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理论集  
  
妙慧童女十问略解 
 
    妙慧为王舍城长者之女，家庭富有，无「富贵学佛」之难。 
    （四十二章经有「学佛二十难」，「富贵学佛难」是其中之一）。她年始八岁，慧根宿具，能向佛

前提出十个问题。她生得天姿国色，面貌端庄，颜姝好。美丽为女子第二生命，男子亦然。但美丽非皆

由富贵、营养、修饰而致，如西施乃一贫穷人家的村女。唐诗?「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

女，暮作吴宫妃」。依佛法因果说：贵相得来，一由忍辱柔和的修养，二由为病人除污而不嫌脏、不怨

责，三由买花供佛，虔诚而致。如周公长发拖地、两膀过膝、两手柔能反卷，皆由修忍前因而得来的。 
    今将十个问题，列出略加解答： 
 

一、云何得身端正？   

    端正含有美丽，美丽非即端庄。上说妙慧端庄，依一般经说，依此经佛说相貌端正，有四个原

因：  

 

    （一）、於恶友所不起瞠心--瞠为修行之大敌，瞠多貌寝，如人发怒时，貌已变丑。华严经卷说：

「佛子！我不见一法为大过失，如诸菩萨於他菩萨起瞠心者」。 

 

    金刚经说：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於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

我於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瞠恨。又我曾於过去五百世作忍辱仙

人，修忍辱之行。 

 

    苏东坡说：「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 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

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 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孔子说：「小不忍而

乱大谋」。 

 

    （二）、住於大慈--慈之出发点，基於佛性平等，事相有别，在於为善为恶问题，其为恶故福薄貌

寝，所谓无福相也，愍之而起大慈，使之离苦 得乐。梵网经说：「好事向他人，恶事向自己」。 

 

    慈为治瞠病之良药，能慈即能原谅人，近於儒家之恕道，「己所勿欲 ，勿施於人」。安住慈恕，

为培福相之要因。  

 

    （三）、深乐正法--能习正法，可得思正、行正、貌正。又： 

    知平等法而自励向上； 

    知缘起法而互助相亲； 

    知因果法而舍恶从善。 

    禅宗警语：宁可千生不悟，莫教一日遭魔。 

 

    （四）、造佛形像??佛像的创始於印度拘淡弥国之优填王，王恋慕於佛 ，刻牛头 檀像礼敬。佛

像的作用，为瞻拜的对象。如奉孔、儒、孟、关、岳 ，崇德报功。佛为救度众生，多世牺牲生命。如

梵网经说：「我来此土，已八千返」。又说：「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非是菩萨舍身命

处」。  

 

    不瞠、大慈、乐正、造像如何能使身端正？须知相随心转，心能无瞠慈正，致相亦正。又修此四法

心有涵养，法为依归，使人如坐春风，沐化雨，来世自然相好严身。故经云?瞠坏善根勿增长，慈心乐



法造佛像，当获具相庄严身，一切众生常乐见。  

二、云何得富贵身？  

    人相端正固需要，但相正而出身寒微，不免苦恼；或虽貌如沉鱼落雁多下贱供人玩弄，又非幸事；

或因环境影向身体失了自由，虽相好亦苦； 或遇妒忌被迫害死，所谓「才子佳人，每多薄命」，皆属

美中不足。故相 貌端正，还须要富贵，然富有而不贵，亦有受人欺诈，更须贵有地位权势 ，故有第二

如何得富贵身的问题。答此问题有四： 

 

    （一）、应时行施--施有财、法、无畏三施。外财如尧帝人饥己饥， 人寒己寒。内财如须达 太

子舍身饲虎。法施如佛说三乘，普度三根。孔子亦有「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无畏施如救人受

威胁，救动物被 杀前之恐怖争执。 

 

    （二）、无轻慢心--布施时要有好的心理，无慢心。 

 

    （三）、欢喜而与--亦属心理有好的情绪，不以憎厌心而行施。  
 
    （四）、不希果报--乃抱施恩不望报，望报莫施恩之态度。 

 

