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浅谈学佛的根本修养   

在马来西亚佛学院讲 

    马来西亚佛学院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三日开学，转瞬之间，不觉十五年 了。第五届学生即将毕业，又

要出刊纪念，来函徵稿，乃将几次在周训 会上和佛青同学所讲的话，集成这文交卷，虽然美其题曰

「浅谈学佛的 修养」，其实随笔写来，内容平常，没有甚 特别价值。不过从做人 与学佛的立场上

看，或许有些可取之处，聊当「临别赠言」耳。  

 
一、做人要诚实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两句话是老僧常谈的；现在我们即得人身，生在人间，可是做人要

做得好，做得像样，亦是不容易的。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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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世上无如做人难」，意思是说好人难做。做一个普通浑浑噩噩的人 不难，要做个堂堂正正的

人，德学增上，人格健美，那就难了！尤其是学 佛的人，想由学做好人而成为佛，那就更难了。因为

要做个人格健美的好 人，需要具有良好的素质、品学，及其他做人应备的条件，否则你当自己 是好

人，或希望别人认你是好人，都谈不上了。好人的条件，如中国儒家 有「小人儒」和「君子儒」，那

君子儒就近乎做好人的条件，他需要具备 四维、八德、五常等伦理道德，合於做人的礼法。若从佛法

来说，做一个 好人的条件，须要学到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绮语、 不恶口、不两

舌；意不贪、不瞠、不痴的十善。能这样做，才成一个人格 完美的人。有了完美的人格，才谈到学

佛，学到完美的佛格。所以太虚大 师提倡人生佛学，主张要「学佛先从做人学起」；如果连人都做不

好，没 有做人的道德基础，那+?得上学佛菩萨呢，比如空中楼阁，是建筑不起 来的。 
    做人虽然要具备做人应具备的许多美德，但这些美德的基础，我想应 该以「诚实的品格」，为一切

做人道德的根本。诚是诚信，有至诚、有信 用；实是朴实、厚道。这包括不虚伪、不圆滑、不狡辩、

不狂妄、不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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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异等等。凡事实事求是，是非明辨、黑白分明，都是诚实为人的条件。 如佛子罗云在青年时代，很

不诚实，爱说妄语，甚至佛在只园，波斯匿王 来访，问他佛在不在家？他竟欺骗国王，说佛不在家。

後来佛知此事，把 他带入山中，教训一番，要他闭门思过，多作忏磨，并以洗脚的木盆有 缝，水必漏

光，以喻人之无诚不实，则一切功德之水，皆要漏光开示他。 罗云自此诚实不妄，由之悟道。  
二、治学要勤奋 
 
    治学，即治理学问，或研究学问。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学问的切磋，品德的磨链。在求学时

代，前者比後者尤为重要。所以学者为治理学问，必须要埋头努力，若其心志，劳其筋骨，居毋求



安，食毋求饱，只要有学可求，甚 苦都不怕吃。所谓「吃得苦中苦，才为人上人」。「不经一番寒

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要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才可青云直上，出人头地。世人皆知「一举成

名」之为乐，而「十年窗下」的辛苦滋味，又有几人能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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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学者，对於求学的耐劳忍苦，勤奋坚持的精神，令人五体 投地的，不知凡几。如汉朝的

匡衡，少年勤学而家贫无钱买油，乃凿壁偷 光，借邻家的灯火苦读成功。後官至太傅，朝延有政议，

辄引经以对，语 惊四座。王仁裕诗云：「凿壁偷光榜上名」。汉元帝时他还当了宰相，杜甫有 诗赞

云：「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一个借光苦读的穷书生， 能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委实值得後人的景仰与学习。 
    另有晋朝南平人的车胤，儿时家贫，勤学不辍。夏季囊萤照书，冬天 映雪借读。後官至中书侍郎，

