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南游寄语  
  

附录 

 

一、泰国的佛教 

 

一、前言 

 

    我刚从泰国来槟，承全槟佛教缁素同人联合开会欢迎，实觉愧不敢当。现在很想趁此机会，一谈泰

国之佛教，因他山之玉，可以攻错，他人的好处，或可以做我们振兴佛教的借镜。 

    泰国、我国及日本，为亚洲三个著名的佛教国家：我国素以大乘佛教国自命，号称解行并重；日本

则偏重理论的研究，行为方面的表现，则重在大乘之行的推动，多作社会教育慈善事业；而泰国呢？照

一般的说法，是盛行原始的根本佛教，即南傅的小乘佛教，似乎与大乘菩萨行无关，其实亦不尽然，泰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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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遍布全国各阶层，千余年来以佛教立国，民心崇向，屹然不动。不错，他 是小乘佛教，但小乘佛

教，能有此巨大力量，以佛教控制全国民心，扶植中心 势力，全国男人皆须出家受过僧戒，深沐佛化净

行，以戒德束身自好，为涉世 处事之辅助，小乘佛教有此，亦足以自豪了。又全国民众，敬僧如佛，见

有黄 布缠身的，皆视之为佛，故有黄衣国之称。反顾自命大乘佛教国的中国与日本 ，对之又作何种感想

呢？  

二、僧伽的组织与治理 

 

      泰国全国，总计佛寺有一万零二百多所。出家僧伽，有比丘二十万，沙弥四万余。全国寺院所办

的佛学院，总计巴利文有一千所，暹罗文的有三千余所。其统御的组织与治理，一本国政的统治方法，

把全国分成九省，七十一府，五百县。县下面又有乡、镇、区等组织，可分别为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

两大机构： 

    一、僧伽中央行政机构：依僧皇为最高首领，现任的僧皇为金刚智，是今曼谷王朝第九世皇帝菩湄

蓬之伯父。在僧皇下立四位僧王，助理僧政。僧王之下，又立一二三四五的五品大臣。僧皇之位置等於



泰皇，人民百姓要对他俯首称臣，对他说话也要称他为「僧皇陛下」；然僧皇只是位尊，而无实权，权

在四僧王之一的僧伽国务院院长，及系属僧伽国务院的八位委员。这八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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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四僧及五位一品僧伽大臣担任。此僧伽国务院，即等於普通人民政府 或内阁，施行治理全国僧众

的法令，所有委任及免职之事，均由此院处理。现 任国务院院长是颂勃汪那拉，他是现在国家国务院院

长銮披汶元帅的剃度师， 也是前任国务院院长的剃度师，他具才干，曾连任僧伽国务院院长几任了。我 

曾经访问他，承他告诉我，国务院内部的组织除院长外，尚有僧伽内务部长、 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卫

生部长，各有正副一人，均由僧王及学德兼优者兼任 。这些兼部长的僧王，我皆曾去访问过，另有记

载，写在「南游寄语」中（刊 在香港无尽灯月刊）。  

    二、僧伽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地方行政的僧官，是由国务院派遣具有组织 能力的僧伽，组织各省、各

府、各县等的佛教行政机构，管辖地方僧众。每省 立僧伽总督一人，全暹共九省，故有九位僧伽总督。

这些总督由三品以上的僧 官任之。各府亦设僧府长一人，由四品或五品僧官任之。其他如一些僧县官及 

乡镇区僧官，皆由五品以下的小僧官任之。每三年僧皇必派一批僧伽钦差大臣 ，到各处巡查地方僧民情

形，备作善恶功过之赏罚，与夫官职之去留，皆据实 地调查的报告以为升降的定夺。  

    不论中央或地方的僧官，上至僧皇，下逮小僧官，皆由泰皇封赐，每一官 级，皆有俸禄，是泰政府当

局所供给的。所不同的，僧官原有的职位是由僧皇 封赐，官衔则由泰皇封赐，因此往往发现有些僧人才

封五品位，而他在佛教中 因为学德兼优，他的僧伽职位已是一省的总督了。如现任的僧伽教育部长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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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婆湄提，他的职位已是第九省的总首长，而他的官衔还只三品。今全国大小 僧官不下千人之多，其中

可称一品大臣的有五位，即俗称僧伽五宰相，其余的 都是僧伽国务院以下的各部省府县等的僧官。  

    泰国僧伽就因有此种严格的组织机构，所以能统治全国僧伽，千余年来， 僧伽戒行清严，僧格不堕，

民众信仰不替，大有故在；反观我国僧伽，教制废 弛，统御无术，一盘散沙，欲扶为难，所谓大乘佛

教，岂非徒具美名哉！  

三、僧伽的教育与教制 

 

      泰国僧伽所受的教育，分巴利文与泰文两系。巴利文系的佛学院，学僧要经过七年的学程，才算

毕业。毕业的学僧如考到最高的巴利文学位，即可立刻受到泰皇封赐为五品大臣的僧官。僧皇也会派他

去各地任巴利文佛学院的教职或院长。但每年考得巴利文最高学位的学僧，总不过十几人而已。这系的

课 

程分三级： 



    一、高级的课程，最重要的教材，是两部南傅佛教最著名的大论，即阿 达磨摄论义疏，与清净道

论。其次就是佛教史，及巴利文文学诗歌等。 

    二、中级的课程，最重要的教材，是五部阿含经，及吉祥灯论。 

    三、初级的课程，最重要的教材，是法句经注疏，及善见律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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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系是泰文佛学院，研习佛学，三年毕业，考得学位者，通称法师，可 以讲说经法。前巴利文系的

