恶

的苦果，实在是自心无明烦恼的牵引所致。因此，欲得远离无常生死之苦，必

须从根本上净除内心的垢染，转除内心 的无明烦恼。当智慧摧破无明的障

蔽，契悟诸法无常、无我的真理时，即可不再为无常的生灭所撼动。 

  

八大人觉经（六）  
第二觉知 多欲为苦觉  
于自由时报 91.01.15(二)刊载  
 
 
第二觉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这一段说明：「欲」是生死的根本。众生从无始劫来，在三界中轮迴，

受业苦的系缚与逼迫，从来没有止息，故说「生死疲劳」。探究其根本的原因

就是「欲贪」。 「欲贪」是众苦之本，而欲贪又根源于内心当中的「我

爱」，贪爱我、贪爱我所，所有对我有利之事，就起希求心，想据为己有，这

就是「欲」。欲望太多、贪心炽 盛，不但在出世法中无法获得解脱；就是在

世间法中，也会招感罪恶和苦果。  
 
   佛住世时，有一次和阿难在游化途中，忽然停下来告诉阿难：「地下有

很多毒蛇！」阿难因已证得天眼通，看到地下埋藏许多宝藏，于是回答：「是

的，地下有毒 蛇！」正好后面跟着一位农夫，对于他们的话感到好奇，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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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把锄头，掘地三尺，竟然是一堆黄金，于是偷偷地将黄金运回，一夕致

富。当时的律法归定：凡是 伏藏在地下的宝藏，都属于国王所有，必须缴到

官府。农夫终于隐瞒不住私掘伏藏的罪行，由于邻人的告发而琅璫入狱，并受

以极刑。当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之时，无 限悔恨地向空中祷告：「佛陀啊！恨

我当时不听信您的话，今天才知道：不义之财就像毒蛇一样，令我招致杀身之

罪！」  
 
 
   一般人不了解多欲是苦，总是认为：想要过舒适、自在的生活，必须拥

有很多财富、很高的社会地位。殊不知：追求财富、名利，不但不能使身心自

在，反而招感很 多的尘劳，甚至为我们招来杀身之祸，等到业报现前，已经

后悔莫及。  
 
   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自在，就是因为有「欲」，古云：「壁立千

仞，无欲则刚。」山何以有千仞的高度？因为无欲的缘故；人也是如此，希望

健康、长寿、身 心自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少欲。少欲使我们的身心减少很多

尘劳，心中没有烦恼、罣碍即是自在；乃至更进一步达到无欲，不但不贪爱外

在的境界，连「我」也不再 贪爱、执着，就能远离生死，得大自在。 

  

八大人觉经（七）  
第三觉知 心无厌足觉  
于自由时报 91.01.17(四)刊载  
 
 
第三觉知：「心无厌足，唯得多求，增长罪恶，菩萨不尔。常念知足，安贫守

道，唯慧是业。」  
   贪欲一方面趋策我们不断地造业、受报；另一方面，也使令我们智慧昏

闇，看不清诸法本空的道理、更看不清楚心的本来面目，所以佛陀继续开示：

修行人必须「少欲」、「知足」、「安贫守道，唯慧是业。」  
 
   所谓「少欲」是对于没得到的事物不生贪心；而「知足」则是对于已经

获得的事物有所知足、不再多求。总之，少欲之人必然是知足的。历史上有一

位严斶，他是春 秋战国时代的处士。齐宣王听说他很有修行、很有道德，想

请他出任上大夫，但是严斶却拒绝如此的殊荣。皇帝觉得很奇怪，问他：「看

你现在如此贫穷，吃也吃不 好，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又穿得破破烂烂，我请

你当官是赐给你富贵，为什么要拒绝？」严斶回答：「大王！你给我的富贵，

并不是真富贵，你今天赐给我官做，虽 然官高权贵，但是过一段时日，一旦

出了什么差错，不但不再给我赏赐，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你说我很贫穷，其实

不然，我现在『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 当贵，清净贞正以自

虞。』这才是真正的富贵。」  
 
 
   世间人以养家活口，乃至追求名利为业；而修行却要「安贫守道，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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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业。」所谓「业」就是这一念心的造作。一般人总认为：没有名利就是贫