吏部尚书。其人五美风仪，机悟敏捷，善於 赏会，故当时凡有盛会，如胤缺席，众人都说：「无车公

不乐」。又战国 的苏秦，曾向秦惠王十次上书不达，归来受尽家人的冷讽热嘲，朋友的揶 揄挑剔，仍

不灰心，发奋读书，如打磕睡，以锥剌股，血流於地而不息， 终於六国封相，大展鸿图。  
    这是世间圣贤读书的模范，至於佛教中人，为读经书而求法，为求法 而不惜身命的贤者，感人之

深，可歌可泣的史述，更不知有多少。如雪 山大士为求半偈而亡身，常啼菩萨为求般若而卖身为奴，

唐三藏为赴西天 求经而遭遇九死一生的困苦；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牺牲为学，奋不顾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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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足资为鼓励後学，造成勤於向学的风气。  
                         
三、发心要广大 
 
    佛教说的「发心」，等於普通说的「立志」。志是志愿，即是立定自己作事的日标。无论作甚 

事，都应自己先有一个目标，才能按照次序前进，达到目标；如果要做事而没有目标，那 做起事来

一定是茫无头绪，也绝对没有成功的道理。孔子说：「吾年十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 矩」。又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现在佛教大

师太虚则说：「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孙中山先生亦说：「读书人要立志做大

事，不要做大官」。因为做大事是为国为民的；而想做大官的人，多数是在私人的名 
誉利禄上打转。 
    佛陀在经论中，常常鼓励门徒要发大心，立大愿。大心是大悲心，向下同情怜愍众生界的痛苦，

而加以济拔；大愿即是大菩提愿，向上志求菩提的道果。换句话说，即是上求佛学，下化有情，自他

兼利的心，谓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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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心固可，呼它为大菩提愿亦无不可。 
    佛陀要门徒发心发愿，便是要他们先择定一个学佛的日标。目标小即 做小事，目标大即做大事。佛

教的原理和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即学佛以 求成佛而已；但各人的志向有别，以致发愿约有四种：有

人发愿在人间， 来生做人要大富贵；有人发愿来世要生天上，享尽天堂的快乐；有人以为 人间有生老

病死，「八苦交煎」，天上有「五衰相现」，仍会堕落，都是 苦的，不如发愿求证涅盘以自利，达到

个人离苦得乐的所在；有人则以为 自求涅盘，是自得安乐，不管众生苦恼，慈悲不够，於是发大悲

愿，自未 成佛而先救人，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菩萨心肠的大乘行者。在 这四种人中，以第

四种大乘行者的菩萨，所发的心和所缘的境，是最普遍 广大的，应为学佛者所共发的大心。故在晚课

发愿文上说：「我今发心， 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与法界众生， 
一时同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菩提心，也就是上求下化的大智慧心 和大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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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择交要谨慎 
 
    每一个人除了自已的亲人外，一定要结交一些朋友，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但交朋

友，须要从认识中加以选择，不可滥交、乱交、造成自己的失足之恨。如今世风日下，社会风气坏，

人心险恶，处处设有陷阱，一不小心，跌落深坑，悔已不及！所以交友之道，不可不谨慎。论语说：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习於口语而无见闻之实的道听途说

者），友善柔，友便佞（似习威仪而心不直的谄媚者），损矣。学佛亦有三多，即多闻佛法（友多

闻），多近善友（友直友谅），多做善事。尤重多近善友知识，华严经说：「三世诸佛，皆以亲近善

知识故，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在孛经中说：「友有四品，不可不知！有友如花，有友如称，有友如山，有友如地。何谓如

花？好时插头，萎时捐之；见富贵附，贪贱则弃，是花友也。何谓如称？物重头低，物轻头仰；有与

则敬，无与则慢，是称友也。何谓如山？譬如金山，鸟兽集之，毛羽蒙光；贵能荣人，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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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欢，是山友也。何谓如地？百谷财宝，一切仰之，施给奉护，恩厚不 薄，是地友也」。  
    这样看来，学佛的青年，选友论交，应择如山如地的善友，才靠得 住；若择交不慎，交到如花如称