佛学研究，仅限於出家僧入学，这一系的泰文佛学 ，则普通男女居士皆可投考学习，考得及格的男女居

土，都称佛学的学者，不 称法师的。因此这一系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特别受全国佛教徒重视与爱好。 

去年据僧教育部的报告，投考的僧俗人数，共达十万八千四百人之多。巴利文 系虽只限僧伽学习，但去

年投考的僧数，亦有三千多人。一年之中研究佛法的 人有如此之多，这也可见泰国的僧材济济，所以能

撑持佛法，亘古不替；只可 惜他们只研究南传佛教的小乘三藏。但近年来在「朱垃隆功」与「嘛哈蒙

谷」 两间全国最大的大学里，也渐渐地注重研究大乘佛教及世界各宗教哲学了。  

    至於泰国的僧伽教育制度，是采全国皆僧制的，即每一个男子到相当年龄 ，都要入寺出家，受三年僧

伽教育之後，自愿还俗的，就还俗做正信佛教的在 家教徒，或宣扬佛法，或为护法，悉听其便。但将来

若再发心，仍可重新出家 受戒，只要能守护律仪，仍为僧宝。其不愿还俗的，即在寺中受律仪僧制，成 

为清净福田僧。这样的制度，能使佛门清净，是最好的，不像我们的中国，认 为还俗是一件最不名誉的

事，要受自己人及社会的讥笑，因此僧中有律仪不清 净的亦不敢还俗，反把佛门弄糟了。  

    四、佛教的教义及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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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的佛教，是南传的小乘三藏，为印度原始的根本佛教。原始的佛教， 是根据阿含经的教义。阿含

经中所说的理法，便是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所以南 传教义的中心，便在这四圣谛，为全泰僧伽研究的必

修课。我曾问过僧伽教育 部长，除四圣谛外，尚有其他重要的教义否？他说重要的就在四圣谛，其他的 

教义，也不过是四圣谛的逐步开展而已。他站在南传佛教的立场，做这样说法 是不错的；若照中国佛教

的看法，释尊是向声闻人说四圣谛，缘觉人说十二缘 起，菩萨人说六波罗密行，似乎并不完全从四圣谛

拓展出来的。何况还有「八 识二无我，五法三自性」等其他教义。我又曾与宣传部长谈到八识问题，南

传 佛教中所说的「有分识」，即是大乘佛教中所说的阿赖耶识的别名，但小乘佛 教只说到六识，所以有

分识好像成了「分别识」。分别识是指第六识，因由第 七末那的传送诸法，就使第六意识於诸境上而起

分别，所以叫分别识。其实这 有分识是指阿赖耶识，不过在小乘经隐晦不明，没有详尽的发挥罢了。  

    佛法是整个的，原不可分宗别派；但因研究者领悟心得各异，见解不同， 遂生派别。在印度初期佛教

已有二十部派之多，中期的佛教有空有之诤，性相 之论，後期的佛教，又有显密的对立。现在泰国的佛



教，是属於上座部与分别 论者之间。但南傅佛教到了泰国，因教徒见解的差异，已分为「大众派」与

「 法相应派」的两大派。大众派从锡兰传来，创立已有千多年的历史。法相应派 的创立，距今还只有一

百五十年。其创立者为曼谷王朝第四代君主嘛哈蒙谷大 帝。此大帝未登皇位以前曾於曼谷巴汪佛寺出家

受戒做比丘二十四年，修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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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鉴於 尼律制渐弛，遂在寺创立此宗，自为开山宗祖，以重与戒律自任。 後以父皇驾崩，全国臣民

要求继承皇统，他无可奈何，就舍戒还俗，脱下黄衣 ，南面称王。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这一个还俗和

尚，居然也做起皇帝来，未 免有损国誉，但在暹罗，全国和尚的出家与还俗，视为极平常的事，只要他

是 正派的正信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一样是值得尊重。  

    大众与法相应分成两派的缘故，是因在戒律问题上的争持：大众派认为「 小小戒」可舍，而法相应派

不以为然，要坚持小小戒。又大众派过午可吃牛乳 ，手可拿金钱，法相应派却不许可。两派同是南传的

上座部，只因持戒稍有差 异，遂分成两派。看情形，法相应派坚持小小戒不弃，正传上座部之正统，如 

迦叶尊者结集法藏後所宣告的话：「佛所制者，我等应行；佛未制者，我等莫 制」。而大众的思想在今

日看起来，已接近原始佛教中大众部的思想了。  

    现时两派佛教的弘盛，当然要推大众派。大众派佛寺比丘之数，居全国僧 伽百分之九十；法相应派现

有佛寺四百所，比丘僧数有九千余众。两派各立佛 教大学一所。大众派的大学，名叫「朱拉隆功」，是

为纪念曼谷王朝第五代君 主朱拉隆功大帝而设立的。校址在曼谷嘛哈他寺，现有学僧三百余人。法相应 

派的大学，名叫「嘛哈蒙谷」，则为纪念曼谷王朝第四代君主嘛哈蒙谷大帝而 设立的，因此大帝为僧廿

四年，前已提及。这两间大学，我都曾去参观过，规 模都很大。  

    南传佛教在泰国虽然分了两派，但在大体上他们仍能联络，如现任僧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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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智，及现任僧伽最高法庭主席，为四僧王之一的颂勒嘛哈威力，都是法相应 派的首领；而为四僧王

