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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佛教优点 

 

    回忆一九六九年，我率团访问砂劳越，曾在诗巫讲佛法的四个优点，即「信智并重、标本兼治、冤

亲平等、自他两利」。其实佛法的优点甚多，何止四个？今承徵文之便，再谈四点，就正有道。 

 

再谈佛教优点 

 

 

一、重学理、尊正见 

 

    佛法不但重学理研究，更重正知正见的智解。如大智度论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

度」。有信而无智，不明是非，不辨理路，难以走出生老病死的人生樊篱，达到涅盘，离苦得乐的目

的。故论中还有「般若如导，五度如盲」的警语。 

    A.佛法以五明为学习中心??五明的明，解作智、或学术的意思。五明是印度古代文明的五种学术。

华严经说：「菩萨求法当於何求，当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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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处求」。一、内明，是指佛学。佛学阐明宇宙人生的诸法现象，都是导源於 内心。楞伽经说：「心

生则一切法生，心灭则一切法灭」。如我们欲建讲 堂，必先由内在的心力发动，然後才由外面的人事

和物力助成，这是很浅 显的例子，所以把佛教的学问叫做内学。二、因明，指论理学，是辩论学问 、

校正语言理论上错误的学问，在西洋叫做逻辑学、或理则学，在中国叫 做名学，是正名之学，所谓

「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三、声明，是 研究语言、文字、音韵的学问。四、医方明，是研究

医药的医学。五、工巧明 ，是包括研究天文地理、声光化电的一切科学技艺。佛学亦主张研究科学 ，

尤其是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处於科学还没有昌明的时代，大家听了，一 定觉得很奇怪。其实在研究佛

学的人看来，这是很平常的；而且佛经中说 的有关科学的事理也很多；现在略举几点来谈谈： 

    一、从前的人，都认为地是方的，近代科学发达，验知地是圆的，不是 方的，故叫做地球；但佛

陀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他的慧眼就已经看明地 是圆的，叫做「地轮」，与科学的地球之说，正可後

先印证。  

    二、佛经说我们住的地轮下面是水轮、水轮下面是风轮与空轮。空轮与 风轮相持地轮，有时遇大

风的大力相击，地轮就会转动，而且还有种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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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转法。大般涅盘经说地动有三个原因：「一者地依水、水依风、风依 空，大风起时，水扰地动；

二者沙门得道，感应故动；三者佛成道时道力 感得地动」。此中第一种动，是地依水、水依风、风依

空，大风起时，水 扰地动，与科学家所说的地球在空中为空气所持，时时因风转动的道理， 亦很相

符。 

    三、佛在华严经中说，十方太虚空中，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或竖或倒 、或侧或悬，各种形态不

同，真是洋洋奇观，世人多不肯信，或将信将疑 ，信亦不足；而今日科学昌明，发现太虚空中，像我

们住的地球（世界） ，真不知有多少？一个银河系中有许多星系星云，可能许多星球中都有生 物存



在。如此十方太空中有几多银河系，有几多星球和地球，我们一经推 想，就可证知佛陀慧眼早已观知

十方虚空有无量世界，无边众生，并非空 车大炮，而是真有事实存在的。  

    四、佛经的戒经中说：「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食 众生肉」。一碗水中有八

万四千条虫，这种说法，在古代谁个相信？今日 科学家用显微镜一看，一 污水中的细菌之多，说它

有八万四千，亦不为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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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佛法以信解行证为步骤??佛教教人研究佛法，或修行佛法，有四 个步骤：一先以信心接受佛

法；次求理解佛教的教义，增固自己的信仰； 再次要照理解的路线去实行，不可半途而废，当达到了

目标时，即是到了 亲证的境界。说个比方，我们虽然没有去过英国的伦敦，但去过的人说有 伦敦，我

们就应该相信，只要找到有关记述伦敦的书籍或地图来研究，就 会更了解伦敦的情形，这就是解；但

是没有去实行，到底与伦敦没有什  关系，也不知伦敦是否如书中或地图中所说的那样，必须搭船或

飞机，亲 自去看看，这就是行；到了伦敦，置身其中，与伦敦合而为一，打成一片 ，这叫做证。由人

学佛，达到佛的境界，须要经信、解、行、证的四个阶 段，其情形大致亦是如此。  

    C.佛法以戒定慧三学为方法??上面说的学佛有四个步骤，其中最重 要的是第三个实行，若研解佛

理而不实行，等於说食而不能饱，终究还是 一个穷饿之人。所以行即是修行，即是先闻佛法，其次思

量其理，然後切 实修其行。行的初步，以戒为本。戒不是一个严厉可怕的名词，而是防非 止恶、或生

善灭恶的意义，是一种做人的自然规则，依这种规则去做，他 的思想与行为，都臻於正当的途径，成

为一个诚实厚道、奉公守法的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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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恺悌仁者。同时戒也是戒除妄想，戒之既久，妄念消除，正念增长 ，内有涵养，定力深固，不