的势利之友，与之同流合污，就跌入泥 淖了。正如论语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

香，与之化 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与之俱化矣」。   

 

五、修持要专注   

    修持的修，是修行；持是坚持不失，是要经常的修，�?的修，不是 一曝十寒的修。佛教修

持，是主张解行并进，福慧双修。第二点「治学要 勤奋」，是属於解；此节「修持要专注」，是属於

行。  

    中国佛教的解行，是以小乘自利的解行为基本，大乘的利他行，是小 乘行的扩充。大乘佛教

有八宗：性、相、台、贤，是重於解；禅、律、 净、密，是重於行。因此，综观佛教的修行约有四

类：  

    一、禅观行：禅是思惟修，观是观心。静坐思惟或者观心，都是修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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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方法。或者参禅，是「参话头」，用一个话头，做为入禅的敲门砖。 又禅有「如来禅」和「祖师

禅」，前者可从经教的文字入手；後者是教外 别传，不立文字，只许以意会，不可言传，是唯证方知

的法门。  

    二、律仪行：律是戒律，仪是威仪。由戒律威仪收摄心身，以求入道， 谓之律仪行。其方法

是先修戒，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断惑证真。律部中 把损害我们法身慧命的烦恼，比之为贼。戒如捉

贼，定如绑贼，慧如杀 贼。七众弟子，各有别别不同的戒法，修持不同的戒法，获得不同的戒 

果。  

    三、净土行：提倡念佛，求生净土。抱持一句佛号，念得一心不乱，净 土自然现在目前，唯

心所造，不从外得。楞严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 继」。 「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

见佛」。这也是「心即是 佛，佛即是心」。  

    四、真言行：真言梵音「陀罗尼」，义为「密语」，即密宗，三密相应 中的语密。身密用手

结印，语密口持真言（密咒），意密观想曼答罗的道 场，三密相应，心境净化，便可即身成佛。  



    佛教修行的方法甚多，综合不出禅净律密四行。初心入道，不妨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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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多种法门，待於各宗教义有相当理解和认识，然後随自意念，不论念 佛、参禅、诵经、持咒、礼

拜等选修一门，使之深入，专注一境，必有禅 定的成就；否则随随便便，各种法门皆修一点，散漫无

章，便无归宿了。  
 

六、持身要慎独   

    持身，即是修养其身，执正其身，使立身处世，正大光明，不覆过， 不偏私，尤其是要「慎

独」。所谓「慎独」，是指做人处世要大方、要光 明磊落，於人见闻所及之处，要谨慎不苟，即於人

见闻不及之处，亦要谨 慎不苟，不可随便马虎。大学所谓「君子慎独」，便知君子之可敬可爱， 与

小人之面誉背非，人格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东汉时代的杨震，山东人，为官清廉，人所敬重。一日有王密其 人，为想打胜官司，对

他有所要求，乃怀银十两，在静夜中扣门送奉，并 对他说：「请你收好，夜半无人知」。杨震爽口答

他：「天知地分，你知 我知，如何你说无人知道」！拒之不纳，其人怀惭而去。因他的清明廉 洁，

直至唐朝，有更多的人景仰他。在山东的邑县，建了一间「四知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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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他，奉祀香火，这正是慎独者的榜样。  

    君子慎独这一句，在儒书中说得最好，影呐後世许多人行善。人的毛 病，每多喜欢做暗事，

用暗箭伤人，专在背後暗算人，如现时流行的私会 党徒。其实人生的好歹，因果分明，你在暗算人，

以为人不知，其实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高明之室，鬼 瞰

其旁」。在佛陀说的药师经中，亦早有记载：我们人初生下来就有两个 神跟随著，一个记录你一生所

做的善事，一个记录你所做的恶事，到你临 终，业镜台前，分明显现，丝毫不失。真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所 以正人君子注重慎独，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是「人间私语，天闻如雷」， 你以为在