之一兼任今日僧伽国务院长掌握有全国僧政实权为颂勒 汪那拉等，就是大众派的健将。其他国务院内的

各部正副部长八位大臣，都是 由两派互选出来，颇有现代民主国家互相选举议员的作风。我访问过的宣

传部 长，亦为法相应派大学校长的婆罗牟尼时，他问我是属中国佛教那一宗的？我 说中国佛教虽有大乘

八宗，但佛教照原义不应有宗派，所以现在中国的太虚大 师，是提倡八宗平等，发挥各宗的长处，以福

利人群，而不必将自己属於那个 派系的。我是他的学僧，当然亦是承受这种思想，我是只知学习整个佛

法，不 局於某个宗派的。他也认为这是对的。可见他虽为法相应派的首领，宗派的知 见，一定也不很深

的吧。  



    泰国佛教的情形，大致如是。但是我对泰国佛教还不甚了了的，或不大满 意的有两个问题，时常萦回

胸臆，即全泰男人皆受僧制出家，为何女子就不能 受出家僧制？又佛教以慈悲为本，不杀生害命，泰国

僧伽能坚持律仪，为何即 大吃鱼肉，独不持杀生戒。曾将这些意见请教过好几位僧王部长，都未得到满 

意的答覆。僧伽教育部长提婆湄提的答覆是比较圆滑的，他说照南传律部，女 子出家要经两次受戒手

续，先向比丘尼受戒，再向比丘受戒，而自印度佛教灭 亡，比丘尼系统的戒法已随之消失，没有师资，

不能滥授，故全泰女子不受僧 制出家。至於解说杀生问题，还是以方便教的三净肉、五净肉为藉口。又

说佛教 流传各地，因各地风俗民情不同，荤素亦随地而异，不足为怪，如中国僧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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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伙食，吃素自可如愿，暹僧自己不开伙食，乞食於人，乞得什 便吃什 ， 故与中国不同。这亦有部

分的理由。虽然，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暂时不想 多牵涉，最重要的，是泰国佛教的组织、治理、教

育、教制等等，还有极好参 考的价值，足资各佛教国取法的。  

                            （此文曾登海潮音卅五卷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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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华佛教与人间净土 

 

               在曼谷龙华佛教社讲 

 

    此次蒙贵社林德润理事长及诸理事佛教同仁之邀，得游佛教圣地，感到非常欣幸：因暹罗为亚洲三

大佛国之一，素有人间佛国之誉；这次一到这里，见到各位对於三宝的诚信、礼敬、供养，真如弥陀经

所说「与诸上善人俱会一处」相似，使我心情甚为愉快！ 

    今晚原预定先报告  太虚大师弘化史略，因想到贵社取名龙华，适值建社二十周年，又逢大师舍利

入塔，盛会固然难逢，因缘尤为希有！所以先讲「龙华佛教与人间净土」；因大师本释尊出世创教度生

之怀抱，一生多阐扬人生佛教真义，为推动人间佛教，而建设人间净土，与贵社所标榜的龙华佛教，颇

有关涉。因龙华佛教，即人间佛教，亦如未来弥勒佛的人间净土。同时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

土的理论，亦多本於弥勒上生经与下生经「大心众生」??即弥勒菩萨的言行。大师曾讲这些经义，及

「怎样赴龙华三会」，都是我记录下来的。今日有此胜缘，为大师舍利入塔主持典礼，不妨从个人的

「如是我闻」中来覆讲一遍，可见龙华佛教与人间净土的关系，亦为大师重要的佛教思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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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与龙华佛教 

 

    佛教是指释迦世尊所说的言教，为今世一切佛教之根本；龙华佛教，应是未来的弥勒佛在龙华菩提

树下所说的人生佛教。但此人生佛教亦即为释尊所说的佛教，如无释尊来说，我们亦不知有龙华佛教，

更不知龙华佛教是诠显甚 道理，此所谓「佛佛道同，共一鼻孔出气」也。 

    龙华为树名，其树的华枝如龙头，相似我国的苍 ；或谓树种出在龙宫，弥勒菩萨即在此树下成等

正觉，发明心地，双圆福慧，如龙华之灿烂，结美丽之果实，正与释尊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情形彷佛。故

下生经云：「若有礼敬弥勒者，除却百亿劫生死之罪，设不生天，未来龙华菩提树下，亦得值遇，发无

上道心」。故龙华亦同菩提觉树，象徵著大觉世尊的正教。 

    至於龙华树下成道後所说的教化，即弥勒下生经中的三会说法。其第一会说法，有九十六亿人得

度，多属上根，乃在释迦世尊佛法中广修福慧者。其第二会说法，度九十四亿人，多属中根，乃释尊法

中信解修持而未广植胜因者。其第三会说法，度九十三亿人，多属下根，其所说之法，多以三皈、五

戒、十善为基本的人生善法，而进之以六度四摄的大乘妙行。下生经中佛说到初会得度的人是「悉由受

我教训之所致」，「亦由四事因缘：惠施、仁爱、利人、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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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事即同他经所说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四摄一样。  

