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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人信仰了佛教，通常被称为居士。 
 
        那么，做一个居士，跟普通的在家人又有什么不同呢？ 
 
        佛教在中国，信仰的人最多，误解的人也最多，多数人所以为的佛教，就是那些供奉偶像

的寺庙，那些为死人念经的僧尼，那些木鱼，那些钟磬，那些……就代表了佛教。所以，也就认定佛教

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 
 
        其实，那些只是出家人的佛教，而且还是变质流俗了的佛教，佛教的根本精神，几乎已被

这股流俗的浪涛所吞没。佛教的信徒，分有出家与在家的两大类，出家人的本务是修道与传道，并住持

佛教，至于表达大乘入世的菩萨精神并作佛教的外护者，却是在家的居士。 
 
 
《一》三类法门 
 
        修学佛法的法门虽多，若从大体上说，可分三大类： 
 
            第一是人天道； 
 
            第二是解脱道； 
 
            第三是菩萨道。 
 
        学佛的宗旨，是在求取解脱道；学佛的著力点，却在于人天道。尤其是人道，乃是生死与

解脱的最大关键。所以，学佛的人，不能离开了人天道而另求解脱道。 
 
        解脱道的求取，也不等于佛果的圆成，解脱生死的人，并不就是成了佛的人，要想成佛，

必须将人天道与解脱道兼顾并重，这便称为菩萨道。 
 
        从性质上说，人天道是偏重于福业的经营，比如布施、救济、放生、戒杀、社会公益等等；

解脱道是偏重于慧业的修持，比如持戒、修禅、拜佛、念佛、听经、看经等等。最要紧的，还是在于恋

世与出世的区别：如有恋世的心、虽修慧业，仍是人天福报；如有出世的心，虽营福业，也归解脱之道。 
 
        毫无疑问地，学佛的目的，不在人天道；佛教的态度，也不仅在解脱道。自求解脱，也要

使得一切众生求得解脱，自求解脱是慧业，助他解脱是福业，福慧双修的，便是菩萨道。可见，佛教的

宗旨虽是出世的，佛教的方法却是入世的。因为自求解脱，是求解脱世间的种种苦恼，所谓出世，是出

离世间的苦恼。救济众生，是为帮助众生解脱世间的种种苦恼，虽然出世，却不逃世。同时，佛教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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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脱，是重于心──精神的自在，不受五欲（粗）的烦恼的束缚，便是心解脱，便可离欲界而生色、

无色界，乃至出离生死；若能不受无明（细）的习业及无知的束缚，便是慧解脱，便可超脱生死，乃至

成佛。因此，解脱了的人，固然不受生死的束缚，但也并不就是不受生死，为了度众生，他们仍须生死。

不过，他们的生死，是出于自由意志（愿力）的自主，不同于一般凡夫的生死，是由于烦恼造成（业力）

的牵引。正像一个去监狱为犯人讲演的自由人，虽也进入监狱，接触了犯人，但他的心理感受，与被法

律制裁而监禁在狱中的犯人，是不同的。所以，已经解脱了的人，虽入生死，仍不以生死为苦；虽在生

死，却不受生死的束缚。 
 
 
《二》解脱道与菩萨道 
 
        修持解脱道，毫无疑问，是佛教的本意；解脱道的修持工夫，也毫无疑问，是以出家的身

分为宜，至少，出家人的牵挂没有在家人那么多。所以，出家人可证小乘四果，在家人最多只能证到三

果，南传的北道派，虽主张在家人也可证到四果，但其既证四果，必然就会出家。 
 
        说到菩萨道，无疑地，菩萨道的精神，是佛教的根本，菩萨道的修持者，则以在家的身分

更为相宜，至少，在家人的生活范围，可比出家人更大更广，深入群众而接触群众，正是摄化群众的最

佳方便，所以佛经中的菩萨，除了极少数外，都是现在家相，乃至最后一生在兜率内院的菩萨，也是现

天人相，而非出家相。当然，现在家相的菩萨，并不即有男女性的差别，三界内的色界天，已经没有男

女欲，何况是圣位的菩萨。菩萨多现在家相的原因，乃在说明菩萨道的修持者，最适合在家人的身分。 
 
        解脱道是可贵的，但还不如菩萨道更加可贵。因为菩萨道的修持者，除了自求解脱，还要

助人解脱；既是解脱道的求证（或已取得）者，也是人天道的实行者。从实质上说，菩萨虽现在家身，

却比出家圣者更伟大。这也正是大乘佛教一向责斥小乘心行的基本原因。 
 
        但是，在家人，实践人天道的福业，是容易的，只要出钱出力，多做社会公益的慈善事业

就行了。至于要求在家人能像莲花生于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染──修持解脱道，那就比较难了。如果只行