暗室说黑话，便无人听到，亦无人知道的，那只是你浅识愚昧， 自己在骗自己吧了！  
 

七、任职要负责 

 

    任职，是当职事。职事不论大小，对於所做的事，要有责任感，才会把事做得好。当总理、当部

长是职事，当厨子、当茶房、苦差亦是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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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担任职事都要有责任感，要各尽其能，各尽其职。人生在世，不论何 人，都要生活、要吃穿，都

应该有职责的，有职责要尽职责，不尽职责， 不负责任，问心有愧。如青年学生，看来好像是没有职

责的，其实读书就 是他的职责，你能埋头努力，把书读好，将来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有 所贡

献，有个交代，即是尽了你的责任。不然，是你不负责任，你在心灵 上将永远感到歉疚！  

    上面说过做人做事，都是有职责的，职责虽有大小，要有责任感却是 一样的，古今中西的哲

人学者，都有相同的看法。西哲康德有说：「我眠 则梦人生之美梦，我觉则见人生之责任」。可见他

对责任之重视。中国的 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了甚 ，自然是为公的责任感使他放不 下。

汉刘备把亚斗托孤给孔明时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孔明涕 泣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

之节，继之以死」；後来果然没有自 私，「取以代之」，而且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後己」，这都是

他重视责任 感的表现。  



    大学问家梁任公在他写的「最苦与最乐」这篇文章中说：人生最苦的 事是责任在身，最快乐

的事是尽了责任（大意如此）。这样看来，无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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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佛，无论职事大小，都要负有责任感，是人生的天职。我们学佛的 人，责任更重大，?要研究哲

理，要弘扬佛法，要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 如不重视责任感，如何能对一切所应做的事而尽责呢？  
 

八、为教要尽忠   

    中国素称仁义之邦，重视忠恕之道，忠於事而恕於人，都是中华固有 文化的美德，尤其是忠，是

作人作事的成功的要素。我们对於人，与自己 有亲切关系的人，如父母师长、亲眷朋友，应要忠心、

应要尽忠，对於 事，如国家大事，社会有益之事，亦应尽忠去做。过去中国曾提倡「忠君 爱国」的

教育，如岳母教岳飞精忠报国，孟母教孟子三迁其居，都是为了 教育，是忠君爱国的教育。若干年

前，日本受了中华文化的影响，提倡忠 君爱国，造成优良的民族性，使国家强盛一时。现在我们的国

家，正在提 倡一种具有马来西亚意识的新文化，应该吸取其他民族优良的文化，把它 纳入马来西亚

文化中，才会酿成一种新的优美的文化，那 对於中华国粹 的忠君爱国的文化，亦是值得考虑采用

的。所谓忠君的君，在民主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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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民选的总统，凡是公民都有资格当总统的，所以忠君，也就是忠於国 家与人 民。 

    现在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亦是多元宗教的国家，在信仰方面说，每 个人都各有信仰，除了

同情其他宗教的信仰外，亦应要忠於自己所信奉的 宗教，那 我们是佛教徒，亦要热衷佛教文化，尽

忠於佛教文化的宣扬，要 热爱佛教教育，尽忠於佛教教育的提倡，要热爱佛教的慈悲主义，尽忠协 

助推动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这亦是忠於我们自己的信仰，应有的表现。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一生忠心耿耿，为汉室尽忠尽瘁，公尔忘私，造 成他的高风亮节。我们为本国的

公民，应要为国家尽忠，同时国家组织是 各方面的，宗教文化是国家的一环，强健这一环即是促进国

家的强健，所 以我们亦应为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尽忠尽瘁，以报佛恩、父母、师长，以 及众生之

恩，以尽自己的怀抱与天职。  
 

九、相处要和乐 

 