    为何缘故，弥勒佛所度的众生，都从释尊佛法中来的呢？这因为在诸经中 说：释尊佛法中未度尽的众

生，都已付托弥勒菩萨，西域记卷九记释尊语云： 「当来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寿八万岁，有婆

罗门子慈氏者，当舍家成 正觉，广为众生三会说法………度我遗法之徒，乃化同缘善友」。当时慈氏菩 

萨闻佛此说，从座而起白佛言：「愿我作彼慈氏世尊」！即无异答应度尽释尊 遗法中的众生。所以我们

今日在释尊法中因修行而往生其他净土的不计，其修 三皈、五戒、十善、四摄、六度而往生兜率者，将

来都与弥勒一同下生，其胜 者初会得度，次之则二会三会得度。总之，在现在释尊法中有过多少佛教关

系 的人，只争来早与来迟，将来都可以得度，故须有三会说法，摄机方尽；这与 中国天台宗所判的五时

八教，至最後法华会上，举手低头，皆可作佛，其意义 正相当。  

    复次，弥勒的三会说法，亦同释尊的三转法轮，依我国法相唯识宗的解释 ，即三时期的佛教；初转有

相教法轮，说我空法有为第一时期；次转无相教法 轮，以空破有为第二时期；三转中道法轮，不落空

有，正显圆实为第三时期。 初转为度凡夫，次转为度小乘，三转为度菩萨。这与龙华三会的先度上机，

次 度中机，次度下机似有不同，须知别全在机，并不在教，平等一味的教法，还 是佛佛皆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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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华与暹罗福地 

 

    龙华，是弥勒成佛的国土，清净庄严，地无邱陵坑堑的不平，人无是非人我的争执，处处都是净

土，世界信可和平；但这不同於拍拉图的理想国，迈尔的乌托邦，凭空虚构，是完全可以照佛理去实修

实证的！为什 弥勒佛的净土会有如此庄严呢？因佛教的菩萨修因有二类：一、先为成熟众生而後庄严

佛土；二、先修庄严佛土而後成就众生。如释迦世尊是先修成就众生之行，故其成佛的国土，即今日的

五浊世界，并不清净；而弥勒菩萨是先修庄严国土之行的，所以他将来所获得的龙华国土，是非常美丽

与庄严，不如今之娑婆，恶浊不堪，无一安宁之处了。 

    今世由於物质文明进步，科学带给吾人种种物质的享受，不能说不是美事，但因西方纵我制物的思

想发展，争杀的战争，随之而起，我们人类所受到的痛苦，也已够了！现在大家所需要的，是世界和

平，众生幸福，那 ，我们所憧憬的未来龙华净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所欲践履的目的。照弥勒上生

经与下生经所说，欲早实现龙华净土，我们应即时多修三皈、五戒、十善、六度、四摄之行；三皈、十

善，多属福行，六度、四摄，亦摄慧行；能福慧双修，自他并利，化贪瞠痴为戒定慧，由个人的思想与

行为的纯正，推至全体人类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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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行为都归纯正，则一切因贪瞠痴而起的人我是非的争执，声色货利的争斗 ，都可以减少或绝迹，社

会安宁，世界和平，则不待弥勒出世，龙华净土亦不 难实现於今世了。  

    佛教产生於印度，而流播於亚洲各国，今日已遍及欧美各洲。印度佛教的 流传，原可分三个五百年的

时期；第一个五百年，为小乘盛行，大乘隐晦时期 ；第二个五百年，为大乘盛行，小乘隐晦时期；第三

个五百年，为密教盛行， 大小乘隐晦时期。现在暹罗流行的佛教，即巴利文三藏的南传佛教，保存著原 

始佛教的特质：出家僧众都遵守佛制，乞食人间，衣钵在身，严持戒律；在家 信众，则归信三宝，极度

礼敬。尤其是政教和合通行，僧俗协力合作；民情诚 实朴素，生活亦颇安和。如果不因近数十年来，受

到外来战争侵犯的影响，而 加以自卫的防备，添设军事，诉之武力，那 这在亚细亚南角一隅之地的暹

罗 ，真可以说是人间唯一和乐的福报国了。  

三、龙华净土与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是指佛说法在这个人间，非为天上或他方世界的众生而说的。前面说过，龙华佛教的净

土，即未来人间的净土，是从修学人间佛教而来的，六祖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

提，犹如觅兔角」。因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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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普为一切众生而说，其中心对象却在人类，如与人类没有关系，那又何贵乎 有佛教！故阿含经谓：佛

生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亦在人间；这正说明了 人间佛教的意义。  

    我们的祖国:中国，暹罗、日本原为亚洲的三大佛教国家，尤其是中 国的佛教，是接受了印度三时期佛

教中的第二期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经书， 要比南传的锡兰、缅甸、暹罗，和北传的西藏等地为多，自

有佛教以来，依之 修学而获得实际的受用，成阿罗汉、菩萨，或因念佛而往生净土的，史实所载 ，不知

凡几；不过近世我国的僧众。有的偏於个人修养，有的好谈玄妙，真正 由研究教义进而宣传的，反而不

多，因之大乘佛教入世服务的精神，隐晦不扬 ，使佛教徒与社会脱节，而引起一般人的误会，以为佛教

是厌世的、消极的、与 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为了要 除一般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错觉，显示大乘佛法 救