    行施好因必获富贵，儒之易经亦言?「作善、行之百祥；作不善，行之百殃」。故在此经，佛说偈

云?「应时行施无轻慢，欢喜授与不希求，能於此业常勤修，所生当获大财位」。应时即及时需要之

时，所谓救灾如救火，不可错了时机，及时而救，功德更大。  

三、云何不沮丧眷属？ 

 

    人身端正，富贵还不够，还需要眷属众多和乐才好，不然单身只影，则虽相好身富，还是遍尝孤苦

伶仃的滋味。其次有了眷属仍须不被沮坏，如家眷不和，钩心斗角，天天争吵，勃溪之声不断，也无乐

趣。或人事不调，如夫死妻在，妻死夫留，都不美满。或娶了後妻虐待前妻儿女，或父母亡过子女被人

侵占或奚落，皆不美满。或大富人家，子女夭折，更为人生之不幸。故如何能使家眷不被沮坏，使家庭

美满快乐，实亦为人生急宜解决的问题。亏得妙慧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佛亦以四法解答： 

 

    （一）、善能弃舍离间之语--离为分离，间是间隔，即用两舌挑拨是非 

，破人感情，弄到身败名裂，含恨九泉。如造此种恶因，生生必招眷属沮坏之恶果。 

 

    （二）、邪见众生令住正见--知见不正之人，造下邪因，必招苦果，能开导之使之分明正邪，判别

是非。如佛破外道持牛狗戒，而援入正路，救人从正，即感眷属和乐之好报。  

 

    （三）、正法将灭，护令久住--佛陀彻悟人生原理，揭破宇宙真相，而创正教，谓之正法为暗中

灯、为海中航。故见正法将受破灭，而设法扶持 ，由救正法而感得如意法眷。 

 

    （四）、教诸有情趣佛菩提--教人信佛修法，使成菩提眷属?一、多斗争争生存，佛教以五戒十善

和乐人生；二、生人天有退转，更教以出世三乘； 三、三乘仍未究竟，更教以「十方佛土中，唯有一

乘法」。此明前二是世间眷，後二是佛法眷属，阐扬大乘佛法普爱精神，而成菩提眷属。所以佛陀 结

以偈云：「舍离间言及邪见，正法将灭能护持，安住众生大菩提，当成不坏诸眷属」。  
 

 四、云何公见受化於化生   

    妙慧童女问佛十个问题，前三个是就世间一般人的问题而发问的，无甚奇特：而後面的七问，都是

重於超人类的思想，也是超世法的佛教哲理 ，为学佛修行而希望成佛的人发问的。经文的问词有四

句：  

 

    「云何见己身，而受於化生，千叶莲花上，而奉诸世尊」。词中第一句的「己身」，是指自己父母

的精血和自己的神识，在交合时所成的肉体 ，是不净的凡夫的色身。第二句中的「化身」，是指佛菩



萨修成的变化身 。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体，报身是相，化身是用。佛为教化众

生，从体现相而起用，三身各异有所活动：到众生机尽缘灭，则摄用归体，三身合 为一身。现在说的

化身，不同凡夫所得的肉身，是秽污不净的，不会变化的，到修至圣位，如罗汉和菩萨，才有化身，能

自由自在的变化。如观音菩萨的化身，能随 类化现的，有白衣观音，飘海观音，鱼篮观音等等，都是

化身。 

 

    第二句「千叶莲花」的莲花，代表清净：美丽，象徵佛法的庄严，为佛教最所尊重的。第四句的

「世尊」，是指佛为世间出世间人所尊敬的， 成为佛的尊称。妙慧是年少志高，这首偈里的意思，是

她和佛讲：要用甚么方法，我才能成佛，和你佛一样坐在大宝莲花上供奉诸佛呢？一个小女孩，偌大的

口气，值得人们的钦佩。 

 

    佛答妙慧：「菩萨成就四法，当於佛前，得受化生，处莲华座」。何等为四？ 

 

    （一）、「捧诸花果，及细末香，散於如来及诸塔庙」。 

 

