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上  
  

 

佛教的特殊性   

                           在槟城妙香林讲 

     各位！有人说：佛教是建筑在智慧的磐石上。这句话到底说得对不对 呢？在原则上，我敢肯

定；可是那里面的道理太深、太微，一时要我说， 实在也说不出来，即使说得出的亦不会恰到好处，

与其说得不好，不如不 说。但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 要信佛呢？我可以举出佛教的几种特殊性 ，便

是要答复我所以要信佛的理由。我既有理由可讲，可见我的信仰是理 智的，决不是人云亦云的感情作

用。  

 
一、从特殊的环境中打出来   

    佛教的教主释迦世尊，未出家前，生於富贵的环境中，情形特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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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一般的宗教迥异。如犹太教的摩西，原是以色列的流民，先居埃及为 其王虐待，乃率以色列人出

埃及，传上帝之命来创教；耶稣，是木匠的儿 子；穆罕默德，是小商人；孔子，是士大夫，出生在贫

苦人家；道教的老 子，曾为周之柱下史，也不过等於现代的一个图书馆长，唯释迦牟尼，贵 为储君，

富有四海，这是他的出身与一般宗教人物不同的地方。平常说「 英雄不论出处」，如我国的革命家孙

中先生，西洋的哲学家斯宾那莎， 俄国的文豪高尔基等，早年都曾当过差使，做过学徒之类的劳什

子，而都 能成了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领袖群伦，出类拔萃。因此，我提出释尊的 家庭富裕，出身高

贵，并不是想以此来炫耀自己教主的威风，或抬高身价 ，千万不要误会；我所以要说是释尊不为声色

贷利所困惑，能从这种富贵 特殊的环境中打出来，放得下，而又提得起，才称得世间第一奇男子！ 

    就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为教主夸耀的，赞叹的！试看世间的人： 没有富的想富，想买彩

票，想中马票，有一千想一万，有一万想十万，只 要有钱可赚?「无孔不入，有缝皆攒」，什 仁义礼

智信的道德都放弃在 脑後；没有贵的想贵，夤缘奔走，得官为荣，做小官想大官，做了大官更 想做总

统、做皇帝，领袖欲越搞越强，越强越凶，「一将功成万骨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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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人命草菅的事，都不放在心头。如此看来，世间人为功名利禄，都在 富贵的圈子里打滚，想兜也

兜不出来；而释尊呢，自己有了现成的富贵， 却不要富贵，视如浮云，弃若敝屣。他的父亲净饭王，



为阻止他出家，特 为他建筑三时殿，昼夜娱乐，娇妻如花，美妾似云，软红千丈，柔情万缕 ，而终於

捆缚不住他，慧剑一挥，尘缘齐断，跳出了五欲的牢笼，悟彻四 谛的真理，不是绝後，也算空前，试问

世间还有比这更明智的豪举吗？ 
    更难得的是：他的离尘舍俗，并不是厌世离世，抛弃现实；是看透世 情，飘然出世！惟其能如此，故

出世复能入世，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 余会，一生席不暇暖，脚不停步，口不停讲，身不停行，身教

重於言教， 深入社会，教化群众，与民众同其甘苦，不有非常的精神，那有伟大的成 就，更难有博大

精深的教义产生；在这点上，谁说不值得我们的赞叹与荣 耀呢！  
  
二、以一切众生为所度对象 
 
大凡宗教的产生，皆由其悲悯的怀抱，而为众生做同情的救济；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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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这悲悯心的出发，有为利一家庭的，有为利一社会的。有为利自己 一民族的，如犹太的悲愿，以

利犹太民族为对象；有为利益全体人类为对 象的，如耶稣教是比较伟大的。但以民族为对象的，只悲悯

此一民族；以 人类悲悯为对象的，则人类以外的众生就不能悲悯了，正如维摩经所说： 「有慈悲心而

不能普」！唯有佛教，他的慈悲是广大无际的，遍及「情与 无情」。如佛在金刚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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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 
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要把三 界所有的众生，都度入无余涅

