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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田居士   

  

著作： 正信的佛教与邪恶之争  

  
  前言  
 
今天我应马来西亚佛教总会蒲种分会主席洪祖丰居士及千百家佛教居士林林长傅子土居士之邀请

千里迢迢由东马到西马之吉隆坡八打灵，和大家谈谈佛教的禅， 健身的气功和邪教的法轮功的事

迹。  

我先声明今天所要讲的内容纯粹是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说禅与气功的不同点以及法轮功由气功的学

习演变成为邪教的过程。把我数年来所看所闻所接触事事项项老老实实向大家提出报，并不说一

句谎言。 

在 今晚会场上也许有人为了好奇而想学或已开始学法轮功的人，听完讲解会后，再行三思，因为

法轮功并非单纯的气功学习，它带有其不可告人之内情，而且目前市面 上正统的气功组织很多，

任您们选而学之。 我不反对学习气功，但对气功的学习和佛教的禅之修行认为是两种绝对不同意

识形态，气功的学习是以健身运动为主观，而佛教的禅静是宗教修行过程的一种方法， 虽然“禅”
是中国佛教行者修行方式的一种，自古以来它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却起著积极作用，所以说“禅宗”
是佛教在中国流传后所产生新方式的修行作用，它带有 超意识和妙不可思议微妙的意境，“禅”对
禅宗修行者来说，它是无法以语言文字来形容和了解，仅能通过下意识去体会它的妙境，所以自

古以来中国佛教强调以文 字语言的认识，是无法代表“禅”，中国佛教禅宗有一句口头禅“不立文

字，教外别传”是以“心传心”的禅法，是中国佛教的禅法要旨。 

中 国的禅是继承印度原始佛教的“密”，所谓密而不宣，当年佛陀在灵山会上说法手拈一朵金色的

波罗密花示众，众佛徒不解其意，都默默不敢作声，唯有他的大弟子 摩诃迦叶“妙悟于心”而微笑

示意，世尊对迦叶的神会领悟十分高兴，当众宣说：“我有正眼法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

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 诃迦叶”。这便是密意的传承，也是佛陀时期的“禅”意境，

这种密意禅境的修行法，传到中国后再发展成为中国禅宗，禅宗便在中国流传，影响了以后中华

文化的 内涵深远。 

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禅师说：禅理与文字无关，他比喻说，禅理像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像人

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在那里，但手指却不是明月。禅就是如此“玄妙”。 

  引言 
 
禅宗提倡禅修，这是禅宗修行重要的步骤，禅原属梵文“Dhyana”，中文译为“禅那”，意译为“静
虑”，指一心安住，静心思虑。印度佛教由世尊开始已有 禅修的修行法，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禅静思虑而悟道，这便是禅那成就的修行过程。 

印 度佛教没有禅宗，禅宗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经过本地化的历程而形成的中国佛教的一

宗派。禅定是修禅之目的，禅定的“定”梵文“Samadhi 三摩地 ”，确实上“禅”和“定”是禅宗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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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重要方法，中国佛教把禅定静虑释为“止”，止就是正定，正定也就是修禅入定的境界。八正

道和六婆罗密均强调禅 定。禅学在印度和中国的佛教都非常重视禅定的修习。净土宗的念佛法

门的“一心不乱”也是“三摩地”的作用。修禅定也必须修空证见，因为“空性无我”是“缘 起性空”所
依，了解性空和缘起的道理是对治烦恼和贪、嗔、痴，断了贪、嗔、痴三毒才能升起慈悲心，慈

悲的启发是带动般若智慧的动力，般若升起后就会断尽烦 恼，空性般若的启发是修不净观对治

贪、嗔、痴的最佳方法，所以说修禅定是悟空证见，才是解脱之法，也是走向菩提之道，才是修

习禅定的最终目的。 一般人很容易误解佛教的修习禅定为修练气功，而且认为是佛教的气功，

确实上是大大的错误，佛教的修习禅定前奏调身和调气以吐纳气来调息和稳定心态，或以数 息
法来清静心习作为习禅的基本条件，这种修习和气功的观想体内的气流川流不息的妄念是两种极