人天道而不修解脱道，那仅仅是人天道而非菩萨道，只能换取来世人天界中的福报，不能解脱生死，更

不能自主生死。这也就是出家人比在家人更加尊贵与超胜的因素之一。 
 
        根据这一要求，便可进一步的知道，同样的在家人，信佛与未信佛的人是不同的，未信佛

的在家人，纵然他是最伟大的慈善家，那也仅可获得人间及六欲天的福报，福报享尽，仍要堕落三涂

──傍生、饿鬼、地狱中去受苦。至于信了佛的在家人，纵然不能确实修持解脱道，也能对于解脱之道，

生一向往之心，所以也必将进而修持解脱道，今生修不成，来生乃至许多许多的来生之后，必将有修成

解脱道而得到解脱道的希望；信佛的在家人，纵然不能积极地经营人天福业，最低限度，也不致积极地

造作三涂的恶业。所以，同样是在家人，信佛的要比未信佛的，前途更有希望，也更有保障。 
 
 
《三》居士宜修菩萨道 
 
        到此，我们就要谈到居士的问题了。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多以为「居士」这个名称，是佛教称呼在家男女信徒的专有名词，其

实不然。 
 
        在佛教的原始圣典中，尤其是在律部之中，居士乃是俗人的通称，梵语称为迦罗越，不论

信佛、不信佛，凡是居家之士，便可以称为居士。男的称 
 
      居士，女的称居士妇，是对已婚俗人的通称。故在罗什法师的解释是：「外国白衣多财富乐者，

名为居士。」（注：《维摩经》卷一）《十诵律》卷六则说：「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罗门种，余

在家白衣，是名居士。」 
 
        在中国，运用居士一词的，也不是以佛教为始，在《礼记》中就有「居士锦带」一语，那

是指的为道、为艺的处士，含有隐士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古籍中，往往见到一些文人雅士，每喜以居士

自号，但那并不表示他们是佛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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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习以居士称呼在家的信徒，大概是从维摩居士而来。维摩居士，确可称为居士，但也

因此而被后人附会，如慧远大师《维摩经疏》卷一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

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正因如此，居士一名，渐渐地，也就成了佛教的专用。清朝的彭际清，编写一部在家佛徒

的传记，也以「居士传」为命名。实际上，以居士称呼学佛的居家之士，固然没有什么不可，若以中国

人的观念，以隐士的含意，来比附学佛的居家之士，那是不妥当的，甚至是意义相反的。因为，隐士是

过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生活；而居家的学佛之士，应该是菩萨道的实行者，为度众生，可以不惜生命，

自求解脱，也必助人解脱。这怎么可以与隐士同一意义？ 
 
        然而，既已相沿成习，我们也只好随俗称呼了。 
 
        照理，一个名副其实的在家居士，便是一位大乘的菩萨。 
 

        虽然，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并不是简单的事，太虚大师曾说：「悺�正须入祖位者，

乃能宏大乘教，否则……但能令得人天权小之益，及种大乘善根，不入大乘。」（见《佛法导言》）要

到禅宗的破了三关，相当于六根清净位，才入祖位，入了祖位，才能弘扬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菩萨道，

真是难能可贵。 
 
        可是，我们总不该因了菩萨道的难行而就不行，虽然不能即生成就优入圣位的大乘菩萨，

如若继续种下了大乘的善根，终究必将成为优入圣位的大乘菩萨。 
 
        所以在家的居士们，不要气馁，在家人虽在解脱道的求取上比出家人相差一阶，然在菩萨

道的实践上，却比出家人的条件优胜得多。 
 
 
《四》菩萨道的重心 
 
        我们知道，人天道的主要德目，是五戒十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为五项必戒

的德目，故称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欲、不镇恚、

不邪见，称为十善。详细内容，请参阅拙著《戒律学纲要》第三篇〈人间天上的护照〉）；解脱道的主

要德目是戒、定、慧的三学；菩萨道的主要德目，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六

度包含了三学，三学又包含了五戒十善。所以，菩萨道才是佛教的根本道。 
 
        然在六度之中，乃以布施为首，可见，菩萨道的实践，是以布施为重心，因为要度众生，

必须先要安慰众生，先使众生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然后才能对你发生好感，接受你的化导，