盘，换句话说，就是使一切众生都成究竟的 佛道，成了一个智德圆满的完人。既以一切众生为广大的对

象，则不独指 人类众生，人类以外的一切众生，甚至低等动物，只要是有生命的有情， 都是同样的悲

悯，同样的爱护与救济。所以佛的教旨，首先重慈悲戒杀， 不但不可妄杀人类，即是一牛一马乃至一草

一木，都不可无缘无故的去摧 残，因怀了摧残心，就是有伤仁慈！儒家所谓?「天地大德曰生」，「有 
生者皆恶其死」。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若把这恻隐之心 扩充到人类以外的众生，以至

於一草一木，就成为佛教普遍广大而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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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慈心了。  
    佛教中讲到佛教为爱护同类众生??人类而牺牲自己，或代人类受苦 的史实，是非常的多，不胜枚举；

就是为守杀戒而爱护人类以外的众生， 亦是很多。如法句经中说两个比丘远行见佛，至中途饥渴欲死，

发现积水 有虫，一比丘饮而不死，後来见佛，被佛呵为愚人；一比丘为持杀戒不饮 而死，却成天人而

先见佛，为佛所赞叹欢喜。又如「鹅珠比丘」，向一长 者乞食，长者正在穿珠，放下珠子，入内拿食，

圆珠由桌上滑到地面为鹅 所吞。长者出见珠少一粒，疑为比丘所窃，打至出血，仍不肯招，盖恐主 人
伤鹅，宁愿自己挨打，代鹅受苦。乃至鹅饮人血，误为主人踢死，比丘 始直白其事，长者始知所失珍珠

为鹅所吞，非比丘偷窃。比丘何以如此， 为佛慈悲，遵守杀戒耳。又如「草系比丘」，为贼用一茎草缚

在道旁，眼 看所有东西被贼取去。一株小草何以会缚得住比丘，因比丘受佛教诫，不 得无故伤害生

命，故宁可失物，不肯断草。试想，这种慈悲仁爱之心，能 表现於实践的行为上，是何等地宽大与彻

底？世界上还有那一种宗教比这 慈悲仁爱的同情心更彻底的呢？恐怕不容易找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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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抱宗旨的崇高与超越   



    世界不论那一种学说与宗教，它的成立，都有它怀抱的宗旨，愈是伟 大的人物，他所怀抱所理想

的宗旨，也就愈为伟大。平常的人碌碌营生， 他的目地无非为食、为衣、为利禄、为名誉而已；若是

为家庭的，只为家 庭设想；为社会的，只为社会设想；若是为国家，为民族，或为全人类设 想的，就

为国家、民族，乃至为全人类设想；人类的行为宗旨，达到这种 程度，那是更伟大的了。但是有些神

论者的宗教家，认为这还不够，因为 世间的一切都是罪恶的，都是变幻不实的，须要苦行苦修，与神

默契冥合 ，死了灵魂得救，往生梵天或天国，做梵天或上帝的侍从，宗旨似乎更远 大了。 

    至於佛教虽也分析到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不净，要人勤 修戒定慧，息灭贪瞠痴，

以离苦得乐为究竟；但他一、不劝人信神，二不劝 人生天，三、不劝人做天神或上帝的侍从。为什 

不劝人信神呢？因佛教说 鬼或神，都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一切的一切都未究竟，我们那里可以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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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况鬼、是三恶道所摄，地位比人还要低劣万倍，根本不须要信他。神 ，有有福德神，有无福德

神，乃至天道所摄的天神，也好不过人类几多， 因他一样还有生死苦痛的，我们也用不著去信赖他。

第二不劝人生天，因 为即使你生到梵天，或生到天国，天福享尽，五衰相现，仍不免要退堕下 来，兜

不出轮回的圈子。如佛经说三界有二十八天，最高的天，是非非想 处天，天人的寿命长至八万劫，但

天福一尽，仍要堕落。从前印度有个仙 人叫郁头蓝弗，修无想定生到非非想处天，享尽八万劫的天

福，仍要堕下 来做猫狸之身，野食鱼鸟，以酬他前世所许下来的恶愿。可见为天为神， 都不是究竟的

办法，所以不劝人生天。即使有些地方劝人修五戒十善，可 以生天，那都是方便教，不是究竟的说

法。 

    第三为什 不劝人做上帝或梵天的侍从？是因佛教体悟众生平等，各 具佛性，有佛性的，皆可

成佛。既每个人可以成佛，即每个人可以自主， 每个人都有做佛、做教主的资格，只要你发菩提心，

学菩萨行，修行成功 ，你就有一个自主的庄严世界，别有一个新天地，供你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时既