端不同的修习方法，所以禅非气功，佛教的修行根本不练气功，佛 教的禅静和修练气功的动态

是绝对不同，禅是静的，气功是动的，静和动是相对的，是格格不入的。佛教没有气功的修行

法，所以没有佛教气功这名词在佛教历史中 的记录。 佛教的经典和专用名词常被一些别有用心

的人或地方信仰组织或邪教的引用，如道藏经经内的经文大部份是佛教经文的引述，一贯道和白

莲教，也以佛教作为挡面牌 掩饰其恶行。最近更有盛行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高举佛旗反佛教，

做为佛弟子，以护持正法，应站出来维护佛教的庄严和佛教的正常发展为己任。  

  气功非修禅 
 
气功这名词源自中国古代医学界，古代的中医以运气打通穴道做为医疗作用而发明气功，之后

武术家也以气功做为运气产生内劲(也称为内功)的作用。据说气功是 中国古代武术家必练之功

法，修练内劲以达致武功功法的发挥，尤其中国武术界一向笃信内劲的作用就是气功的发挥，

利用气功来打通人体内的各部位穴道，当穴道 脉络的打通，是可使武术功力到达炉火纯青之境

界，所以武术大师之成就，就是气功的修练达到最高的境界的结果。 
 
中国医学界(中医)一向注重人体内的脉络，穴道的部位，认为如脉络穴道不通畅，就是百病丛生

之始，为解决脉络之不顺畅，穴道之阻塞，所以必须通过内修练气 功来通畅气流，甚至以针灸

或推拿的方法协助医疗，通过各种方式突破脉络的顺畅，穴道之阻塞障碍之关。这是中医师以

气功之方法配合治病，以使身体之气正常运 作，祛除病痛。对西医来说，气功治病是不可思议

的事，穴道对他们来说也很生疏，然而针灸一术，因为中国医学界经过科学研究，临床实验，

已证明对某一病症有 其医疗效果，尤其针灸对麻醉的功能确实存在，因而有部份西方医学家默

认它的功能。 廿世纪中期自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后，生活稳定

丰衣足食，一般老百姓注重个人健康，除了努力跑步、慢步、体操、练武、跳舞、晨 运等之身

心运动，缎练身体。廿世纪末期中国部份的医学界人士认为，气功之锻练可达致身心之健康，

因为通过气功的修习可使血脉循环、体内部气流舒畅，是最佳 的健康身体之方法，气功师强调

“气通百病除”。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深通过成立人体科学研究院研究气功，从学术上论证气功在

医疗上的效应，因而促成了气功在 中国民间盛行，因为气功被广泛的推动，同时被一些聪明人

的利用，提高个人形象，创造个人崇拜，制造个人财富，因而更加深入神话气功的功能，甚至

以非常肤浅 的宗教的理论作为神话气功的住脚，这便是邪教兴起的前奏曲最近中国民间热心于

气功者，从气功的锻练有益于身心外，还发现气功之修练可启发人们的智力，可通 过气功之指

导，培养特异功能，就是说气功可启发人类潜在意识中之智慧，潜在意识如得以启发，这便是

所谓特异功能，这种论证是否可靠，学术界没有一致的说 法，不过气功的学习因而产生了许许

多多的门派，气功的发展一些有心人更从气功方面大作文章， 神化更加难免， 甚至结合宗教的

理论使气功更加神秘，甚至把气功形容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灵，它还被神化能体现宇宙一切功

能现象，这便是近时代气功被刻意形容而朝向神秘性的 方向发展。 

从 以上所说，我们可发现气功之产生是由医学、武术、健身之发展到启发智慧而创造特异功能

的天才。从佛法方面说，这是世间法的作用，与佛教所强调之出世间法之 了生脱死的究竟涅盘

的境界是对立的。 居士林曾从北京礼聘了高志祥副教授来到古晋为民众讲解气功的功能和提倡

气功的学习。高志祥教授主要讲学的内容是：(一)中华神童功；(二)青少年益智明目 功。他认

为，气是人生之根蒂，人健康生活和从事各种运动，均靠气的存在，靠气的正常运行。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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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气功修练中的调身、调心、调息是修练的核心，他时而引用 佛家和道家的禅和练丹来解释