我们相处在一起，需要和谐合聚，生活才会快乐，所以和气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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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气致祥，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是我们常常说的口语。如果不 和气，这些话就成了「口头

禅」，只是好听，而不切实际。 

    佛教的僧团，本来就是一个和谐合聚的清净的团体。僧、僧伽、僧 团，都是「和合众」、或

「六和僧」的意义，是原始佛教组织僧团的宗 趣。六和：一是身和共住，大家身体共住一起，没有动

粗斗争打架，才能 和乐。二是口和无诤，即多说爱语，没有发生斗嘴争吵等事。三是意和同 悦，共

住的人遇有可悦意的事，要大家共同享受喜悦，不可自私，不与他 人共同喜悦。四是戒和同修，即四

众弟子都要共同的持戒，共同修行，心 情和乐。五是利和同均，遇有财利过手，须由主事者平均分

配，共同受 用。六是理和同解，对佛教最高的原理，要有共同的理解，共同的认识， 公同的信仰，

如见相同，不标奇立异。前五种是事和，後一种是理和。事 理和合，做起事来就能和谐合聚，真俗圆

融了。 



    社会一些团体组织的要素，都不外要思想统一，经济平均，规法共 守；佛陀最初创立的六和

僧僧团，就是不离前面所举出的组织社团的三个 原则：理和同解，即是思想统一；利和同均，即经济

平等支配；戒和同 修，即是社团共同遵守的规法，一律同行。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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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僧团的六和条规，可为後世一切社团的圭皋，可见佛陀的智慧和观察 力，是相当深远而惊人的。  

 

十、养心要旷达 

 

    学佛的目标，是要人净化身心、净化世界，才能离苦得乐，转迷为悟。我们凡夫的身体，每多在

杀、盗、淫的罪业上打转；心则妄想纷飞，不离贪、瞠、痴的烦恼而造业，所以身心都不清净，不能

离苦得乐，必须要用修养戒、定、慧三学的磨炼工夫，息灭心理上的贪瞠痴，思想净化，身体在行为

上亦不会去造杀盗淫的罪业，则行为亦端正净化了。故身心净化，随之世界净化，即达到学佛的目

标。其中净心比净身，尤为重要，因身体不清净，皆由心理染污而起的，故有「修行必先修心」的格

言。 

    修心即是养心，但养心的工夫，怎样才能做好呢？我想先要修习佛法的空观，佛说一切诸法都从

因缘而生，缘生性空，於中不起我执法执，把人我是非看透，一齐放下，心境便会从嚣张趋於宁静。

由宁静再做工夫，使心境开朗、扩达、恢宏、虚怀若谷、冤亲平等、心地空明、不留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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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眼前的一切，无非化境、竹动花飞、莫非法善禅悦，鸟翔鱼跃，尽成无 限天机，体验到人生绝对的

真理，把精神浸在无限的法悦中，没有可憎恨 的，也没有可爱乐的，一片祥和，无限天趣！  

    佛教养心的初阶，与儒家的养性、养气相通。佛教说明心见性。心有 真心和妄心，真心为五

尘物欲所障蔽，混浊不清，就成了虚伪的妄心，须 由修养破妄断惑，才能明心见性，即由初阶的修

心，到终阶的由养性而显 性。孟子则说：「存其心，养其性」，是心能涵养其天性，亦须修养磨炼 

才见功。又从养性而养气，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气是天赋的，人 得之以成形，配以道义，则

仰无愧於天，俯无怍於地，其气浩然盛行，至 刚至大，充塞宇宙，成为天地之正气，文天祥所谓：

「在人曰浩然，沛乎 塞苍冥」。不过此气虽然至大至刚，都还是有为生灭的世间法，要与佛法 的

「人我双亡，智悲合一」不生灭的绝对真理相应，又须更上一层楼，才 能穷其千里目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写於如意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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