不须仰天神的鼻息，亦不靠上帝的保佑，还你一个自由身，不必给 人做侍从；而且你自己还有无限的

能力，可以倒驾慈航，普度众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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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佛教所怀抱的宗旨之崇高性、超越性，是如何的伟大，亦可想见一 斑。  
  
 

四、是信仰学理融合的宗教 

 

    信仰与学理两者：为人生所需要，也是求人生所以然，及所应当然的理由，为人类生活行为的规律

和准则：没有学理作准则，人生便茫然无知，散漫无归了；或如叔本华所说，人生的意志是盲目的，乱

撞瞎碰，是危险的！同时人生还需要信仰，而这信仰，便从智慧的学理上建筑起来的，如果没有学理做

根据的信仰，无疑的，不是神秘的，便是盲从的。 

    但照现在一般的说法：宗教的立足点是信仰；哲学的立足点是理智的。然而，宗教便无学理可说的

吗？也是有的。不过这些学理，多不可思议的，非常人所能推测的，即是富於神秘的。如过去印度的婆

罗门教，说梵天创造人类：婆罗门从梵天口生，最极尊贵；刹帝利从梵天的肩生，尊贵次之；吠舍从梵

天的膝生，更次之；首陀罗从梵天的脚生，种族更为低劣。於是就成立了严格的四姓阶级。如现在的西

洋天主教，说上帝在七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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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创造了世界万物。梵天教和天主教的创造人类和世界，便是他们的学理 ；但这种学理可以思议的

吗？可以辩证的吗？自然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可 以究诘的，不堪辩证的；只要我们信他就算对，不信

就不对，所以这种信 仰，不落神秘，便落盲从，虽有学理，也等於没有学理。在科学昌明、人 智发达

的今日，这些神权设教的宗教，已立足不稳了。 

    再讲到哲学的立足点在学理，所以不论古今中外的哲学家，要成立他 的哲学，各有他的一套理

论，荀子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骇众 人之耳目者是也」。就为这个原故，古今中西的各派

哲学，如雨後春笋， 继续不断的发生，各有其主张：有主唯心，有主唯物，有主一元，有主二 元，有

主多元等，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盲人摸象，莫衷一是。这样虽有 学理，也等於没有学理，因为是你

讲你的，我讲我的，你信你的，我信我 的，没有统一的中心，只是一片芜乱的现象。这样，究竟叫人

去信那样好 呢？所以在哲学上也找不到一种绝对可以信仰的真理；但人类在事实上， 是不可一日无学

理的，也不可一日无信仰的，而现在的情形，是信仰不成 其为信仰，学理亦不成其为学理。同时因宗

教的信仰和哲学的学理，由互 相倾轧至背道而驰，於是，信仰者日趋顽固与盲从，思辩者日趋猖狂与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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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人世的大患，实无过於此！ 

    然而，我们让世界就这样在混水摸鱼中紊乱下去算了吗？不是的，是 有办法可以挽救的，那就

要佛教应时而起，以适应这种需求了！因为佛教 是信仰和学理融合一炉的宗教；不消说，佛教是最重

信仰的；但他的信仰 ，是有颠扑不破的学理来做他的根据。佛教在印度初期，就有小乘部派思 想的学

理发生论辩，中期的大乘佛教，则有龙树性空系的中观学，弥勒法 相系的唯识学，都以因明的逻辑，

成立其严整而有组织的精密理论。当时 在印度，曾攻破了九十六派学说思想的理论，而高建法幢；而

且其所谈的 理论，如因果的善恶，缘生的流转与还灭，业力的染净，如何舍恶为善， 如何逆流还灭，

如何转染为净等等，都有严密而合理的说法，只要依之修 学，必可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不是神秘的，