气功，我却认为不当。这也许是当今中国各气功师一般性的错误观念。以我了解他所说的调

身、调心和调息是应用在气功的学习的方法 上。做为练习气功的前奏曲，也是热身练气功的准

备。而佛家的调身和调息是修禅基本调济修练心识的方法过程，即所谓调心法，以适应心的变

化和作用，来达到宗 教上所追求的清净本性，究竟涅盘之意境，这是佛家所强调的出世间法的

宗教意识，和气功所学习和运作，以想像、妄念和假设做为修练气功的方法是回异的，两者 确
实有所不同点，也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修禅这名词是源自原始佛教，古时代佛教由印度传人中

国，并在中国国土发扬光大，佛法因而盛行于中国民间，佛教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带动了

佛学的学习，佛 学深奥以及佛学所涵盖的范围深与广，内容包含的浩瀚，中国的佛教学者便把

广阔无垠的佛学，分门别类以利学习，自然而造成了中国佛教分宗立派，目的是要使修 行者易

以修习。大体上说，中国佛教为学佛的方便因而把佛教分为十宗派，禅宗便是佛教中之一学

派，然而禅宗是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应心，寂静涅盘的深 奥的哲学来探讨人生，这种

出世间法的哲理并非语言、文字能尽其表达，只有从内心的体会，才可了解其中之奥妙世界，

这是纯宗教作用的领域。 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说，禅宗的修习是以禅定为依归，然定学是三学中

之中道，所谓三学即，戒、定、慧，三学是佛法一切修持的总纲，而定学更是在三学中的重要 
性，而修定必须通过佛法上修习，这是唯一的通道。日本著名禅学家，铃木大拙的说法，他认

为修习禅定可得十大利益：  
 
(一)若人能如法修持禅定，其身心就会逐渐的变成喜欢习禅。  
(二)一种慈爱和友恕的情绪，会自然地在他心中时常生起，他会视一切众生如手足兄妹。 
(三)贪欲、嗔恚、痴迷各烦恼皆会逐渐地减轻。 
(四)禅定功能获持诸识使其不为邪恶所趁。 
(五)因此心变得清净，气质亦因而变得极其宁静、安祥，行者无腹为贪忧和嗔妒等烦恼所困忧。  
(六)行者的兴趣和响往皆集中在宗教和精神的园地中，因此对世间之诱惑和执著，皆得解脱，一

切自我主义之思想和言行亦逐渐消失。 
(七)虽知世间之一切荣誉皆是幻妄无实，但不堕於顽空和虚无。 
(八)虽然此身仍在生死网缠之中，但对解脱之道却历历分明，无少疑惑。 
(九)由於通达了佛法之究竟义， 行者之心常游於甚深之佛慧境界。 
(十)因为此心已无复为一切世间之诱惑所系缚，行者的胸襟得大自在。 

修 学禅定是出世间法的作用，是了生脱死，求本性解脱的法门，并非世间法所追求世间暂时的

安乐可比拟。从以上所说之情况而言，不难分解修禅和气功之不同处。近 廿多年来，我常在中

国大陆走遍东南西北，其间对气功这门学问，因耳闻目染，略有所悉，我对气功略有认识，然

而认识气功大师也不少，从中也了解不少气功的修 习方法以及其功能和作用，我意识到其中大

部份夸大其词，尤其是把气功和禅联想在一起，以为气功是佛教的一部份，这是荒谬无肆的说

法，不足为信。但有部份气 功推动者却实事求是，以练功为健身康乐其心来达到延年益寿为目

的，我认为这才是学习气功的本意，也是气功能风行而被群众所推崇的原因。 禅定的学习是佛

教对修行中的一法门，其目的是以世间法做为出世间的工作准备，这是宗教修持的实践，是了

生脱死，求一乘法的不二法门。对中国佛教来说，禅宗 的盛行使佛教在中国民间普及有其不可

磨灭之功绩。 我一向认为气功是气功，禅定归禅定，静坐归静坐，这是彻底分离而无相似之

处，尤其是修练之方法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我力劝许多我认识的气功大师别把气功 和宗教