穷；有名有利、有 权有势就是富贵，终其一生汲汲营营向外追求，因而造业

受报，轮迴生死。然而佛法告诉我们，所谓贫穷与富贵并非取决于外在的名

利，而是在这一念心当中。不懂 得善用自心就是贫穷；反之，这念心清净、

知足、贞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是富贵。小乘行者断欲去贪，这一

念心发起般若智慧，证知诸法无我的道理， 较诸凡夫更为富贵；而菩萨行者

进一步以利他、度众生为业，即此一心发起大用，创造、利用一切缘起，惠施

一切众生，使令众生离苦得乐、得大解脱；度了一切众 生，又不执着能度的

我和所度的众生，始终回归于清净本然的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 

  

八大人觉经（八）  
第四觉知 常行精进觉  
于自由时报 91.01.19(六)刊载  
 
 
第四觉知：「懈怠坠落。常行精进，破烦恼恶，摧伏四魔，出阴界狱。」  
   这一段是说明：修行人既要「惟慧是业」，则慧业必须赖以恒常不断地

精进，才能发起生善断恶的功能，突破魔障，出离五阴的系缚。  
 
   「懈怠坠落」「懈」是指身体懒散；「怠」是精神的放逸。人人都有懈

怠的习气，譬如今天听师父说法，感觉法喜充满，回到家里赶快拜佛、诵经、

打坐；可是过没 多久就忘记了，今天拜一拜佛，明天就不想拜了；打坐，坐

一坐，又觉得想诵经；诵了几部经之后，又觉得很无聊，想休息……，这就是

由于懈怠的缘故。俗谚云： 「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用这种「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心态做事，任何事业都无法成就，何况是了生脱死？修行人若无

法远离懈怠的习气，始终是堕落在三界 六道的轮迴之中。  
 
 
   对治懈怠唯一的法门就是精进，修道人「常行精进」就能免于「懈怠坠

落」。《正法念处经》云：「世间若有欲断生死缚者 则应精勤，舍离懈

怠。」唐朝道宣律师，出家后常为病苦所缚，心想：「与其病死，不如精进修

道而死。」因此发奋精进，修般舟三昧，九十天里，不坐不卧。由于 放下身

心的贪着，不顾一切地用功，结果病竟然不药而愈。  
 
   常行精进，就是要持之以恒的精进。「精」就是不夹杂；「进」就是不

退。《遗教经》云：「是故汝等，当行精进，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无

论修什么法门， 能够不夹杂、不间断，持之以恒地精进不退。终有一天，奋

力一跃，即能启发般若智慧，冲破种种魔障，解脱五阴的束缚，永离生死轮迴

之苦。 

  

八大人觉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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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上）  
于自由时报 91.01.22(二)刊载  
 
 
第五觉悟：「愚癡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材。教化一

切，悉以大乐。」  
   众生所以长夜沦落于生死之中，都是由于无明癡闇的缘故，故言「愚癡

生死」。佛法所谓愚癡，是指没有般若智慧，不知道人有三世因果；不知道缘

起性空的道理； 乃至不知道佛性本具的道理，因而起了种种颠倒妄想，流转

于生死苦海之中。  
 
   世间人不了解三世因果的道理，不知道今生所受的果报，是过去生造业

所致。因此有人为了追求名利而损人利己，有人为了复仇而杀害对方。殊不知

现在为了一时的 冲动而造杀盗淫，未来恶果成熟，堕入三涂恶道，那种苦

报，决非现在所能想像。  
 
 
   第二是不明白缘起性空的道理。有的人相信有三世因果，因此拼命修

善，寄望来生得福报。这是对善法及福报产生了执着，不明白一切法皆是缘

起，缘起之法，必定 是依靠众缘和合，缘聚即生，缘散即灭，其中并没有一

个永恒不变的实质存在。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对福报起了贪执，当无常到来

之时，更是痛苦。  
 
   小乘的行者畏惧生死之苦，于是离开生死，契入真空。所谓「真空」即

是这念心断除无明烦恼，达到寂灭不动；但是寂灭不动并非最圆满的境界，因

为这念心不能起 用。经典记载：释迦牟尼佛经过六年苦行之后，到尼连禅河

边的菩提树下静坐，发誓不成正觉决不起座。直至第七天，夜睹明星而证悟无

上正等正觉，这个觉性与众 生的觉性无二无别，他说：「奇哉！奇哉！大地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原来成佛只是回归这一念