    （二）、「终不於他，妄加损害」。此他是包括他人，乃至一切有生的动物，都不可无故妄加损

害。身以刀枪害人，口以恶言诳语谤人，意以暗箭伤人，都是有意无 意在损害他。宋朝周濂溪尝见庭

除绿草油油，生意盎然，不去除它。佛教戒律中亦有「草系比丘」的记载，连一条草的生命，都不肯去

伤害它，何况人乎？学佛修行 能养成此种心境，那还怕不「得受化生 ，处莲花座」乎！  

 

    （三）、「造如来形像，安处莲华」，供人供养礼拜，可引发他人的菩提种子，未种令种，已种令

增长，同时造像安供，也能实现自己的佛性，明心见性，自他两利，正是造成行者的化身安坐於莲华的

因素。  

 
    （四）、「於佛菩提，深生净信」。菩提的意思，是「觉道」，也即是佛 所觉悟的智慧，是大圆

镜智，一切种智。行者对此种无上正觉的菩提，要深生净信，诚切不疑，因这即清净法身的妙体，从妙

体起妙用而有圆满的报身和百亿化身。 能得此化身，才得坐莲华上，现於佛前，得大自在。於此佛证

之以偈云：「华香散佛及支提，不害於他并造像，於大菩提深信解 ，得处莲华生佛前（支提译为塔

庙）。  
 
五、云何能得胜神通？   

    神通，是神而明之，通透一切，毫无障碍，自由自在。神通有天眼通 、天耳通、他心通、宿命

通、神足通、漏尽通六种。前五通一切鬼神都有，得而会失。古有五通仙人，飞行自在，为国王所敬。

一次飞回宫庭，国王不在，后妃以双 手迎接，仙人触及女色，神通皆失，被王所嫌，斩去手脚，丢於

马槽。苦修得阿罗汉果，得到第六漏尽通，则前五通亦永不失。故称最胜之神通，非世间天上一切天 

人神鬼之五通所能及的。 

 

    妙慧问的第五个问题，是：「云何能得证，自在胜神通，遍往无量刹，礼敬於诸佛」。得到神通，

可以旅游十方佛国去增广见识，或如留学生到他国留学，是非常快乐的事。佛的答复她，是你要游览十

方国土，或由一佛土至多佛土，必须要先办好四点应办的工作，预备资粮，才得成就： 

 

    （一）、见他修善，不为障碍?看到世人为善利益群众，或圣者修无漏善道，你不好去障碍他，恼

害他，使他功行退去；因修善是利人的举动，与人有益，如救孤恤 贪，修桥补路；或修出世圣道者，

他的心期高尚，守戒清净，能得禅定，福利社会，你若恼怒他，损害他，莫大罪过。儒书说： 一家

仁，一国兴仁，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古人有说：吾国无以为宝，惟以善为宝。故善人是社会之福，是

国家之宝，不可障碍他的事业成就，损害他的道誉清名。 否则必得苦报，困扰自身，便得不到游行自

由的乐趣。 

 

    （二）、他说法时，未尝留碍：说法就是弘法，「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比如暗中宝，无灯不

能见」。可见说法，是弘法主要的工作。法如清凉剂，能清凉众生 的烦恼火，若无佛法，众生不能扑

灭烦恼火，也永远难以成佛。所以学佛的人，对能宣扬佛法的法师，切忌不可留难，或故作种种手段，



障碍他说法，那是瞎人慧 眼，罪报无量，也会遭遇不可思议的苦报。  

    （三）、燃灯供养如来之塔：塔亦作塔婆，梵音为碎睹坡，浮屠，译为塔、庙，建以供舍利佛骨。

行者点燃油灯，供养如来之塔，功德很大，因塔之所生，亦如经典 所在，即如来舍利之身。油灯是佛

前的供品之一。法华 经中说了许多灯供，有葡华油灯、婆师迦华油灯、优跋罗花油灯，种类繁多。到

中国则转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灯了。灯能破暗，代表智慧与光明，使庄严的佛塔， 和相好的佛像，

不为黑暗之所遮蔽。 

 

    （四）、於诸禅定，常勤修习?禅是梵语思惟修。由静思而入定，名思惟修，亦译正受。受是领纳

义，指心里上许多杂乱妄想。正受便是由种种正当的定功，控制了 这许多杂乱的妄想，使心地清净，

甚么杂念都不放心上，使之由静而定，谓之正受。由正受的定，而发生内在的智慧，引生六神通，就是

妙慧童女所希冀的胜慧神 通，也就是由学佛的行者，常勤修习可以得到的。因此世尊又说一偈规劝之?