结合，因为气功和宗教是极其不同事件，甚至气功和禅亦是两种不同修练法，一是以气调身，

通过观想气流在体内的运转使一股气流流通无碍。所谓活气养身 之术，这便叫为气功。二为禅

定是经过佛家特殊训练过程的禅修而使下意识般若智慧启发，达到凝心入定，住心看净的究竟

法，这是宗教方面的作用。   

  气功和邪道 

气功是中国古代医学界对病人治疗医病的方法之一，中医一向注重以气功对治脉络、穴道的医

疗方面，认为脉络的平和，穴道之疏畅是健康的状况，这便是中国最原始的气功开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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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功顾名知意是用气的功力在体内的应作以气运行使血液循环运转，体内气流通畅无阻，使百

病消除，身心健康，心悦气爽，这便是中国古代所强调以气功补足医疗的 作用，气功的作用真

的如此功效吗？数千年来谁都说不清楚，只有信者才信之，无奈者用之。气功应如何练习呢？

一般上练习气功应先以气的运转达之，气之运转是 以观念的应作，观想体内之气流随著思想的

转运而变。化，甚至在体内似乎有一股气流运行而畅通无阻，这便是气功的作用了。反过来

说，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去观想 或停止运作，气的轮转现象也因而停顿，所以说气功是以想像的

操作来启发气功的作用。这种情况在佛学上来说是虚无和幻想的境界，是不足为信的事，因而

医学界 在中古时代已放弃以气功作为医．疗为方法。 

当 医学界弃气功的疗法而取实际医疗方法时，气功这门方术沉静一段长时期，以后道教模仿气

功的方法，提倡以气的运转作，为修炼内丹功的方术要方，即所谓“练丹 ”，内丹练功是以欲念

和观想体内之气下至丹田时而由丹田发起的劲力能产生极大的威力冲击人体内之神经系统，认

为这种激荡式方法可使人的性质提高而有所提升 人性，可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宗教家的

印证后，无法使人性净化，因为它的作用还是狂妄执著非自然性的作用，所以在中国民间无法

流行又被淘汰掉。 

正 当气功沉寂一段长时间后，然而武术界却把医学、道教所遗弃的方术，再加以利用，应用气

功在武术上的作用，认为气下丹田后再发动的劲力可产生极大的威力，这 便称为内功，内功可

发挥无限的力量，对伤害对象是可取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尽其能量，研究以气发力的方法，同