心本来的面目。我们的心能够成就一切 万法，因此一切法究竟的本质就是

心，离开此心更无一法可得。众生由于无明癡闇，故于其中生起妄想与执着，

进而随之流落生死；若能契悟这个道理，就不会在生 灭的万法当中自取流

转。如同大地一般，大地能长养万物，万物有生有灭，但是大地始终是大地，

并不随之而生灭；心也是一样，一切法是从心而生，灭也是销归于 心，然而

心始终是心，并不会随着法的生灭而生灭。悟到这念心，进而安住于自心，则

面对生死之时，非但不随之而流转受苦，且能运此一心，创造善法利乐众生， 
在法的生灭之中，无入而不自得。  
 
 
 
 
 
 
 
八大人觉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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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下）  
于自由时报 91.01.24(四)刊载  
 
 
第五觉悟：「愚癡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材。教化一

切，悉以大乐。」  
   《八大人觉经》第一至第四觉知都是讲述自利的法门；从第五觉悟之

后，开始阐述菩萨利益众生的法门。  
 
   上一章提示：愚癡是导致众生轮迴受苦的原因，那么如何才能远离愚癡

呢？佛法中，对治愚癡的锐剑就是智慧。菩萨因愍念昧于真理、愚迷不解的众

生，而广学世、 出世间的种种善法，以般若智慧转除烦恼；并以方便智慧广

学多闻，具足的无碍辩才，教化一切有情众生。     
 
 
   唐朝玄奘大师正是广学多闻、成就辩才的最佳典范。大师有感于国内经

本不完整、各家说法不一，决心远赴当时全世界佛学最高的学府──印度那烂

陀寺博学经论。 在孤身西行的途中，险难接踵而来，甚至时有危及性命的境

界袭击，然而大师为法忘躯，终究以其卓绝奋勇的毅力，安然抵达印度。在横

跨百余个国家，留学十四年 后，遍习大小乘经、律、论三藏，更于十八国国

王聚集、含括僧俗二众三千人次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中，感动多人弃邪归正，其

智慧与辩才，一时轰动全印度。十七年 后，大师携带诸多经论回国，一生从

事翻译经论的伟业，译出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等，共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使佛法更广远的流传，也让更多人得以深入佛法堂 奥。  
 
   佛法住世的目的即是化导群生，使令众生走向觉悟与解脱；然而，众生

没有不贪爱自身，乐着于自己的成就、事业、智识及亲友的。因此，菩萨在履

践自觉觉他的任 务时，必须随其所好而化导之，目的是要引导众生自己觉悟

人生老、病、死、苦的真相而远离愚癡，获得究竟「大乐」；远离愚癡，解脱

烦恼与生死，明心见性即是 佛法中最大之乐。唯有使众生得到究竟圆满的大

乐，才算是完成菩萨自度度人的本怀，也是实现佛法住世、化导群生最终的目

的。  

  

八大人觉经（九）  
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上）  
于自由时报 91.01.22(二)刊载  
 
 
第五觉悟：「愚癡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材。教化一

切，悉以大乐。」  
   众生所以长夜沦落于生死之中，都是由于无明癡闇的缘故，故言「愚癡

生死」。佛法所谓愚癡，是指没有般若智慧，不知道人有三世因果；不知道缘

起性空的道理； 乃至不知道佛性本具的道理，因而起了种种颠倒妄想，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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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死苦海之中。  
 