世的真义，民国以来，太虚大师力倡人间佛教，说明了「佛法在世间，不离 世间觉」的道理，使大乘佛

法入世度生的精神，在这几十年来，已在我国重新 树立起来。反观日本的佛教，虽在小乘戒律方面比较

马虎，但能以大乘精神， 深人社会做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现有佛教大学七八所，中学四五百所，小学 

二千余所；而暹罗呢，名义上虽为小乘佛教国，实际上佛教徒们却都不离世间， 托钵为生，一面仰食於

社会，令人植福，一面勤作法施功德、开化民众，提高 群德。尤其是千余年来经过佛化的涵育熏陶，政

教融洽，僧俗合作，办了不少 的佛教教育，如暹地有佛教大学二所，中学和小学更多，足证暹罗的佛

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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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现人间佛教的精神。  

    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的理论，见之於他所作的「人乘佛教正法论」，「菩萨 学处」等书，但理论的倾

向，还在乎弥勒上生经中所说的龙华佛教，和弥勒为 「大心凡夫」，不舍世间，度脱众生的精神。上生

经说：「是阿逸多，具凡夫 身，未断诸漏」。又说：「其人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又说：

「 若有比丘及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菩提心者，欲为弥勒作弟子者 ，应持五戒，八斋具

足，身心精进，不求断结」。这都是说明学佛的人，应发 菩提心??大心，不厌世间，不断烦恼，深入社

会，和光同尘，为众生服务， 才是大乘菩萨行的表现，也是成佛作祖的重要工作。如果对佛法不能生起

利人 济世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佛，至多自己修持，自己成个自了罗汉而已。 所以菩萨不断结使烦

恼，断了烦恼，自入解脱涅桨，一入永入，便不能度生， 成就大果；菩萨为众生故，留惑润生，广修五

戒、十善、六度、四摄，即成为 建立人间佛教的大心行者了。太虚大师便是学习此种精神，而成为建设

人间佛 教的大心菩萨，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精神！   

                          四月十五日晨，在暹罗龙华佛教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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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生活线上挣扎的泰国华侨 

 

致香港人生杂志主编王道居士书 

 

    我已由曼谷飞到槟城，在曼谷住了二十多天，没有空闲时间，想写封信向你报导，以应你的嘱托都

没法子，你要笑我：「袈裟未著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吧？ 

    刚到曼谷的那天??四月十四，正是泰国的宋干节（泼水节），等於我国的元宵节，也等於西洋的狂

欢节，报馆以及各机关都放假来度这一个快乐的日子。泰国的领土，共有九省，七十二府，五百个县。

宋干节举行的地点，是在泰国北部的清迈府，由曼谷坐飞机去亦要一个多钟点，青年男女到了这天，很

多去凑热闹，主要的游乐是泼水为戏，寓有以水洗垢之意。平常的时候，如果你无故将水倒湿人家的衣

服，他一定不高兴，尤其是倒湿女客，势必认为侮辱。但到了那天，许多男女青年，以水互相乱泼，势

必泼到个个都成落汤鸡为止，无论识与不识，一碰到就以水相泼，尽兴地泼，大家不以为怪，且以为

乐。佛经里说，娑婆世界的众生，种种心、种种性、种种欲，以及种种生活习惯的不同，种种嗜好的各

别，实在不错。本来像这种泼水为戏，在有些地方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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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平常，但在泰国却成为狂欢的大节日了，居然有很多人特为从曼谷坐飞机到 清迈府去，度这一个一年

一度的狂欢节。  

    我来曼谷的日子，据说是泰国一年中最热的月份，在这点上，宋干节的泼 水，是有点意义的，

因人间的热恼，是需要清凉的圣水将它泼去，没有清凉， 没有水，人们将会在热恼中窒息了。但我为了

忙，同时也没有这种闲情逸致， 没有去清迈，所以我的热恼没有被水泼去，热得我每日头晕脑胀，不能

写读。 可是必须做的工作，还是要做，除了为虚大师的舍利入塔举行大典，每晚还在龙 华和中华两个

研究佛学团体讲点佛学。白天则访问暹罗僧皇以及僧伽政要，因 暹罗是亚洲三大佛教国之一，既然身游

佛国，就不肯把一分一秒的时间放过， 多访多问，藉以增广国际佛教的见闻。这些材料多是专谈佛教

的，已写在「南 游寄语」中，想在无尽灯杂志发表，不占你「人生」的珍贵篇幅了。现在想说 的，是

泰国华侨在教育、生活方面触发我的一些感想。  

    泰国的文化，是文字统一，自成传统，许多侨胞在这方面曾经尽了很多的 力量，终是无法发

展，所以一般青年的教育程度，自然也不够水准了。泰国有华 侨三百多万，潮州人居二百多万，广东其

他各县次之，福建人又次之。侨胞既然 这 多，他们的子弟自然需要读书的，照理没有华侨大学，也应

有许多中学， 可是事实上，不但没有大学，连中学也没有，只有些小学。在民国廿一年，这 里华侨最

大的集团??中华总商会，曾经办过一所中学，但到廿八年就停办了 。为什 要停办呢？经费不够 ？不



是的！是因把青年华侨的教育程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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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识祖国，省识自己的祖宗都是中国人，因此引起了当局的恐惧，学校 不久就被停办了。这亦有