「见人修善说正法，不生毁谤加留难；如来塔庙施灯明，修习诸禅游佛刹」。  

   
六、云何得免无怨？ 

 

    怨是怨恨、怨仇。与人利害冲突，怀著恶感，存著报复的心理。古语谓「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怀著怨毒，甚么丧心背理的事皆做得出，故有「怨仇宜解不宜结」的明训。 

 

    唐武则天原为聪明者，却做糊涂事。她原为太宗宫女，太宗死入庙为尼。小皇高宗爱她，假借烧香

为名，特地去看她，一见锺情，嘱她留发进宫封为妃子。工谗善 妒，捏死自刚生下之女儿，戕害皇后

王氏，哭诉高宗 ，废皇后入冷宫。後高宗知王氏无罪，冷宫探监，武恐王氏平反，怒以残毒手法，置

王死地。王对临刑者说：「我愿生生世世变猫，武氏变鼠，世世要她命，嚼她 肉」，其怨恨可知。又

如悟达国师与人面疮，惟法力能化之。 

 

    「菩萨成就四法，处世无怨」： 

 

    （一）以无谄心亲近善友--谄曲，心不正直，面带笑容，心藏刀枪。 维摩经说：「直心是道

场」。佛教「亲近善友」，若有谄曲，即成欺骗。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又

说：「友直友谅友多闻」。祖师说：「宁可丧身失命，不可一日离善知识」。  

 

    （二）於他胜法无嫉妒心──妒富、妒贵、妒才、妒貌、妒荣、妒贤、能等，为人生最易犯之毛

病。由嫉招怨，怀恨成毒，故须除嫉，方能无怨。 

 

    （三）他获名誉心常欢喜--名誉为人生第二生命，本来不贪名利，为常人所诫，但人爱好誉，不敢

作坏，亦是好的，普通人真爱好誉，尚不失其为好人；真忘利 名，除非菩萨行者，能有几人？人因政

有优绩，战有胜功，友有信用，皆可获致好誉，或亲友、同乡、同学、同事，有此好誉， 应常赞喜。

梵网经说：「好事向他人，恶事向自己」，方为菩萨心肠。  

 

    （四）於菩萨行无轻毁心--菩萨大悲利人，所修所属六度胜行，不可毁伤。或菩萨行径，有异常

人，不可视为乖张而轻毁之。如舍身饲虎，不可笑其愚，常礼拜 人，不可讥其蠢。如小沙弥谤罗汉，

罗汉即命忏悔，尚作多世牛 ，何况讥毁那些菩萨上人。 

 

    经偈云?「不以谀谄亲善友，於人胜法无妒心，他获名誉常欢喜，不谤菩萨得无怨」。  
 

七、云何得人信受？  
 
    如何使自己的说话，得人信受？信是信用，亦是信仰。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自古皆

重信，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可以作巫医」。华严经说： 「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

法」，智论云?「 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在信用上说，做个好人，要言顾行，行顾言。在信

仰上说，人要有信用，才得人信赖；若是朝秦暮楚，无有信用。 如行四法，可以使人信用：  

 

    （一）、发言修行，常使相应--相应即心口相应，言行相应。即讲了话能实践，说了不作，等於空



谈。或「口口谈空心心著有」。不但学佛者要顾言行，就是言政、言学、言商「皆重信立」。  

 

    （二）、於善友所，不覆诸恶--覆是隐覆，不掩饰自己，乃人的难行， 难行能行，才有价值。佛

教一重忏悔，二重发露，三重改善；所谓「改往修来」。勇於改过，不失为一好人。  

 