   世间人不了解三世因果的道理，不知道今生所受的果报，是过去生造业

所致。因此有人为了追求名利而损人利己，有人为了复仇而杀害对方。殊不知

现在为了一时的 冲动而造杀盗淫，未来恶果成熟，堕入三涂恶道，那种苦

报，决非现在所能想像。  
 
 
   第二是不明白缘起性空的道理。有的人相信有三世因果，因此拼命修

善，寄望来生得福报。这是对善法及福报产生了执着，不明白一切法皆是缘

起，缘起之法，必定 是依靠众缘和合，缘聚即生，缘散即灭，其中并没有一

个永恒不变的实质存在。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对福报起了贪执，当无常到来

之时，更是痛苦。  
 
   小乘的行者畏惧生死之苦，于是离开生死，契入真空。所谓「真空」即

是这念心断除无明烦恼，达到寂灭不动；但是寂灭不动并非最圆满的境界，因

为这念心不能起 用。经典记载：释迦牟尼佛经过六年苦行之后，到尼连禅河

边的菩提树下静坐，发誓不成正觉决不起座。直至第七天，夜睹明星而证悟无

上正等正觉，这个觉性与众 生的觉性无二无别，他说：「奇哉！奇哉！大地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原来成佛只是回归这一念

心本来的面目。我们的心能够成就一切 万法，因此一切法究竟的本质就是

心，离开此心更无一法可得。众生由于无明癡闇，故于其中生起妄想与执着，

进而随之流落生死；若能契悟这个道理，就不会在生 灭的万法当中自取流

转。如同大地一般，大地能长养万物，万物有生有灭，但是大地始终是大地，

并不随之而生灭；心也是一样，一切法是从心而生，灭也是销归于 心，然而

心始终是心，并不会随着法的生灭而生灭。悟到这念心，进而安住于自心，则

面对生死之时，非但不随之而流转受苦，且能运此一心，创造善法利乐众生， 
在法的生灭之中，无入而不自得。  
 
 
 
 
 
 
 
八大人觉经（十）  
第五觉悟 多闻智慧觉（下）  
于自由时报 91.01.24(四)刊载  
 
 
第五觉悟：「愚癡生死。菩萨常念，广学多闻，增长智慧，成就辩材。教化一

切，悉以大乐。」  
   《八大人觉经》第一至第四觉知都是讲述自利的法门；从第五觉悟之

后，开始阐述菩萨利益众生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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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章提示：愚癡是导致众生轮迴受苦的原因，那如何才能远离愚癡

呢？佛法中，对治愚癡的锐剑就是智慧。菩萨因愍念昧于真理、愚迷不解的众

生，而广学世、出 世间的种种善法，以般若智慧转除烦恼；并以方便智慧广

学多闻，具足的无碍辩才，教化一切有情众生。     
 
 
   唐朝玄奘大师正是广学多闻、成就辩才的最佳典范。大师有感于国内经

本不完整、各家说法不一，决心远赴当时全世界佛学最高的学府──印度那烂

陀寺博学经论。 在孤身西行的途中，险难接踵而来，甚至时有危及性命的境

界袭击，然而大师为法忘躯，终究以其卓绝奋勇的毅力，安然抵达印度。在横

跨百余个国家，留学十四年 后，遍习大小乘经、律、论三藏，更于十八国国

王聚集、含括僧俗二众三千人次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中，感动多人弃邪归正，其

智慧与辩才，一时轰动全印度。十七年 后，大师携带诸多经论回国，一生从

事翻译经论的伟业，译出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等，共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使佛法更广远的流传，也让更多人得以深入佛法堂 奥。  
 
   佛法住世的目的即是化导群生，使令众生走向觉悟与解脱；然而，众生

没有不贪爱自身，乐着于自己的成就、事业、智识及亲友的。因此，菩萨在履

践自觉觉他的任 务时，必须随其所好而化导之，目的是要引导众生自己觉悟

人生老、病、死、苦的真相而远离愚癡，获得究竟「大乐」；远离愚癡，解脱

烦恼与生死，明心见性即是 佛法中最大之乐。唯有使众生得到究竟圆满的大

乐，才算是完成菩萨自度度人的本怀，也是实现佛法住世、化导群生最终的目

的。 

  