他们的苦处，泰国面积小，人口仅千多万，而华侨竟 占了这 多，教育水准一高，恐怕统治不住，所以

就不得不加以限制了。那个 中学校长是汪了侬，在暹地也算是书法家，他很欣赏我的怪字，曾访我几

次， 并在展览会中订去我自写的诗轴一幅。当我们最後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极力向 他询问暹地华侨的

教育情形，他谈到那间中学的倒闭，颇有点慨乎言之。  

    其次，暹地华侨在商业经济上的实力，虽然还十分雄厚，但是他们之有今 日，可说完全是从苦

难奋斗，不惜牺牲挣扎中得来的。据几位商业家同我说， 他们做生意是非常困苦的，因为他们为生活而

刻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招来的 不是奖赏，而是忌妒。据说暹罗本地人，不论经商或做其他的事，多数是

半吊 子型，经验学识既不丰富，刻苦耐劳的精神又不够，所以许多商业上的事，全 赖华人来撑住。咱

们华工，做事向来有一股牛劲，只要有钱可赚，命都可以不 要，一天做十二个钟头或更多钟点，甚至不

休息也可以，而「暹罗仔」（华 侨多这样称呼他们）毫无此种苦干精神，许多工作无形中给华工占夺

了。这本 来是他们自己的无能，但又忌妒他人的成就，因此从前常常发生成群结队的暹 罗仔，暗地打

杀华工的事。譬如拿一件理发店的事来说：曼谷就不准有华人开 设的理发店，原因华工理发的技能比暹

罗仔高明，华人有了理发店，就会把他 们的生计占夺净尽。因暹罗仔理发技术不好，往往会将人的头发

连根拔起，大 有「磨砺以需，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的杀头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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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华人有过几间理发店，门庭若市，使暹罗仔的理发店门可罗雀，这样一来 ，在忌妒妒恨之下，华人

理发店便非关门大吉不可。这是小生意，还有许多大 企业公司，多是华人与暹人合办的，但华人只管供

给资本及设计，其间上级中 级的人员都是暹人，下级的才轮到华人，出钱给他们做生意，受他们的支

配， 寄人篱下，这是多 不公平的事；但华侨们想吃饭、想生活、想教育自己的子 弟，祖国没有给他

们做後盾，他们不这样，又怎样呢？  

    还有，在社会许多较好的,较有点油水可揩的肥职，都轮不到华人，像三 轮车夫、黄包车夫、则

多数是华工。我们由此见微知著，知道暹地侨胞从劳力 中所得来的生活代价，都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有

许多侨胞，时时怀念祖国， 想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透一声辛苦的大气，但是今日已是有家不敢归，或

有 家归不得，他们只有拚著自己的劳力，寄身在异国了。  

    在华侨中，有许多是中暹的混合种；有的祖宗本是潮州人，因年代稍久， 连潮州话也不会讲

了。现在政府机关做事的，很多是这种「唐人仔」，如我所访 问的僧伽教育部长，他就是唐人，但完全



是暹化了，他的哥哥会说唐话，他就 不会。这些唐人仔，他们在公众的大场合，已不肯公然地承认自己

是「唐人仔 」了，为的是祖国太弱，使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便没有面子，或给政府的人看 不起，容

易掉了饭碗。在八年抗战胜利後中国列为五强之一，许多「暹罗仔」， 都承认他们的祖宗是中国人，认

为是很大的荣耀，谁知那荣耀只是昙花一现， 他们在精神上陶醉过一刹那，以後又不得不回复旧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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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强弱，与人民的荣辱是有绝大关系的，我们从暹罗侨胞的身上 ，更明显地可以见

到。胜利後，暹罗与我国第一次通使，当第一任大使李铁铮 到达曼谷，侨民欢呼载道，盛况空前，他们

寄以无穷的希望，以为从此可将侨 胞生活改进，可以藉自己国家的强大力量来做保障，谁知天不从人，

曾几何时， 又是党同伐异，兄弟阋墙，自己把自己的国土弄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什 过 去胜利的

光荣又都扫地了。在这里，为爱护自己的人民，为解除各地侨胞的苦 闷，我想那些只为主义倾轧，只为

地盘斗争的朋友们，应该让头脑清醒清醒， 先扫除内心的贪瞠痴三毒，然後才有办法，不然，他们是太

辜负人民，太辜负侨 胞的期望了！  

    看来，我是方外人，不应牵涉到国家的事；但我到外国，没有人说我是英 国人，可见我还是离

不了国家的关系。佛教徒早晚做功课，须诵「报四恩」的 偈子，其中一种就是「报国家恩」。六祖说：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世间自然是不应离的，所难的是在世而不染尘，出世而能入世。既然离

不了世间 ，离不了社会，所以所感的，所说的，还是离不了这些，只有将这些告诉你， 希望你能予以

正义的同情与共鸣！  

    离开港澳已有一个多月了，那边有许多僧俗友好，都值得我怀念！你的夫 人醒园居士，和一班

朋友曾到机场送我，因飞机误期，没有见到她，只见澄真 师转来十册「人生」。钱穆院长、唐君毅教授

曾为我题画，他们并要我到新亚 书院讲一次，我答应由澳门回来再去，谁知澳门回港後，忙著画展，无

法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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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教授在昼展会场中，又曾再申前意，我仍没办法前去。你见到钱院长、唐教授 、及张丕介、余协中、