时藉内力气功打通穴道以发挥人类本能内劲的功 能，这种能力就是力量的达致。武术界为增添

武功的能力，所以训练以气的功能发挥力量，这便是后期气功又被武术家应用，气功因而被武

术家当为至宝，中国近代 史上对武术界引述配合练气功和武术为一体。气功就是力量和耐力的

来源，再配合千变万化的武术技能，产生出神人化的招式，就会使武功登峰造极。所谓会打拳

也 要有技巧加上内功和气力才可达到武术的最高境界。 

近 代正当廿世纪末期，气功这名词又重新在中国民间搞到风起火热乃至使到海外也为它而疯

狂，气功因而盛行流传，并被神化而迷信它的功能。不过尚有一些人以练气 功做为保健功用，

做为健康身心的业馀消遣的用途，所谓“气通百病除，达致身心愉快”，近代气功修练方法多种，

其中最简易者是以鼻吸气入下丹田由丹田运转肛 门经督脉上背脊穴至大脑通百会再往下由口呼

而出，这叫吐纳功也是行气，如此不停运作使气长运转周身，如此永恒重覆使气通至各脉络通

穴道使之顺畅无阻。有者 两手掌心向上，欲念幻想吸取天地正气而贯彻在头顶而人体内通全

身，据说这种练功可使身心康健，神愉气爽，尤其老年人为了健康早晚勤劳练这种功法，不但

简易 而且可当为无事时的消磨时间的方法，这种修练的功能，信不信由你。可是这样简易方法

之后又被聪明人利用以神秘的解释，结合宇宙的神秘理念，加上似是而非的 理论以邪教的邪说

解说来迷惑人们，以诳愚俗达到敛财诱惑群众的手段，以气功制造神话，以气功的神秘配合宗

教的理论(确实上所应用的是非常肤浅的宗教理论) 创造出古里古怪的语词，这种语词越荒唐越有

作用，越神秘越可疑蛊人们。 

一 般而言，迷信一向盛行于文化低落的地区，或是不文明的社会里，迷信这名词一般是用在信

仰上的盲从而言，可是近世纪以来，迷信这用词也应用在政治上的盲从， 思想主义上的跟风，

以及个人崇拜，往往因为自己的执著对某事件不够理解，根据表面的情况去跟风，这是非常危

险的作风，这也是迷信的一种，总的来解释，迷信 这字眼是不了解而信，盲从，沉迷，都是迷

信的一种，无论是宗教，文化或思想，政治的主张，甚至是个人崇拜也可构成迷信之嫌。 

社 会上有许多自认为文化之人，因为对宗教信仰的无知，把宗教信仰者誉为是迷信的行为，甚

至把佛教的礼仪祭祀诵经礼佛也被誉为迷信，然而对西洋宗教同样具有宗 教祭祀的行为却不肯

以迷信来形容，以为华人必不能比上洋人，洋货总比华货来得高尚，来得高雅，却不知基督

教，甚至伊斯兰教教内也有不少旁门左道之邪说，这 些被正统教派称为邪教一群，不只是迷信

而且残暴，并有领导迷信的教徒集体自杀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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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近代处于清朝末年，危害社会甚深之“太平天国”持上帝之威神害国殃民，义和团，一贯道

和白莲教假借佛教之名，兴起反社会的造反行为，不但损坏到基督教和 佛教之清誉也危害到社

会的安宁，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因而连累到佛教的发展，这便是邪教高举佛教之大旗干著

反佛教的勾当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最近的案 子，例如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大卫

教”教主考雷什、时而有误导信众集体自杀或是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挑战。最近日本的邪教“奥姆真

理教”教主麻 原彰幌，甚至放毒气危害社会。台湾的飞碟组织，宋七力事件危害了多少人，敛财

危害社会，可是纵观受害者并非无知的市民或是目不识丁者，且是具有社会地位， 甚至是政坛

人士，商贾官宦以及受过高深教育者也大有人在，如果说愚夫愚妇之封建旧社会里的迷信行为

却无话可说，而是出于文明社会，而且是高度文化商业社会 里的文化人，实在无法给人们一个

合理的解释，所以迷信这名词在今天文明人类社会里确实很难定立一个诠释。甚麽是迷信已是

现在社会中的一个大迷。  

  法轮功 
 
法轮功事件的产生是出于最近时期突而其来大行其道的邪魔外道的组织，它在短短的数年中风

靡一时，不可一世，实在使专家们也无法解释，它会如此使人民疯狂， 究竟它有甚麽魅力，有

甚麽魔力能使文明古国，具有现代科学盛行的社会，高度文化正蓬勃经济发展国家的中国，使

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使全国上下不知多少人 受害，这种遗毒普及神州大地，无所不入，无