    （三）、於所闻法，不求过失--对於所闻经法，一要信受才能得益，否则如入宝山，而无信手，徒

然空回。二不可吹毛求疵。宗教本重信仰，无批评余地，但佛教 不同他教，一经科学分析研究与批

评，破绽太多，可能破产；佛教却重自由研究与发挥见地，有其百攻不破的真理。由此真理而建立其坚

强的理论和信仰。  

 

    （四）、於说法者，不生恶心--上於所说之法信受不疑，此於能说之人， 不生恶心，即不生反感

破坏之心，因闻者不一，所说亦有一异，法师难得 面面俱圆。如讲法相者而偏赞法相，而宗法性者听

之，不必反感，吹毛求疵。或法师有过，其法可信即信之，要依法不依人，不能因人废法。罗什高僧，

尝言譬如莲 花上生牛粪，但取其花，不取其粪可也，不必憎粪，连花亦憎之。此实为平心之言。故经

偈言?「发言修行常相应，己罪不藏於 善友，闻经不求人法过，所言一切皆信受」。  
 
八、云何祛除法障？ 

 

    法障，是指在学佛修行或弘法过程中发生的障碍，阻住你修行不成，弘法不就，结果是半途而废；

弘法时或因时局关系，或受私人攻击而停止。其原因：一在宿业牵缠；二在今世未守佛戒，种下坏因，

往往从自心生出障碍；三或突受某种恶势力侵入；或受天时人事的无情打击，而中止修学或弘法的工

作。要除这些障碍，有四个方法： 

 

    （一）、以深意乐，摄三律仪--意乐是对佛法有甚深认识，甚深信乐， 爱好，而严持三种戒律：

一摄律仪戒，消极止恶；二摄善法戒，积极行善 ；三饶益有情戒，止恶积善，自他俱利。戒行清净，

障碍不生。 

    （二）、闻甚深经，不生诽谤--闻法生谤，原因一在无智领悟，以为谎言；二善根浅薄难受深法；

三有疑不信，如果位佛事，均非凡夫所了，因而起谤，不但不除法障，来日还须堕苦。法华经说：「破

法不信故，堕於三恶道」。故诫不可谤法。 

    （三）、见新发意菩萨生一切智心--有些人新发大心学佛，我们不可轻 其历浅。一切智心即佛

心，以佛心视一切，一切皆是佛。孔子说：「後生 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佛说星火、王子、小

龙、沙弥四不可轻。你轻人，人轻你，法障就来了，所以佛戒「菩萨发心，不轻末学」。  

    （四）、於诸有情，大慈平等--即三戒中的饶益有情，用心平等，由於慈悲；世不平等，由於人心

未平。故佛教宗旨，特别强调慈悲平等，且为大慈，非常德之小 仁小义。佛用心慈悲，创立佛教；提

倡平等，破除阶级，皆从行动践履。普通同是人类亦难平等看，佛教则不但人与人平等相看，上至天

界，下至畜生，凡皆有生命 者，皆一视同仁。赵州禅师有说：「上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门外相

接，下等人来三里外接」。用接愚逾智之方法，以作倡导平等的示范。  

 

    佛教重因果，对障报之来，宜谛察其因，渐次除之，不好骤以暴力除去，或怨天尤人，那只有把怨

越弄深，如陷泥淖难出。故佛诫内自克责， 以心力改变逆境，去除障碍，才是澄本清源之方法，故经

偈云：「以深意乐摄律仪，闻其深经能信解，敬初发心如佛想，慈心普洽障消除」。  
 

九、云何离诸魔业？ 

 

    梵语魔罗，此译杀者，与修道人为敌，能杀行者的慧命?一、天魔，欲界之他化自在天王以欲界众

生为子孙，故与超出三界者为对，尽力破坏。二、烦恼魔，三、五阴魔，四、死魔。如何能使自己不起

烦恼，不造杀盗淫业，而受五阴苦报，诚为人生之切身问题，妙慧能提出，实亦不易，佛答以四法治理

之： 

 