并也信任你的化导。 
 
        布施，分有财施、法施（离苦的方法）、无畏施（给怯弱者鼓励）三种，财施属于物质的，

法施与无畏施属于精神的。理想的布施工作，最好能三种并重，但在一般的众生（人），在现实生活的

驱迫之下，对于物质的要求救济，远比对于精神的要求寄托，更为急切，首先使他吃饱了、穿暖了，才

能再谈精神的追求。近世基督教在中国的风行，原因也在于此，不管基督教的教义怎样肤浅，能给人群

以物质的实惠，总是真的，除了破衣面粉的诱惑，他们也办了许多的医院和学校。一般人，那能都是神

学家或哲学家，会去研究它的教义和内容？所以基督教的分子，传教士的群中，有以信教为职业的伪善

者，信徒的多数，是出于盲目的附从（他们的确需要宗教的安慰，但却未得到正确的引导），另有一些

是出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别有用心。在佛教，以布施的工作来说，居士要比僧尼更能做得彻底，因为根

据律制，出家人是不该有财富也不会有财富的，既然没有财富的积蓄，对于物质的布施，就无法做到。

即或今日的僧尼，未见有几人是把银钱一戒持得清净的，但是除了公有的寺产，也不致有太多的私产。

所以，出家人，只能以佛法布施，以无畏的精神鼓励，却不能利用物质来救济。虽在佛经中说，布施的

功德，以佛法的布施最为殊胜。但在前面说过，接引众生的先决条件，应以物质第一。至于教化众生离

苦得乐──走向解脱之道，那才是佛法的功能，这个功德虽大，却不是解除现实贫困的直接方法。同时，

在所有的出家人之中，能以佛法及无畏来布施的百分比，也是相当低的，我们在原始圣典中可以得到证

明：佛世的出家弟子，经常随从的，约有一千人左右，那些多数是大阿罗汉，此外的凡圣僧尼，当然还

有很多很多，但在僧团中能起领导作用的，不过数十位而已，至于弘化方面有大成就并有名字记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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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数上也是非常之少，虽然圣典的记载，不免挂一漏万，但在法施方面真起大作用的人，确实不会太多，

那当属于事实。后世的僧尼，当然更加不用说了。因为出家人是以修持解脱道为主，行有余力，才能谈

到救济众生的工作。 
 
        至于居士，如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菩萨道的实行者，也便可以做到三施并重了：自己有财

富，可用物质救济贫困，自己深通佛法的胜义，可以用来教化众生，安慰众生，鼓励众生。 
 
        所以，真正的大乘精神，虽由出家的大菩萨乃至佛陀来摄化，一般凡夫的出家人则不能充

分表达出来，唯有发大心的在家居士，才是菩萨道的理想实行者。 
     
          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想居士，在历史的记载上，也是数得清的。至于一般的居士，确实不

容易做到理想那样的境地。有钱的居士，能够以财物布施，但也仅止于财物的布施，未必也能够深达佛

法的胜义而用佛法布施。若期他们进一步地对于解脱道的欣求，那是难上加难了（当然不是没有）；所

以，他们的布施，乃是局限于人天福业的经营。 
 
        至于深达佛法胜义的居士，虽可做到法施，但他们未必就是大富长者，对于物质的布施，

也就力不从心了。大多数的正信居士，是在人天道与解脱道的交叉路口徘徊，既向往解脱道，却无法摆

脱人天业；乃是在人天业中，慕求解脱之道。他们当然还是幸运的，也是可敬的，最低限度，他们必将

走上解脱之道，乃至走上真菩萨道的。 
 
 
《五》居士应具的条件 
 
        上面是讲理想的居士。理想的居士，是从一般的居士中产生的，也是要从一般居士的立足

点上做起的。那么，一般的居士，应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 
 
        在《杂阿含经》三三．九二七等的规定，在家居士，应该具足五个条件，称为五法具足，

那就是： 
          第一、信具足 
 
                   信心第一要紧，如不建立深切的信心，一切的问题，都是不必谈的。对佛教，

首先要有正确的信仰，信仰的中心，是佛法，佛法能使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要信仰。佛法是由佛说的。