八大人觉经（十二）  
第七觉悟 五欲过患觉  
于自由时报 91.01.29(二)刊载  
 
 
第七觉悟：「五欲过患。虽为俗人，不染世乐。常念三衣，瓦缽法器。志愿出

家，守道清白；梵行高远，慈悲一切。」  
   上一篇提到「常行布施」能改善贫苦的人生，培植福报。然而，获得福

报的人，往往纵逸在五欲充斥的生活中迷失了自己，由此又种下了堕落的因。

如何才能在福报 当中不致堕落，而能更上一层楼，获得精神的提升呢？佛陀

劝导弟子：应当远离世俗的五欲之乐；学习出家人的清净与慈悲，才能种下出

世、解脱的净因。  
 
   「五欲」一般是指那些使我们内心迷乱的钱财、美色、名利、饮食以及

睡眠等欲乐；「过患」即是过谬和祸患。世人所以无法远离生死的系缚，完全

是由于贪着现前 的五欲不肯舍离，乃至欲望炽盛，则会导致种种毁灭性的祸

患。第二觉知云：「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说明五欲是众苦之本，

此处佛陀更开示：佛弟子欲 求解脱，应远离世间的五欲之乐。诚然，「离

欲」在佛陀的教法中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修道者追求解脱生死束缚的不二



12 
 

法门。     
 
 
   面对纷杂的灯红酒绿，如何能不贪染世间的五欲之乐，进而远离欲乐的

过患呢？为此，佛陀提出一个方便法门：「常念三衣，瓦缽法器。」三衣就是

三种袈裟，是出 家人所穿着的法服：五衣、七衣和九衣。往昔，释迦牟尼佛

和阿难尊者在外托缽行化，佛陀指着一畦畦的田地对阿难说：「过去佛、现在

佛、未来佛都有法衣，法衣 就像这一畦一畦的田地，代表僧众堪受大众供

养、种福田。」出家众所穿的袈裟，当中由一截截长短不同的布缝制而成，不

但象征着福田，也表示善法逐渐增长，恶 法渐渐减少。《悲华经》记载：在

宝藏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曾发愿，将来自己成佛后，凡是对袈裟有一分恭敬

的人都能得三乘授记、远离灾祸，乃至得以饮食充 足。  
 
   佛弟子藉由日日对袈裟、法器的恭敬，不但能受到佛陀的加持，无形中

也增长了善法与福报。身处红尘的我们，经常思念象征佛陀教法的法服及法

器；向往出家人的 清净高远的梵行；乃至立志学习出家人的清净与慈悲，发

愿广度一切众生，自然而然就能转轻五欲的贪染习气，远离祸患，为解脱之道

种下清净的种子。 

  

八大人觉经（十三）  
第八觉知 普济众生觉（上）  
于自由时报 91.01.31(四)刊载  
 
 
第八觉知，生死炽然，苦恼无量。发大乘心，普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

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这一段，佛陀再一次提醒我们：生死唯苦，佛弟子应观察众生苦，发大

乘心，普济众生。  
 
   所谓「生死」，即指众生一期又一期的生命。佛说人生如同处于炽然猛

火中，众苦齐聚，毫无闪躲之处。众生之中不乏世智辩聪者，为什么竟使自己

深陷于众苦之 中，无法自拔？我们现前的物质生活如此舒适，为什么说「苦

恼无量」？须知物质虽然不虞匮乏，但是高涨的欲望却使现代人的内心充满空

虚，精神生活一片苍白； 淫乱的情感，取代了固有的伦理道德；权力与欲望

淹没了良知良能；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恚、五阴炽盛等众

苦交迫，凡此种种，即是无量的苦 恼。面对人生的根本问题：生从何来？死

向何去？无法解答即是无明；在无明之中，人心的贪瞋癡不曾止息；历史上的

战争也不曾间断；系缚在如此混乱失序的业网 中，谁能为我们指导一条解脱

之道？     
 
 
   《法华经》譬喻无知的众生，如同处于火宅中的童子，宅中起了大火，

然而童子们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一点也感觉不到灾难的来临。大宅的主人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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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出小孩，于是 告诉他们：「你们赶快出来，屋外有羊车、鹿车、牛车等等