随外面的七情六欲的邪境所转，现证智慧，妄 惑顿消，生死解脱。所以依戒生定，由定发慧，断惑证

真，也成了学佛成 佛最佳的方法。 

    说到佛教的戒法，俗人多以为很严，望之生畏，其实持戒也不过保持 一个信念吧了。从前印度有

一个国王信佛：想提倡佛教，引导多人信佛持 戒，使令社会安宁，国家繁荣，乃下一道命令，凡是信

佛持戒之人，政府 一律优待，免抽税捐。於是信佛者日渐增多，他们信佛的目的是为免捐税 ，终至举

国积伪，信佛为名，免税其实。後来国王察知情形不对，又发一 道反面的假令，凡不信佛者一律免

税，若固执信佛，不但抽税，还要杀头 。结果全国人民都放弃佛教，不再信仰，而唯一老者，宁愿舍

命，也不愿 舍戒，并大呵责国王发昏，朝令夕改，颠倒可愍。结果国王审知，全国之 人，唯此老者为

一真实信佛持戒之人，保持信念，死也不怕，得到国王褒 扬奖赏，获得成功。这个故事的意义，启示

世人明白自己无论做什 事业 ，若能保持持戒者一样的信念，那 无论做什 事业，都不怕没有实现

成 功的一天。  
 

 

再谈佛教优点 

 

 

一、重学理、尊正见 

 

    佛法不但重学理研究，更重正知正见的智解。如大智度论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

度」。有信而无智，不明是非，不辨理路，难以走出生老病死的人生樊篱，达到涅盘，离苦得乐的目

的。故论中还有「般若如导，五度如盲」的警语。 

    A.佛法以五明为学习中心??五明的明，解作智、或学术的意思。五明是印度古代文明的五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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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处求」。一、内明，是指佛学。佛学阐明宇宙人生的诸法现象，都是导源於 内心。楞伽经说：「心

生则一切法生，心灭则一切法灭」。如我们欲建讲 堂，必先由内在的心力发动，然後才由外面的人事

和物力助成，这是很浅 显的例子，所以把佛教的学问叫做内学。二、因明，指论理学，是辩论学问 、

校正语言理论上错误的学问，在西洋叫做逻辑学、或理则学，在中国叫 做名学，是正名之学，所谓

「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三、声明，是 研究语言、文字、音韵的学问。四、医方明，是研究

医药的医学。五、工巧明 ，是包括研究天文地理、声光化电的一切科学技艺。佛学亦主张研究科学 ，

尤其是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处於科学还没有昌明的时代，大家听了，一 定觉得很奇怪。其实在研究佛

学的人看来，这是很平常的；而且佛经中说 的有关科学的事理也很多；现在略举几点来谈谈： 

    一、从前的人，都认为地是方的，近代科学发达，验知地是圆的，不是 方的，故叫做地球；但佛

陀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他的慧眼就已经看明地 是圆的，叫做「地轮」，与科学的地球之说，正可後

先印证。  

    二、佛经说我们住的地轮下面是水轮、水轮下面是风轮与空轮。空轮与 风轮相持地轮，有时遇大

风的大力相击，地轮就会转动，而且还有种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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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转法。大般涅盘经说地动有三个原因：「一者地依水、水依风、风依 空，大风起时，水扰地动；

二者沙门得道，感应故动；三者佛成道时道力 感得地动」。此中第一种动，是地依水、水依风、风依

空，大风起时，水 扰地动，与科学家所说的地球在空中为空气所持，时时因风转动的道理， 亦很相

符。 

    三、佛在华严经中说，十方太虚空中，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或竖或倒 、或侧或悬，各种形态不

同，真是洋洋奇观，世人多不肯信，或将信将疑 ，信亦不足；而今日科学昌明，发现太虚空中，像我

们住的地球（世界） ，真不知有多少？一个银河系中有许多星系星云，可能许多星球中都有生 物存

在。如此十方太空中有几多银河系，有几多星球和地球，我们一经推 想，就可证知佛陀慧眼早已观知

十方虚空有无量世界，无边众生，并非空 车大炮，而是真有事实存在的。  

    四、佛经的戒经中说：「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若不持此咒，如食 众生肉」。一碗水中有八