罗香林、饶宗颐诸教授时，请多为致意。我在槟城菩校 欢迎会中，曾见到饶教授的一个朋友??陈蕾士，

他是此间最高学府钟灵学校 的教务长。去年他曾有意请饶教授到这里来教书，後来听说他受聘港大，就

打 消此意了。他曾周游各国，送我一部「乘桴集」，名士派头，诗多清狂，录一 首「巴黎书感」在这

里给你这个诗人欣赏欣赏吧：   

           驱车直出凯旋门，石壁龙驹几欲奔。   

           酒市几人能醒脑？花都惟我不销魂（看他多自负呀）。   



           金城终陷马奇诺，霸梦空劳拿破仑！   

           一笑放歌登铁塔，悠然俯仰尽乾坤。          

                               五月廿日写於槟城中医院五楼   

    （此文曾刊「人生」七十八期。附有王道先生覆书云：竺摩法师：我的覆 信见下期「人生」的

「如何挽救华侨的危机」，这一问题所牵涉的范围太大了 ，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促使有心人深切注意，并

共同多方努力，作正义的呼吁！ 王道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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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国来鸿 

 

             致海潮音月刊社书 

 

    我在四月十三下午五时，已由香港乘机飞到泰国。本想去檀岛或槟城一行，却突然先来泰国。我

想：不但你们想不到，就是连我自己也未想到会偶然地来到这亚洲佛教国家之一、有人间福地之称的暹

罗。「山寮踯躅意迟迟，去住无端孰可知」；此时的事实，竟说中了我客冬欲拟去槟之时的心境。我这

次在港买的飞机票，是一直买到槟城的。在曼谷至多逗留一月左右，就须要转飞槟城。 

    到暹今已第五天，酬应烦忙！到暹之日，龙华佛教社为我洗尘，并招待全暹报界记者。第二日探巡

华寺，礼佛访僧。即晚在佛教社讲：「龙华佛教与人间净土」，听众数百人。第三日访问全暹各居士之

佛教团体，即晚报告「太虚大师宏法史迹」。第四日上午，主持大师舍利入塔典礼。暹僧王亦受请莅社

为大师舍利塔点法粉，参加随喜者千人，往来川流不息。大师盛德，教化之广，感人之深，其伟大的

「即人成佛」的人格感召，真是使我们不得不五体投地。此间信众，五六年前，已在筹建大师纪念堂及

舍利塔，虔诚勤苦，今始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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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大师威德之旗纛，飘扬於此人间佛国，真使吾人感奋不已！  

    第四日晚，并在社开讲?弥勒上生兜率陀天经，约讲十日，即可圆满。同 时自第二日起，在社内陈设书

画，表示在海外宣传佛法外，还带点宣传佛教艺 术的意味。此间是素以小乘佛教流行见称，僧伽遵不执

金钱戒，所以我的书画 展览，完全是采取供人欣赏艺术之性质，并不标价。社中信众，亦极同意此种 作

法，认为合理，不失大国风度。但第二日，有好多来参观的华侨同胞们向办 事人探询价目，这才又粘上

价目，现在已被人订去二十余幅了。字联则被购置 一空。  

    第五日，与本社几个理事，及民主导报记者陈振泰，及暹罗大学教授陈明 德先生，去访问暹罗的僧



王。暹罗僧王掌理教事的，共有五个：一个为主的下 乡去了，没有访到。其他的四位，都已见过，谈话

的态度都很慈祥，一望即知 是有过修养的人，给我的印象甚好。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九十一岁，最小的是

六 十多岁。四位僧王分别掌理全国二十多万僧伽的：行政、法律、教育、卫生四 部门。其掌理行政的，

等於僧伽的国务院院长，即年纪六十多的那一位，名叫 「颂勒汪那拉法王」，看他的样子很能干。他的

权力极大，负介荐僧官之全责 。前任国家的国务院院长及现任国务院院长銮披汶元帅，当年在寺出家

时，都 是拜他为剃度师的。他与我谈话很多，其第一节的说话：「今日的佛法，已由 印度而流传到世界

各国。各国的佛教虽因流变而有大小显密的互异，但佛教之 为佛教的原质，还是一样的，这原质便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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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佛教。我们不能因大小乘的差别，而有所歧视」。过去曾闻南传佛教的锡 、缅、暹罗各国，向有否

认大乘是佛说之主张，但今闻暹地主理最高教事的人 ，能发此种言论，可见人类的思想是随著时代在演

进了。我对他的高见，表示 敬佩，并将太虚大师对世界各国佛教需要沟通的言论思想转告他，他亦首

肯。 谈到临别时，与他同摄一影，并再三嘱我「为法珍重」，我也很感动，向他道 谢。  

    我离港时，「无尽灯」持续大成问题。许多人又坚决主张不能停办，因为港 澳之大，如果连一个佛教

杂志都没有，是很不像样的！最初，因无人接编，拟带 去槟星，幸有超尘法师能发此心，这样算是把问

题解决了。可是，他很忙碌，新 成立的栖霞佛学院，他要肩负一半以上的责任，若再加上无尽灯编辑这

份工作 ，他一定是更辛苦了；因此，我要向海内外的弘法大德们呼吁，请多多的向无 尽灯财施，尤其是

法施，唯有诸方大德知识肯为它添油，这一盏灯，才能燃烛 至於无穷无尽！  

    数月来，为了要出国行脚，工作非常忙碌，人已弄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 ；但每到讲说时仍觉精神勃