好玩的东西！」等到童子出离火宅后，每个人都获得了最高贵的大白牛车。故

事中，火宅比喻我们所居处 的世界，为众苦之火所逼恼，而大宅的主人比喻

佛陀。羊车、鹿车、牛车，比喻佛的种种教门、种种方便的化导，大白牛车就

是「大乘心」，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 性。  
 
   佛视众生如同自己的孩子，不忍见众生受苦，因而「发大乘心，普济一

切。」设立种种方便，普遍地化度各种根机的众生。如中台禅寺新建主体工

程，所呈现佛法五 化：佛法艺术化、学术化、科学化、教育化、生活化的意

义，为的是因应现代人的好乐，建立种种因缘，广泛化度缘之人。凡是直接或

间接听到或见到的人，都能心 生欢喜，乐意与佛法结下清净的法缘，待菩提

种子萌芽，就能够契悟佛陀教化众生最终的目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此即

佛陀教导众生最根本，也是最究竟的解脱 之道。  
 
 
 
 
 
--------------------------------------------------------------------------------  
 
八大人觉经（十四）  
第八觉知 普济众生觉（中）  
于自由时报 91.02.02(六)刊载  
 
 
第八觉知，生死炽然，苦恼无量。发大乘心，普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

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发大乘心，普济一切。」  
 
   什么是「大乘心」？「大乘心」就是菩提心，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性。

佛法有大、小乘之分，小乘行者重在自求解脱，当他证得空性之理时，就要出

离生死，入涅 槃。大乘菩萨行的基本精神则是自利利他，亦即上求佛道，下

化众生。然而，众生本无自性，《金刚经》亦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

影。」众生虽然轮迴于生死 之中，受众苦所逼迫，但是在佛的眼中看来，这

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譬如有人梦见自身落于大河中，为了免于一死，

因而不顾一切地奋力地划动，当他在无 限奋力之时，突然醒悟：哪有什么生

死，哪有什么大河与彼岸？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除了能作梦的心之

外，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既然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华严经》说：菩萨行

者，当他见到众生在生死众苦之中，为了救度苦恼的众生，因而发大勇猛心，

精进用功。在长久 不断精勤努力之中，忽然觉悟：一切法本来不生，除了这

个能知能觉的心以外，别无一法可得，因而停止一切心行，欲入涅槃。此时十

方诸佛现前提醒他：善男子！ 你虽然已经悟到一切法毕竟空寂，本来就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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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真理。但是，声闻缘觉的行者所证得的也是这个道理！虽然你已经觉悟

了，但是还有无量的凡夫众生不能理解这个 道理，他们始终在无明烦恼之

中，长夜沉沦！受种种烦恼、业障的侵害。行者！切莫就此止息，因为觉性尚

未圆满；佛所证得的无量功德、智慧，你也尚未证得；应 当继续精勤不懈，

圆成佛所成就的庄严净土，施设大方便教化一切众生。  
 
   本来，菩萨的本愿即是度化一切众生。当他证悟一切法本来无生，而本

具的清净自性亦从来不失不灭时，悲心澈骨的菩萨，眼看众生无量劫来始终在

虚幻的梦境之中自取轮转，自然不忍自求解脱，甚而发起大悲心，往还于生死

之中，普遍济度一切众生。  
 
 
 
 
 