万四千条虫，这种说法，在古代谁个相信？今日 科学家用显微镜一看，一 污水中的细菌之多，说它

有八万四千，亦不为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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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次求理解佛教的教义，增固自己的信仰； 再次要照理解的路线去实行，不可半途而废，当达到了

目标时，即是到了 亲证的境界。说个比方，我们虽然没有去过英国的伦敦，但去过的人说有 伦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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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恺悌仁者。同时戒也是戒除妄想，戒之既久，妄念消除，正念增长 ，内有涵养，定力深固，不

随外面的七情六欲的邪境所转，现证智慧，妄 惑顿消，生死解脱。所以依戒生定，由定发慧，断惑证



真，也成了学佛成 佛最佳的方法。 

    说到佛教的戒法，俗人多以为很严，望之生畏，其实持戒也不过保持 一个信念吧了。从前印度有

一个国王信佛：想提倡佛教，引导多人信佛持 戒，使令社会安宁，国家繁荣，乃下一道命令，凡是信

佛持戒之人，政府 一律优待，免抽税捐。於是信佛者日渐增多，他们信佛的目的是为免捐税 ，终至举

国积伪，信佛为名，免税其实。後来国王察知情形不对，又发一 道反面的假令，凡不信佛者一律免

税，若固执信佛，不但抽税，还要杀头 。结果全国人民都放弃佛教，不再信仰，而唯一老者，宁愿舍

命，也不愿 舍戒，并大呵责国王发昏，朝令夕改，颠倒可愍。结果国王审知，全国之 人，唯此老者为

一真实信佛持戒之人，保持信念，死也不怕，得到国王褒 扬奖赏，获得成功。这个故事的意义，启示

世人明白自己无论做什 事业 ，若能保持持戒者一样的信念，那 无论做什 事业，都不怕没有实现

成 功的一天。  
二、穷因果、明善恶   

    佛教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宗旨，但真能行善舍恶，必须要深 明三世因果的理论，能深信

因果的道理，才会自动的舍恶行善产生很大的 力量，不然，缺乏因果的认识与信念，那 行善固是浮

泛不实，舍恶亦是 不够彻底的。  

    A.因果牵连通於三世??因果的原理在一切事物中，有它的必然性， 是不可否认的。科学家研究每

一事物的生长与成立，都有其因果性的定律， 所以并不否认事事物物的因果原理。中国的儒家，亦重

视因果。易经所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国之将

兴，必有祯祥」。这些都是说明因果的真实性：妖孽是因，将亡 是果；祯祥是因，将兴是果。就是道

家吧，又何尝不说因果，老子的道经 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这句话里，便可研究出因果的

大道理。 宗教中的多神教或一神教，自然更注重因果，如信教行善者成为天堂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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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信教者为恶必打入火狱受苦，说的也是善恶的报应。不过儒道两家 所谈的因果，多数就现实的

实事来说，没有穷究过去与未来。如孔子的「 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六合

之外、存而不论」 。这里面所反映的涵义，是过去未来的事情虽然不无，而现实的社会人生 的问题尚

且研究不了，或无暇处理，那里还有工夫去研究过去与未来，付 之「存而不论」算了。而多神教所谈

的因果报应，只重现世做好，未来生 天，也没有注意到过去世的来源。虽然也谈及过去有神创造人

类，那都是 归於神话一类，不切实际，难以解决现实生命的来源和生活的问题。 

    可是因果若只谈现在一世，或现未二世，有许多人生事实的问题，是 难以圆满的解决。如儒家

说：「仁者寿」，为何颜子仁而不寿呢？老子说 ：「强梁者不得其死」，为何凶残的盗跖长命而得善

终呢？这些问题若依 佛教的教义，透视人生三世因果的道理，就容易解答清楚。因佛陀从修戒 定，开

发智慧，了彻人生三世事实，死此生彼，往生六道的实情，各人的 贫富贤愚，媸妍寿夭，各有前因，

自作自受，不关有什 神在指挥或创造 的。这道理很简单：颜子仁而不寿，是因他前世造了杀害生命

的因，今生 先受短命的果，今生所作仁德的因缘未熟，好果是在来世，并不是行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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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恶报。反之，做大强盗的盗跖，今生未见他受恶报，反而先见他长寿善 终，亦因他过去世曾做善