所不在，最后却以狂妄自大，不知量力地向国家法律挑战，而使自己走入死胡同，招来千古不

覆生之地。 

我数年来常到中国大陆经商，时有访问各地的佛教团体，也时常被问起法轮功之事，起初不很

了解，以为是一般的气功学习法，不以为意，尔后参考了一些法轮功的书，我深深地感觉到又

是邪教作祟，危害老百姓的勾当，而且颠倒是非地引用佛教的名词，以象徵佛教的吉神符号的

“ ”字，做为法轮功的至宝，也被形容是法轮功最高境界的功法，这种功法，可透过教主功力

按上信徒的心中，可以让弟子开天目，这样也可成佛入圣，这种邪说和一 贯道的“点道”非常相

似。对佛教不了解的人似乎有无穷的诱惑力，因为不需用功也不必花费精力和时间，只要有能

力对法轮功教主的奉献便可获得被按上法轮的机 缘，但对清醒的人来说真是天方夜谭，也是一

种以玩弄手段，遗害社会，搞迷信蛊惑人们，罪不可恕。尤其是假名佛教，事魔妖党，狂言惑

众，不但敛财更害人不 浅，这是法轮功的正面写照。因为人们对宗教认识不深，而且一般人又

具有投机取巧的侥幸心态，就很容易听信花言巧语，乃至有病不须吃药，练功可愈病，这种盲 
修瞎练的练功，追风捕影，幻想各种境界，结果造成自己如疯子般，自言自语，精神分裂，因

而引起严重精神病患，这便是宗教界所谓之“走火入魔”之处境。此种 精神病患因为一切思维与

众不同，幻境的显现自觉神佛满天，甚至会自认为超人，有超人的能力，以为有神在护持他，

这种语无伦次、自以为是，是走火人魔的症 状，这种人出于修练气功，或信奉邪教的人最为普

遍，因为自己心术不正或带有投机取巧，采取走捷径，穿旁门走左道，幻想以为可成圣成佛，

那知自古而今圣人之 成圣均是以学识和智慧的启发，成为内智外识，真知灼见，发挥其成熟思

想意识教导世人，孔孟老子均以学说立教，古书上并未记载圣贤者以甚麽功法，或传授甚麽 气
功为教授弟子。 

法 轮功之所谓教主李洪志，妖言惑众，以狂愚俗，假借佛教，道教，甚至基督天主之名相和用

词，愚惑群众，利用群众空虚之情操，或肤浅的宗教知识或对自身的健康 的追求，后世胜境的

憧憬，自我慰籍、精神疏解，抱有这种心态之人，又遇上巧言妙语，泯昧良知不择手段之人是

最容易被勾诱上当，等到自己清醒时已是百年身 了，实在可怜。 
李洪志大言不惭，自比佛陀更具威猛，乱解佛经之意，尤其对大乘经的解释更为奇特，根本不

了解佛经的真实内涵，譬如他把佛陀常说“众生皆具佛性”解说为“佛 把人说成为常人”而且他把

“如来”和“佛”分开来使用，并形容如来和佛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他对经律论的解释说的更妙，

他说，“三藏嘛，经律论，除了经以 外，律论都不能相提并论，尤其是那些论，对佛法乱论一

气，把佛法的原义都弄没了，现在和尚用白话解释佛经，根本就解释不了经律论，除了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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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破坏律法 的原义的……”。更有趣的是他说，“释迦牟尼佛讲，末法时期有许多魔转生成

人，出家到庙里乱法，特别是台湾有许多的和尚居士实际上是魔，自称教主，他们自 己也不知

道是魔，他们来之前把一生都安排好了来转世，按照他来破坏的那个东西走入生之路。”从这段

论调是自我暴露其短，李洪志对佛教、佛法根本一窍不通、 一无所知，连经律论的本意根本不

知道是甚麽？他大言自吹，口出狂言，他说“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只是二千五百年前对层次低的

那种常人，也就是刚刚从原始社会 脱胎出来的，思想比较单一的那种人讲的。他讲末期时期，

就是今天，现在的人用那个法已经修炼不了了。”接著他又说，“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上传

功，目前有 我一个人(李洪志)在做。”这种的梦呓般的话语竟然风靡和使许多人疯狂、颠倒，这

像是甚麽世界。他还口出狂言说，“目前全世界只有我(李洪志)一个人在公 开传正法，我做了一

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麽一个法门。其实是千年不遇的，万年不遇

的，但能不能度也就是能不能修还靠自己，我讲的 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这是狂言自大之