佛法是由僧众结集（编辑）、传流、住持、弘扬的，所以也要信仰。合起来，便是信仰「佛、法、僧」，

称之为三宝。信仰的入门，便是归依三宝，归依三宝，是将整个的身心，无条件地□没在三宝的光辉与

恩德之中，归依三宝之后，便能从三宝的启导之下，得到人生大道的指归──正见、正思惟、正语、正

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 
 
          第二、戒具足 
 
                   主要是指五戒──不杀生（不杀动物，而非即是吃素）、不偷盗、不邪淫（不

与夫妇之外的异性交接）、不妄语、不饮酒。五戒本是三归弟子的必修德目，归依三宝与受持五戒，本

不该看作两个阶段的两层意义，如果归依了三宝而不受持五戒。好比只向学校登记注册，而不真去上课

求学，那只是种善根而得不到现实的利益。五戒十善是人天道中的人天业，如果不能受持五戒，那就连

人天道中的人天果位都保不住，岂能解脱生死？ 
 
                  如果向往出家生活，而又为现实环境之所不许，那也不妨于五戒之外，可以

另于每月阴历的六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后两日），受持以一日一夜为期限的八

关戒斋，所谓关戒斋，是指： 
 

• 不杀生 
• 不偷盗 
• 不淫（一日一夜不可与异性交接） 
• 不妄语 
• 不饮酒 
• 不著香花□，不香油涂身；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观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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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坐卧高广大床 
• 不非时食（俗称持午，过日中之后，只许饮水佛教，不得进食──这一条戒的详细内容，请参阅