--------------------------------------------------------------------------------  
 
八大人觉经（十五）  
第八觉知 普济众生觉（下）  
于自由时报 91.02.05(二)刊载  
 
 
第八觉知，生死炽然，苦恼无量。发大乘心，普济一切；愿代众生，受无量

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当菩萨于大悲心中发

起普济众生的愿行时，首先面临的就是众生既深重且充满垢染的罪业，以及种

种错谬的邪见； 同时对于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尚未通达，因此必须涉入纠缠

不清的业网中，了解众生根性，学习无量的道法，解决众生的问题。  
 
   例如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一生为了求道、度生，受尽各种磨难。清光

绪二十一年，时五十六岁，赴高旻寺打七，途中堕水，口鼻大小便诸孔流血，

仍旧前往高旻寺 打七，直至工夫落堂，如大梦初醒，而作偈云：「烫着手，

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自此之后，

一手挑起如来家业，不辞辛 劳地开始度众生的悲愿。他一身承续五家法脉，

修建大小梵刹数十座，皈依弟子不下百万。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是名利双收，然

而他总是一衲随身，一笠、一拂，披星 戴月，行遍海内外，到处弘法。民国

三十八年，大陆正处于内战动乱之中，香港信徒劝他留在香港弘法，他却说：

「我若留在香港，则内地数万僧尼，少一人为之联 系护持，恐艰益甚，于我

心不安，我必须回去。」二年后，发生了云门事件。一群匪徒百余人，误以为

云门寺藏匿白银及枪械，于是将虚老禁闭一室，予以逼供，然 而他老人家始

终无言以对。匪徒因而施予毒打，一日之中连打四次，第二天见其未死，再

打，打至头面流血，肋骨折断。过几日，匪徒又来，见和尚容颜如生，于是 
问左右僧人：「那老傢伙为什么打不死？」僧人答：「老和尚为众生受苦，为

你们消灾，打不死的！久后你们自然知道。」其后，匪徒四起，毁寺欺僧，于

是他老又 赴北京，上书政府，保住了僧尼寺院免于被毁，此时他已是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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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高龄。     
 
 
   众生长劫以来受染业的熏习，内心充满无明烦恼，以及种种邪见。所谓

「邪见」就是对于宇宙人生有不正确的认知，譬如：认为身体是我，乃至于否

定因果等等。邪 见与烦恼互相交织，即是障蔽众生不得解脱的原因。菩萨深

知：欲使众生脱离生死，就必破除邪见；然后根据正知见转除内心的烦恼与业

障。然而，根深蒂固的烦 恼、邪见，岂是三言两语就能破除的。必须以大无

畏的精神，无怨无悔地陪同冥顽的众生，往还于生死之中，行难行之行，忍人

所不能忍；舍头目脑髓以满足众生之 所需，获得众生的信赖，使之信受奉

行。另一方面，对于无量度生的法门，也必须精勤不懈地学习，增长世俗的方

便智慧；并深入无为法，洞悉诸法如幻之理。如 此，才有可能转除众生积习

成垢的烦恼与邪见，俾令众生皆能醒悟，出离生死大梦，获得永久的安乐。  
 
 
 
 
 
--------------------------------------------------------------------------------  
 
八大人觉经（十六）  
结劝流通（上）  
于自由时报 91.02.07(四)刊载  
 
 
「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精进行道，慈悲修慧，乘法身船，

至涅槃岸。复还生死，度脱众生。以前八事开导一切，令诸众生觉生死苦，舍

离五欲，修心圣道。」  
   这一段是总结以上八事，说明：只要依据以上八个法则来修行，即能契

悟诸佛菩萨同悟、共证的菩提心，也就是人人本具的觉性。  
 
   「精进行道，慈悲修慧。」契悟了这念觉心，只是修行的开始，还要继

续不断精勤努力地用功，悲智双运，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     
 
 
   「乘法身船，至涅槃岸。」「法身」就是因地的觉心，涅槃就是果地的

圆满觉性，亦即「乘法身船」所得的果报。法身即是我们当前这念无相、无

我、无住的菩提 心，《金刚经》云：「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心。」菩萨于度众生时，若有一念能度人的我相，可度者的众生相，即是着

相；证到空性而沈滞于空， 即是法执，这些都不是菩提心。唯有离一切相，

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自利利他，方能契合法身。因地上如此修持，当下即与

果地觉性相契；念念契合法身，即登涅 槃彼岸。  
 
   「涅槃」意即烦恼永灭，生死永离。佛法中有四种涅槃：有余涅槃、无

余涅槃、无住涅槃、自性清净涅槃。前二者是断烦恼，证空性，其中有余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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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尚有色身存 在；无余涅槃则已舍弃有漏的色身。后二者是证悟菩提心，无