虚无的，空洞的，不可思议的 ，不可捉摸的神权宗教。他的教义博大精深，世界学者已有定论，不容

无 识者的否认，有三藏十二部的经论可以见证，非在这里所能尽说了。  
  
 
五、表现行为上的彻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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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重信仰、重学理；尤重实践，学理成了空洞的哲学，信仰成了虚 伪的欺骗。有了实践的精

神表现在行为生活上，则学理可以兑现，而信仰 也成为坚强有力的支柱了。 

    释尊行菩萨道时所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法 门，都是从实际的行为上

表现出来的，现在从六度集经中引出几件史实来 以资说明。 

    一、为布施除恶而牺牲自己：印度昔有恶毒龙人，伪装善良，取得国王 信任，供养优隆。龙人

欲壑难填，得陇望蜀，野性发作，日食牲畜，继而 又食小孩，百姓藏匿小孩，又吃起大人来，搞得举

国惶惶，鸡犬不宁。时 深山有一狮和一象，设法救济。狮对象说：「毒龙不除，群众遭殃，遗害 无

穷，但我孤身不敌，须要你来助力」！象答：「除他即是杀他，杀他有 因果，必须偿命，不可轻

率」！狮谓：「吾人如不杀彼，彼吃尽全国生命 ，罪业更大，人更受苦，彼亦增罪；故吾人宁自造杀

业，舍己为人，不使 毒龙无间业成」。於是狮象同意除暴。时毒龙正在吃人，未防冷击，象以 鼻卷毒

龙前脚，狮则跳上龙背猛咬，闹到昏天黑地，血肉横飞。结果毒龙 被狮咬死，狮和象亦被龙毒死。全



国人民离苦得乐，国王下诏罪己，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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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正。经中说明狮子是释尊的前身，象是弥勒的前身。菩萨发心舍己救人 ，是「内财施」，即身命布

施；同时运大雄的精神力量出入於威胁恐怖， 亦是「无畏施」。 

    二、持戒忍辱而以德报冤：从前释尊在因地做忍辱仙人时，遇到一个 歌利王带了宫妃彩嫔到山

中打猎，倦眠醒来，见宫妃彩嫔都在一行者前面 听法。歌利王见之，怒火中烧，以为道者有辱宫人，

乃问他修什 法？答 云：修忍辱。又问他得初果未？答未。得二果未？得三果未？得四果未？ 皆答

未：修不净观未？亦答未。既统统都未，便是凡夫，如何可与妇人共 处！於是即举剑断其左臂。仙人

以修忍辱，并无怒容；歌利王见他并无恼 怒，又断右臂；如是又断两脚，皆忍辱无恨，而其情景之惨

酷，真是天地 为愁，草木兴悲，顿时狂风怒号，沙飞石走。恶王恐怖求救，得免於难。 而忍辱仙人还

说：「汝为此恶，必将堕苦，我成佛後，当先度汝」！这仙 人便是释尊的前身，这恶王便是後来释尊

成道後先得度的五比丘之一的 陈 如。这种有冤不报，反报以德的精神，能从实践的行为上彻底表现

出来， 试想一切的宗教徒中那有这样大的举动呢？  

    为何佛有此种在行为上彻底表现的精神呢？就是根据他所体证的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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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平等、缘生、无我。要实践这慈悲与无我的学理，所以就有行 为的彻底表现，不如此表现的

充分，那见得其学理之崇高与伟大？同时佛 教的学理，为救度众生，不但以身作则，代众生受苦，为

众生布施，以冤 报德；即在他自己本身做了无量功德，也毫无德色，不以为自己有好多功 德，希望人

来报答他，所以金刚说：「菩萨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已 ，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大智度论本

於此意义，故说：「菩萨度众生如 度虚空」，能有这种湛深的学理做根据，修养成广大底心量，所以

在行为 上表现起来就彻底伟大，无以为匹了！ 

（本文参考王恩泽居士伟大的佛教而讲，由释大音记录。一九五五年，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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