拙著《制度与生活》一书中的〈佛教的饮食规制〉） 
 
                  有关八关戒斋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拙著《戒律学纲要》第四篇〈了生脱死的

门径〉。 
         
                    如果修菩萨道的居士，另外可以加受菩萨戒，这虽不是《阿含经》中的规定，

但在大乘佛教的居士，确有受持菩萨戒的必要，因为受戒一事，相似于宣誓，且比宣誓的意义更庄严，

比宣誓的效用更宏大；戒的力量乃是抗恶性极强的防腐剂。菩萨戒的主要内容，请参阅《戒律学纲要 》
第七篇〈三世诸佛的摇篮」。 
 
          第三、施具足 
 
                  施的内容，是以尊敬心供施父母、师长、三宝；以悲悯心布施孤苦贫病；以

公益施舍，促成社会大众的福利。 
 
          第四、闻具足 
         
                    持戒、布施，是重于福德的培养与经营，若要求得佛法的正知正见，并期如

理奉行佛法的话，那就必须从闻法入手。看经，也是闻法之一，但是，经义博大精深，亲近善知识，

「往诣塔寺，专心听法」的点化讲授，仍是必须。这是居士进寺院的最大目的。 
 
          第五、慧具足 
 
                  这是对于真谛的体会或领悟，这是从闻法的精进实践而得的一种实证经验。

佛陀时代，每对俗人说一次法，便有很多人，由闻法而见谛，证得初果，那就是慧具足的典型。 
 
 
《六》居士的家庭生活 
 
        一个居士，虽然归依了三宝，但他仍是在家的俗人，既是俗人，就该著俗人的生活轨范去

生活，而且要比没有信佛的俗人生活得更积极、更和谐、更美满、更有朝气、更有活力。唯有如此，才

能使得自己愉快，使得他人敬仰，并使他人乐意来接受自己的影响。 
 
        俗人生活的第一要务，便是建设和乐的家庭。对父母要尽孝，对子女要慈爱，敬与养，教

与育，做到自己最大的可能，才算尽了父母与子女的责任。夫妇，是家庭的重心，彼此之间，一定要坚

守贞操，要敬爱对方，要体贴对方，夫妇间的感情融洽了，纵然是菜根布衣的生活，仍是一个可爱的家

庭。 
        家庭和乐，主要是建立在夫妇之间的感情上；家庭的幸福，主要是赖于经济收支的平衡。

居士，应当从事各种正当的职业，来谋求生活的所需，除了屠业（包括渔业及荤菜馆等）、盗业（包括

赌业及走私等）、淫业（包括酒家、舞场、妓院等），其他的或农、或工、或经商、或公教，都是可以

选择的。有了收入，必须量入为出，在《善生经》中，佛为居士的收入，分作四分来处理：一分为饮食

（家计的生活），一分为田业（营业的资本），一分为贮藏（家中的储蓄），一分为给予耕作商人而生

利息（放款的利润）。以这样的经济计画，来计画家庭的经济，实在是最安全也是最科学的分配。 
 
        但是，经济的作用是在促成生活的幸福，是在达成道德的目的。所以，佛陀责斥收入超过

支出的守财奴，把他们喻为饿死狗；更责斥支出超出收入的人，把他们喻为没有种子的优昙钵果。 
 
        先把家庭经济的基础巩固了以后，除了家庭正常生活的所需，如果仍有余力的话，就该用

于家庭以外的福德──供养三宝及公益慈善等的事业中去了。所以《杂阿含经》中也说，居士的财产，

应该分作三种用途：一是供养父母；一是养育妻子儿女乃至周济亲属、朋友、仆从等；一是供养沙门、

婆罗门（三宝即在其中）。 
        一个居士，应该时常亲近三宝，但如不顾家庭的事务，放弃了对于父母子女及夫妇的责任，

专来亲近三宝，那不是佛所希望的事，除非已经尽了对于家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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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居士，应该无条件地供养三宝，但如克扣了父母的所需，减少了子女的营养，节省了丈

夫或妻子的生活费，降低了仆人的工资等等，拿来供养三宝，那也不是佛所希望的事，除非得到了对方

的心许，或者是出自各人的自动。 
 
        因为，一个居士，不能由于信佛而破坏了家庭的和乐，应该由于信了佛的缘故，而使家庭

更加和乐起来。否则的话，你的家人，因为不满你的不顾家庭而只顾三宝，他们不但对你起反感，也连

带著对佛教起反感。这样一来，你本为了恭敬三宝，却使你的亲人变成了三宝的反对者，这是非常不幸

的事。我在前面说过，居士是理想的菩萨道的实行者，菩萨是以救度众生为要务。如今，你把自己的亲

人，拒之于三宝的千里以外，还谈什么救度众生呢？ 
 
 
《七》居士的社会生活 
 
        有人说，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凡是人的生活，便不能脱离社会。所谓社会的定义，

应该是「有组织的团体」，所以，我们最大的社会，可以包括全体人类，最小的社会，可以小到仅仅是

二人以上的结合。 
 
        因此，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家庭的扩大。家庭，可以少到仅仅是夫妇两人的结合，

社会可以大到全人类的组织，乃至在未来的太空世纪，可将星际的人类也概括在内。所以，社会的含义

是不受空间及时间所限制的。 
 
        从佛教的立场说，一个在家的居士，他所活动的范围，可比一个出家的僧侣深广得多，他

所隶属的社会，也比出家的僧侣，繁复得多。所以，就居士而谈社会生活，乃是必须的。一个居士，在

家庭中，有著很多的身分：对父母而言，是儿女；对儿女而言，是父母；对弟妹而言，是兄姊；对兄姊

而言，是弟妹；对配偶而言，是夫妻；对父母的父母，对儿女的儿女，乃至对亲属的亲属等等，皆会成

为各各不同的身分。由一个家庭扩大而成为一个家族，再扩大至家族以外的社会：对老师而言，是弟子；

对弟子而言，是老师；对长官而言，是属下；对属下而言，是长官；对政府而言，是人民；对团体而言，

是团员、党员、社员、会员；尚有朋友的朋友，关系人的关系人等等，都是形成社会形态的因素。一个

居士，就是生活在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理想的菩萨道的实行者，便很乐意生活在如此繁复的

社会关系之中。因为，有了关系，才有接触的机会，有了接触的机会，才能引导他们归向解脱之道的唯

一处所──佛法僧三宝。 
 
        但是，要度众生，单凭一股宗教狂热的情绪是不中用的，宗教的狂热，固然能使人们生出

赴汤蹈火的勇气，去宣传、去辩论、去冲锋、去陷阵、去战斗、去牺牲，但那决计不能持久，也决计不

能产生深远的良好影响，如果有的话，便像是学取了基督教的狂热精神，促成了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 
 