勃，这全靠佛菩萨的威力如被，不然，恐怕早已不 在人间了。到暹罗後，因为这里的温度超过香港六月

数倍，火伞高张，除下衣 服挂在壁上，一下子就像冒出烟来似的，整件衣服发滚。昨日访问僧王因为天 

气太热，在车中头晕欲吐，幸好昨晚一夕安睡。平安无事。做一日和尚敲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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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什 身体好坏的事，都已置之度外了。………   

                             （本文曾刊海刊卅五卷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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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竺摩法师曼谷画展记 

 

    竺摩法师到了曼谷，为太虚大师舍利入塔奉安，一边讲经 ,一边画展，各报纸上已宣传得非常热

闹，我的爸爸为迎请舍利，在香港与法师曾有一面之缘。我今天读书回家，跟弟弟和爸妈去听经，也去

看画展。因为时间早，未曾讲经，先看画展，只见一幅幅的书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在学校里，

只习过水彩昼，对於中国的线条昼，完全不懂，只觉其好，但讲不出好的所以然来。我想，这说不出的

好，正是好的艺术，只能在心神上欣赏，说得出、写得出的好，恐怕已非艺术的上乘了。这好像法师讲

经请到「第一义谛」的道理，唯自己领悟，自己经验到才知，讲出来的是「世俗谛」，已落第二义谛，

不是第一义谛了，因第一义谛是不可言说的。以我幼稚的见解，我想谈到真正的艺术，也应该是这样

的。 

    我和弟弟在会场跑了一圈，只觉得人物、山水、花卉、虫鱼，应有尽有，看不胜看；但我最锺意

的：一是「罗什吞针图」，线条写得虽纤巧而有劲，笑容可掬，神情生动。手中拿了一个钵，钵中有很

多纤细的针条。我不大懂得这意思，旁边一位师傅解释道：这是我国姚秦时代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法

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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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兼优，聪明绝世，门下学者三千多人。姚兴皇帝爱他才华，怜他清苦，遣宫 娥十人侍奉，引起门下哗

然，啧有烦言。一日法师乘施主供养大面斋给大家吃 ，就把许多针放入面中，盛满一钵，众不敢食，唯

师吞食，针皆从毛孔、鼻孔 、肚脐窿中钻出来，众始惊服，叹其行径非常入所能及。有李抚虹题词其上

云 ：「世之重，我之轻，何曾赉宠若惊，秦宫粉黛天颜倾，裙屐缤纷费屏营，色 空无相辨难明，一钵芒

光哗平」。二是「尊者传经图」，写一佛国尊者，神态 超然自得，座下放著许多南传式的贝叶经文，梁

寒操题诗云：「千秋驹隙留心 影，万事鸿泥倡爪痕，闲为头陀描色相，自怡还欲更怡人」，甚为妥贴。

三是 「六根清净图」，写弥勒化世的布袋和尚，肉袒相见，写得很肥。坐在布袋里 ，前面拖的五个小

孩，後面还有一个跟尾，用力地在推。据法师说：「六个小 孩代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亦代

表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平常的人 眼贪好色，耳贪好声，鼻贪名香，舌贪美味，身贪柔触，意

贪诸欲，六根随著六 境飘逐，把持不住，入其彀中，因此沉迷了！现在这个肥和尚，修养得力，心境 泰

然，不入色、声 香、味、触、法，逆转尘流，自性清净，所以不为六根 的六 个贼仔所害而失去种种功德

法宝了。又平常人迷入六根，不见六个小孩，现在 布袋和尚的六根清净，六贼不能内扰，只好跑了出

来，无法再入，所以只能在 布袋外面，戏皮笑脸地与之玩耍了」。这是菩萨们的游戏三昧，我们初学的

人 ，实在不易了彻，只觉其很有人生意义而已。四是「咒龙归钵图」 一个罗汉 手擎一钵，上角云端里有

个龙头和龙爪，模糊中出现，神韵悠然，李抚虹题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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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忍看暴雨泛人海，誓欲澄清立而待，别以神技叱风云，钵中自有乾坤在 」。五为「鼠窃图」，画

一只很生动的小鼠在偷食白菜，拖得碎叶满地。上角 有名女画家游云山补了一只破箩，箩作翻身欲盖小

鼠之势，添了不少意趣。法 师题句云：「佛国象龙少，人间鼠窃多，苍生皆菜色，无语对弥陀」，寄意

深 远。这五幅多标明「非卖品」，曾有人出高价要买，法师谓工笔画费工夫太多 ，这时又无暇画，所以

都推辞了。但「鼠窃图」，龙华佛教社林德润社长看中 ，法师就送了给他，还有一幅「定起浑无赖，眉

长带猿拖」，写一个长眉罗汉 在山岭，白眉拖到地下；小猿二三，缘眉而上，竟有这样的事，真有趣！

龙社 马鸿英秘书（法师的弟子）要了这一幅，又是非卖品，但法师答应得闲重写一 幅给他，以偿所愿。  

    书画展共开一个礼拜，我来参观是第三天，已售出数十幅，以圣像及书联 字条为多。听说书画头一二

天挂出来统统没有标价，只是欣赏性质，同时因暹 僧持不受金钱戒，所以议决不标价；但後来因有许多

侨胞要购置，要与法师结 缘，要求标价，大家费时多说话，故在第三日，就见书画士都把价目标出来

了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