事，善因已熟，善缘已到，故先受善报，他的由 造恶因而得恶报，是在後世，或後世之後世，纵经无

量世，也不会不报应 的。所谓「善 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因果经中还说：「纵 经百

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便是因果不灭的 至理或定律。  

    B.知有其果才畏其因??佛经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也是经验之谈。 「众生畏果，菩萨畏因」。众

生的智力浅，眼光短，在造恶因的时候，毫 无顾忌，拼命去做，没有观察到将来受到恶报的可畏可

怕。如一个人贪心 起时失去理智，杀盗淫妄，谋财害命，无所不为，那时真是天不怕，地不 怕，有我

无人，及至身陷囹圄，受到缧 之苦，杀身之报，这时才悟到恶 果的可畏，已是悔之晚矣，噬脐莫及

了！而菩萨呢，就不同了，他的智力 深广，贪瞠薄弱，未曾造因，已先观察到将来恶果的可畏，自然

警诫在心 ，不愿再造恶业，自甘沉沦。所以要先知有果，方畏其因，不敢滥造恶因 ，自投罗网，如果

不知其果，自然肆无忌惮，妄造恶因了。故最重要的， 是一个学善的人，「要知造因必感果，莫从果

上再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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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一桩因果报的事实??因果轮回之说，在中国的稗官野史中由於过 份的渲染，人们或者以为是小

说家捏造的；但正史中所载的事迹，必是千 真万确，不容吾人不信的。如史记正义中记「伯鲧为

熊」。汉书中载「如 意为犬」，晋书记「羊祜前身为李氏子」。南史梁记载「梁元帝前身为牛 僧

孺」。宋史载「苏东坡前身为五祖戒」及「清左宗棠前世为僧」等事 。历代史官，如无实据，岂敢轻

於下笔、而欺骗後世呢？ 

    佛教的唯识学说，人生轮回连续，因果不息的主体，是在於第八识中 的「阿赖耶」，华语译为

「藏识」。此识能含藏和保存人生为善为恶的业 种子永久不失，遇到缘熟机来，便从「种子」生起

「现行」的报体，受苦 受乐，一视其昔日造因的善恶种子为转移，而作定夺。俗人不识人生业识 轮回

之微妙，呼此主体为灵魂，其实便是这个人生「去後来先作主翁」的 阿赖耶识。这个虚妄的业识，也

是生命的主体，要到吾人修习佛学成功， 舍此妄识，转成真智，才是人生的大光明、大自由的新天地

的出现。   

三、做善事、不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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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为善最乐，做善事，本来是好的，也是有功德的；但要看你如何 做法，如果做了好事，一味

计较自己的功德，趾高气扬，颇有得色，这证 明他做好事的量度，还是有限得很，并非是一个彻底

「为做好事而做好 事」，心里没有什 企图的君子仁人。像儒家的董仲舒，他曾说过：「正 其谊而不

谋其利，成其事而不计其功」。这样子做好事，就有点合於真做 好事的尺度了。因为真正做好事的

人，在他的心理上，必须先确定三个 好的观念：一、不当自己是一个能做好事的高傲者；二、不以受

利益对方为下 贱的，应该受我支配的；三、要把自己所做的好事，或施舍给人的东西看空 ，不做实有

其物、实有其利、实有其功的想法。做好事的人，能有这种涵 养，这种作风，就合乎佛教徒做好事的

条件，所谓「三轮体空」??即透 视了一切事物都是性空如幻的，而不著相，虽作好事，而能把能施

者，所 受者，所施物，都看作缘起性空的东西。没有什 实物实体可得的！在其 中执著，计较功利得

失，不是自己太著相、太愚蠢吗？佛教中的菩萨行者 ，他的行善做好事，就能达到这种无我无相、无 

无念的涵养程度。所以 金刚经说：「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 生之

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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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 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

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普通人做了好事，多数会计较功劳，不计较功劳的，那是百千个中难 得有一二个。比如中国人说

的，人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立功、立德、立言 的三不朽。其实立功、立德、立言，是很对的；但一定

要贪看三个不朽的 命名，才去做立功、立德、立言的事，那还是心中有所企图，未能清净， 也是做好

事未能彻底到了忘我的境界，或虽已忘了物质的我，而还未能忘 了精神的我。忘不了精神上的我，贪

图不朽的声名，那就是金刚经上说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而还没有做到「无寿者相」！这寿