        佛教，是以服务社会为菩萨道的表徵。佛在往昔的无数生中，以种种身分、种种形态、种

种方式，深入种种的族类群中，每每能居王的地位。所谓王，就是领袖，那些领袖的地位，不是仗武力

打得来的，全是以服务大众的道德价值所感召而致的，因为，唯有真正能为大众谋幸福的人，才是最够

资格做大众领袖的人，才是最能赢得众望所归并心悦诚服的人。否则，那不是王，而是贼、而是盗、而

是匪、而是枭！ 
 
        因此，一个理想的居士，虽然不必在任何场合都要以领袖的姿态出现，至少，他该是受到

任何场合所欢迎的人，乃至是能受到任何场合所尊敬的人。可惜不幸的很，就我所知，有些居士，当他

们信佛学佛之后，竟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疏远了、冷淡了、隔阂了，甚至被人视为孤独、冷漠、不近情理

的怪物了。当然，这是由于他们的慕道心切，他们一心向往解脱之道的出世生活，所以跟他们的社会关

系，渐渐地脱节了，接不上了。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居士应有的态度，修道的居士，也是

不该如此的。纵然是出了家的人，对于名利物欲，固然要冷，对于社会公益，仍当要热。事实上，在佛

教史上凡是有大成就证大果位的人，对于社会的大众，无一不是热烘烘的。这种热，就是悲心──菩提

心的流露。信佛学佛，是为发菩提心，信佛学佛之后的居士，反而放下了菩提心，岂不成了背道而驰？

最低限度，一个居士，不该是惹人讨厌的对象。要不然，那就是他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乃至是亏辱了

职守！既然不尽职守，仍然享受职守上的待遇或权利便是一种债务，便是一种罪行，便是一种因果！那

绝不是一个居士的本色。有生活的义务，即使出了家的人，也不能例外。一个佛教徒的本色，应该是多

尽义务，少享权利，才能获得他人的应该是爱戴。 
 



7 
 

        因此，佛为统摄一切团体（社会）的要求，说了四种德目，称为四摄法。摄是统摄和摄受，

也就是领导或化导的意思。所谓四摄法，就是领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四种处世方法，切实地做好了四摄

法的工作，便能感化群众，也能领导群众了。 
 
        四摄法的名称，就是： 
 
        第一、布施 
 
          布施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佛教凡是涉及社会人群的德目，无不注重布施，凡是有关

居士的德目，无不鼓励布施，所以在《优婆塞戒经》中，虽列六度，但却特别著重布施一度的反覆阐扬。

因为唯有布施，才能使得社会的贫富，得到适当的调节，也唯有布施，最能表达佛教的慈悲精神。一般

人，误会了布施的原义，以为施主的名称，是居士对于寺庙所专用的。事实上，为三宝出钱，最好称为

恭敬供养，为贫病孤苦的赈济，才是名副其实的布施。居士以财物布施，可以称为施主，僧尼以佛法布

施，何尝又不是施主？说也难怪，末世的僧尼，多数只知劝请居士们给寺院出钱，而积极举办佛教公益

事业的鼓励，却又很少做到，这是今后中国佛教的一大课题！ 
 
          当然，布施是一种福业。佛将福业的对象分为八类，称为八福田，那就是：佛、圣人

（是大小乘未登佛位的圣者，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和尚（亲教师──是指出家人受戒时的

主持人，居士没有和尚）、阿□梨（轨范师──是教读师、依止师、戒师、归依师等）、僧宝、父、母、

病人。在这八种福田之中，居士在家应当首重父母，其次是佛、是圣人等，不供养父母而来供养三宝，

那不是佛所希望的事。但是《梵网经》中又说：「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

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这就是鼓励大家多做慈济事业。供养三宝当然要紧，救济贫病于死生的

边缘者，尤其要紧。平时，除了父母，当以供养三宝为第一；遇到特殊情况，若有余力，当以济困扶厄 
为第一。这是居士们必须明白的事。 
 
        第二、爱语 
 
          所谓爱语，不是谈恋爱，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用和悦的态度，来与他人共同谈论，

这是由于悲心的自然流露。因为，菩萨看众生，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的知亲骨肉，没有一个不是大善知识，