住涅槃是以般若智慧洞悉诸法如幻，故不住生死，有大悲不舍众生故不住涅

槃；自性清净涅槃非修断所 得，乃众生本具清净的佛性，不增不减，不出不

入。此中自性清净涅槃是佛所证，也是一切大乘菩萨所欲亲证的终极目标；而

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亦 即回归众生自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

说：众生本来就是安居在本具的「自性清净涅槃」之中，但因无明的缘故，妄

计有我、有法，逐梦生死、自取流转，因此需要那 些已经觉醒的人来开示、

引导，使其从大梦中醒来，如此而已。  
 
   果位上的菩萨虽已出离生死，但以大悲心之故，不住涅槃，再度往还于

生死梦幻之中，倒驾慈航，普度一切众生。然而，用什么方法度众生？还是用

这八个法门，开 导一切众生，使其彻悟：生死唯苦，只有舍离五欲之乐，回

归当下这念心，老老实实用功，时时刻刻觉察、觉照、觉悟：一切法如梦、如

幻、如泡、如影，唯此一 心，别无一法可得。若能如此切实履践，则不待将

来，当下就能契悟法身，出离生死。这就是成佛的圣道，是一切众生获得究竟

大乐的不二法门。  
 
 
 
 
 
--------------------------------------------------------------------------------  
 
八大人觉经（十七）  
结劝流通（下）  
于自由时报 91.02.09(六)刊载  
 
 
「若佛弟子，诵此八事，于念念中，灭无量罪，进趣菩提，速登正觉，永断生

死，常住快乐。」  
   佛弟子若能经常诵习这八个法则，明记在心，切实履践于日常生活之

中，就能转除无始劫来积习成垢的罪业与烦恼，使我们的心回复本来的清净；

心清净，菩提自然现前。如此修习，即可「速登正觉」。  
 
   「速」就是速疾，菩提即是「觉」。佛法有顿法与渐法之分，渐法有能

有所，因地修种种加行，断烦恼证菩提；顿法则无能无所，烦恼即菩提。禅宗

初祖达磨祖师未 来东土前，见东土具大乘根性，于是派遣两位弟子前来中国

传顿教法门。但因根性未熟，诸山大德乍闻顿教之法，各各狐疑，不能信受，

二人因之被摈至东林寺。慧 远大师见此二人即问：「你们到底传的是什么教

法，为什么被摈逐至此？」二位仁者说：「我们传的是顿教法门。」慧远大师

说：「你们所传的顿教法到底有多快， 堪称「顿」法？」于是他们把手伸

出，伸手成掌，又屈手握拳，问：「这样快不快？」远师说：「很快！」二位

仁者又说：「还有更快的。」远公问：「那是什么 呢？」仁者答：「烦恼即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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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认为烦恼便是生死，菩提即契涅槃；经论中也说：修行须历三大

阿僧祇劫方能证佛果。但是，当我们体会到：原来菩提涅槃与生死烦恼皆不离

当前这一念，这 一念心迷了即是烦恼；悟了即是菩提。故知证道不是将来的

事，而是现在、当下！一般人无法亲证菩提涅槃，因为心中仍有时间、空间，

以及人、我等等分别。殊不 知：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只因无明妄动，因此

在本自清净、本无一法可得的心中，妄认有我、有法、有烦恼及生死，于幻法

中妄生分别。现在觉悟了，时时刻刻回 归当下，就能契悟本自清净的觉性。

然而，由于心中仍有无明习气的牵动，无法时时刻刻安住在清净无染的觉性

上，所以还要继续保任这个觉性，行住坐卧皆不离当 下，清楚明白，如如不

动，一直到无明尽除，就能常住于诸佛同证的自性清净涅槃。这是最真实、最

圆满的快乐，这个快乐，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五欲之乐可比拟 的，而是我们

自心本具的自在。只要依据这个法门来修习，人人皆能觉醒，永除生死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