者相，就 是指做了善事不但贪著物质身体上的寿命长久，还贪著精神上不朽的盛名 。其实依佛法看

来，人生有生住异灭，世界有成住坏空，到了「劫火洞然 ，大千俱坏」的时候，不论物质或精神的寿

命，都是不能持久的，要真正 的长久无量的寿命，那就要在佛教修养中获得智慧的寿命、光明的寿

命， 所谓「阿弥陀佛、无量光寿」。到此化境，不贪寿命而寿命无量，不谈享 受而享受无尽。这在佛

法上不叫做三不朽，而叫做三空??我空、法空、 空空。即是把主体的我空掉，客观的法也空掉，连心

中还有一个空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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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执空的空病亦要空掉。所以空空，便是在心境上把做好事的主观念 头也空了，那 那纯粹客观



的真理，才会净酒酒、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四、自力主、他力助 

 

    佛教的教义，可以分成两种教：一种是自力教，一种是他力教。「自力教」是不靠佛力帮助，单靠

用自己的能力，修学佛道，获得成功，这叫做「难行道」，所谓「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

如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万行，都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的大乘行

者牺牲救世的工作。如佛弟子舍利弗，过去世曾修布施的胜行，有人在途哭泣，向他求施眼以治病，他

就把左眼挖下给他。那人说自己记错了，是要右眼才能治病，左眼无用，他又把右眼挖下来给他。那人

把右眼闻一闻说：「修道者的眼球有香气，才能治病；你这眼球腥臭不堪，没有道行是无用的」！说完

把眼球掷地一踩，发出爆破之声。舍利弗听到此番无情刻薄的讥讽，再听到踩眼的剌耳声，再也无法容

忍了，怒从心头起，火烧眉毛，顿时退了大心，不作菩萨，而为自了汉了。本来他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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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已做到难行能行；再施右眼，则是难舍能舍；只是没有做到难忍能忍 ，敌不过逆力，也就退却大

心了。所以说菩萨道难行，而佛法最高的价值 ，也就在於这种自力修持成功的难行道。  

    另一种叫做「他力教」，是学佛的人，感到自力用功不足，於是就作 念佛、礼佛、诵经、持咒等

工夫，希赖佛力加被，或依经法力，经咒之力 的加被帮助，使自己成就功行，达到学佛的目标，这叫

做「他力教」。就 是靠他力助成的，亦叫「易行道」，因这些修学工作，比较以身命布施等 难行道的

修法，是容易多多了。但佛教的正义，是注重修习自力教，如不 能深解佛法的教义，失去自力修持的

能力，只好去修习他力教，所以修习 他力教，是一种方便的法门。  

    有些人不明佛法有自力教和他力教的意义，常常质问：「佛教既以慈 悲为本，菩萨又是发心救苦

救难，为何现世见有许多贫病无依的苦难人民 ，佛菩萨不来救济他们，慈悲究竟在那里？」有了这些

问题盘旋脑中，所 以他们终是远远地站在佛门的外面，歧视佛教，对佛教难发生好感？这问 题的关

键，就因他们不明佛教虽有依他力修学的方便行，而实以重自力为 主旨；如果自己不依佛法的指示，

努力舍恶行善，光是希求佛菩萨庇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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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理上亦是说不过去的，并不是佛菩萨不肯慈悲来救你，是你自己被 自己所造的恶业之力障隔

住，弄得佛菩萨要想来救济你，也无法救得到了 。这道理在「摄大乘论」中，说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凡是有清水的地方， 必可照映入月亮的影子，但那水如果走自己浑浊，月亮的圆影就无法现了 ；这不

是月亮偏心要照清水，不照浊水，实是水自恶浊，月亮自然也无法 现出来。我们人类众生，也是如

此，自己做了恶因，自己须受苦果，不是 佛菩萨一下子就可以改变了你应受的恶报，而随便把它改为

好报。如果佛 菩萨可以如此做，那 佛说的三世因果的道理，就自己把它推翻了。如果 佛菩萨是能操

纵因果，随时随地有权可以改变因果，好似其他一神教的大 神，具有无上的威权，可以操纵人类的生

杀和升沉，那 佛教就变成不重 自力的神权的宗教，不值得人们崇拜，亦不足称道了。 

    现在抄一首华严经的偈语，作为本文的结语： 

      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 

      众生心水净，菩提影现中！  

                    在槟城三慧讲堂讲，并曾刊於光华日报新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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