    （一）、了知法性平等－－诸法缘生，其性本空，此一空性，平等平等， 

了知诸法性空，於诸性空法中，其理平等，其心平等，不起贪瞠痴等烦恼，即不造诸恶业，也不惑诸苦

报，亦即不造魔业， 

不遇魔事，此为学佛者首先要了知的。  

    （二）、发起精进－－人若懈怠，魔易摄入；若工夫精纯，心念不杂，无隙可乘，魔不能入。故六

度皆由精进促成。 



    （三）、常勤念佛－－佛徒工夫以念佛为根基，时常念佛之智德神力相好庄严，心即无邪，魔不能

入，故阿含经中佛先教弟 

子六念?念佛慈悲导师，念法三世佛母，念僧人天福田，念戒出苦要门，念天常受胜乐，念施普济贫

穷。如小沙弥为戒女色，闭 

门拒纳千金小姐而自戕，以身殉道。  

    （四）、一切善根，皆悉回向??佛徒不但不贪坏事，好事亦无可贪，以於境不论好恶，凡所贪求，

便有魔事。如所作功德 

是好事，亦不据为己有，要将功德回向给众生，不为自己求人天福报。所谓「三途八难俱离苦，四恩三

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 

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  

 

    上面所言四法，为除魔之护身符，自不造魔业，即不与魔打交道；盖物必先腐而後虫生之，人必自

侮而後人侮之。「我若 

无心於万物，何妨万 物常围绕」。这又是佛教正道生活的意趣。故佛教即在生活中，离生活别无更好

的佛理。故佛又说一偈， 

甚为扼要：「能知诸法平等性，常起精进念如来，回向一切诸善根，众魔不能得其便」。  
 

十、云何临终得见诸佛？ 

 

    学佛的目的，求往生见佛，若是临终能见佛，便是学佛有成就了。所以妙慧所问的问题有四十种，

在最後这问词中，才谈到见佛、供佛而至於成佛，足证她有深智慧，才能探索到佛法的核心问题。佛答

以「菩萨成就四法，临命终时，诸佛现前」。云何四法呢？ 

 

    （一）、他有所求，施令满足??他有所求的他，是指一切贫苦的、衣食住行不足的众生。他们有很

多的要求，修菩萨行的人，自己有财富、有佛法力量，要尽其可能满其欲望。但人总是贪心多，欲壑难

填。所谓「终日忙忙只为饥，才得饱来又思衣，衣食两般都有著，家中缺少美娇妻」。虽然如此，但是

确实穷饿待救济的人，还是很多，我们应要尽量设法去博施济众，为人类尽应尽的义务和天职。菩萨修

行六度法门，把布施列於第一，足见财法二施的重要。 

 

    （二）、於诸善法，深生信解--善法，凡是所作合理的思想和行为，都是 善法。所做的事能构成

人类康乐，社会安宁，世界和平的，也都是善法 。更进一步，对於超越世间法的佛法，如三乘法、因

果法、缘起法等研究理解，深生信仰，引发自利利他的胜用，才是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如此行持，

临终诸佛 现前，一定对这行者欢迎与赞仰。 

 

    （三）、於诸菩萨，施庄严具 - 菩萨义为「觉有情」，觉悟的众生，是佛的弟子。佛有两类弟子?

一类是比丘僧??罗汉僧，住持佛法的人物； 一类是菩萨僧，助扬佛化，代佛宣扬佛法的人物。菩萨功

高，位邻於佛。有贤位的菩萨，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叫做三贤位，已断见思烦恼，至登地?登十地

的初 地，功夫深进，开始破无明，见法身，圣位菩萨，福慧具足，众生供施庄严具，可植福增慧。 

 

    供眷的器皿，有香、花、灯、涂、烛、果、乐、珠、宝、衣等十种供 养具。还有饮食、衣服、汤

药、卧具，亦名四供养，包括经书法宝等核称供品、供具。 

 

    （四）、於三宝所，勤修供养 - 三宝是佛、法、僧，上节之菩萨，亦是僧宝所摄。学佛者，奉三

宝为最高的信仰，所以应对三宝，勤修供养，以增福慧。佛是福慧圆满的尊者，为行者崇拜的对象。福

是福德，慧是智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