没有一个不是未来的佛。所以，只有敬之爱之而唯恐不及。这里佛教所说的爱语，不仅是谈话的技巧而

已，而是一种真诚恳切、和蔼融洽、感人肺腑的谈话。这，就是得到了佛化实益之后的一种受用，一种

智慧，一种修养。比如，对于苦难者的慰问，对于失败者的鼓励，对于成功者的赞美，对于顽劣者的劝

勉（必要时也可以用呵斥来达成劝勉的目的）等等。一种和悦而恳切的谈话，总是受人欢迎的，这种谈

话，便能促成社会的和乐、进步、安宁。我们知道，最善于调解纠纷的人，也必是最适宜做领袖的人， 
至少也是最能受人欢迎的人。万一遇到不可理喻的人，那也只好由著他去，不必勉强。 
 
        第三、利行 
 
            所谓利行，是指对团体公益的谋求和促进，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为社会服务。现代

民选的官员，竞选时也都是说为了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乡里等等。实际上也的确应该如此，我们

在任何一个团体，均可体验得到，凡是最能为团体利益著想，并且最能帮助大家解决困难的人，必然也

是众望所归的人，一个伟大的领袖，必然有他对于社会所付出的贡献──服务。 
 
        第四、同事 
 
          所谓同事，是将自己融入于他所处的社会，将自己变为社会所公有的人，随著社会的

需要而改变自己，而变成社会所需要的一个人。释迦世尊在菩萨阶段的随类应化，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

应身，都是同事的最佳典型。但是，将自己融入社会，并不等于随著社会的感染而消失了自己。融入社

会的目的，是为领导社会，感化社会。所以日本的道元禅师把同事的定义这样解释：「初使自己同于他，

后则使他同于自己。」（《正法眼藏》四摄法卷） 
 
          总之，四摄法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德目，小至一家，大至全人类，能有多大程度

的实践，必有多大程度的效果。一个居士，应当随分随力地去做，才不致被教外的人误以为佛教徒是消

极的逃世者，才能进一步地化导社会而净化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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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士的宗教生活 
 
        从原始圣典阿含部及律部中看，居士的宗教生活，也就是三归、五戒、八正道、五法具足、

四摄法等的生活，居士与一般俗人生活的不同处，也是从这些德目的实行之中表露出来，这些德目，上

面已讲过了。 
 
        所未讲的，是修持解脱道的问题。解脱道不离戒、定、慧，这可参阅我的另一篇拙作《怎

样修持解脱道》，便可获得一个概要。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在一个居士的日常生活之中，必须每日抽出最低限度的时间，来将身心全部交给自

己的信仰，如能定时定数，那是最好，至少每天不得少过两次。这就是用来修持：配合自己的生活环境，

拜佛、静坐、诵经、念佛（如环境嘈杂，观想默念即可）、忏悔（包括毫不容情地反省，至诚恳切地悔 
过，以及对于三宝恩德的感仰），选定一两种，作为日常的恒课，但于忏悔一项，不能缺少，唯有在不

断地忏悔之中，才能不断地改往修来，才能不断地迈向成佛之道；唯有天天都是生活在「觉今是而昨非」

的新境界中，才是最能变换气质的人，才是最有新希望最有新发现的人。古人的宗教经验，往往也是从

忏悔之中得来的。忏悔不一定要仪式，跪著，坐著，站著，均无不可。不过，凡在功课之时，必须放下

万缘，一心归命，纵然少到每次仅仅数分钟，行持久了，日子长了，必有效验可观，至少，对于人生的

境界，必将开朗豁达。这也就是解脱道的实践工夫。 
 
        如果时机因缘许可，应当设法多参加寺院中比较长期的法会，全力精进，但也不能仅靠参

加法会，否则便成一曝十寒，得不上力。 
 
        居士，如果希望吃素，那是很好的，但你一定先要求得家人一致而充分的谅解；如果希望

在每月的六斋日，受持八关戒斋，那你至少要预先徵得你丈夫或妻子的同意。否则，因了学佛，而使家

庭失去和乐，那是不应当的。 
 
        总之，一个居士，应当是一位菩萨道的实行者，首先要变换自己的气质 ，再来佛化家庭，

然后佛化社会。居士当拥护三宝，切不可毁谤三宝。 
 
 附记：本篇及上一篇「怎样修持解脱道」，系应佛教文化处的要求而写，曾于民国五十三年及民国五

十四年单行印刷两版。列为「佛教小丛书」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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