人的语言大家均可认识到只有神精有大问题的人才可能说的话。法轮大法大吹大擂，他的口水

滴地入土三尺，他说“法轮 大法是他把宇宙的佛法万古以来第一次留给了人，等于给人留下了

一部上天堂的阶梯，你们怎麽能用过去佛教中的东西来衡量宇宙大法呢?”你们看看李洪志是常

人 还是无可救药行邪道之人。上面的话仅是对佛教所说的狂言，还有论及道教和基督教方面更

荒唐的高论我不想去论他，因为要论也许三天三夜也无法结束，既然是废 话多说也无益，我仅

提出最容易给人了解部份来评论。 

李 洪志对法轮图形的解释，他说“有人说了，我们是佛家的，为甚麽还有太极呢？这个太极不

是道家的吗？因为我们的功炼很大，等于炼的是整个宇宙。那麽大家想一 想，这个宇宙中有两

大家，佛、道两大冢，排除哪一家都构不成完整的宇宙，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宇宙，所以我们这

里有道家的东西。有人讲了，那也不只是道家呀， 还有甚麽基督教，儒教，其它的教等等。 

我告诉大家，儒教修练到了极高层次上，它是归为道家的，而西方有许多宗教修练到高层次上

之后，它是归为佛家的。它是属于佛家的一个体系的，就这麽两大体系。” 

李的语言已达到所谓，语无伦次的地步，做为佛弟子，我比较执著于佛法的部份，为了护教必

须正面提出，以正视听，也给佛教界一个启示，提防邪见之人的语言和行为而危害到佛教。 

中 国政府大力整肃法轮功，是中国佛教界一致的愿望，一般不知法轮功底细的人，持有反对意

见，以为它是一般性的民间组织或是气功修练团体，误以为中国政府对宗 教或民间团体扼制，

所以大力抨击中国执行法律的行为。确实上中国法治单位是维护大众利益、社会秩序，理应获

得全世界人民支持，因为邪教的行为可比恶于“恐 怖份子而有过而无不及，邪教的危害不是一

小撮人，而是使社会秩序大乱，父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可是为甚麽国际间

有这麽多国家及人士对中国 政府所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抨击呢? 尤其是美国不理会事实，以维

护恐怖份子的姿态攻击中国的法律程序，实在可恶的行为。我们避开政治不谈，只是以维护佛

教良好的形象为出发点提出看法，尤其关 怀佛教在中国发展前景，应有完善的策略性和长期计

划性，应以文明的方式，以文化性的特质在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推行正确的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佛教在中国之重新 发展和复兴是指日可待。 

确 实上，法轮功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当时，我发觉许多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尤其是佛教领导人，

对法轮功高举佛教的旗帜，反佛教的传统文化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欲图，凡 是有正见的佛教徒则

非常担心，忧心忡忡，大抱不平，虽然积极投诉，可是有关当局也以为这是气功的练习，甚至

认为是宗教信仰的活动，无法干预，佛教界感到无 奈之际，也是事态发展到严重地步时，才开

始关注和深入研究，才发现法轮功并非宗教也非气功，它的运作并非为了健身而是含有邪教误

导群众恶劣行为，并有敛财 愚弄大众之趋势。当真正执行法律行动时，可是为时已晚，事态已

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受害者及受影响者是一大批无知的社会大众。 

根 据李洪志的自述，他四岁接受佛家独传大法第十代传人全觉法师亲自传功，修练真善忍最高



7 

 

特性，八岁即悟上乘大法，具大神通，十二岁接受道家师父八级真人传 功，练拳脚、刀枪剑、

内外功同修，廿二岁参加工作，接受长白山的真道子教内外功，廿三岁又从一位佛家女师父学

佛家功理和功法。确实上这是自编自演把戏。所 谓全觉法师、八级真人、真道子到底是何许

人，至今无人可知，明显的是虚构人物。根据佛教界调查所获，李洪志在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

廿七日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 市一个普通家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原系吉林省长春市粮油供应

公司的工作人员，一九九一年停薪留职外出传功。据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记录，李把自己的

生日 改为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三日，即农历四月初八日，强调和释迦佛的生日同期，这是他第一

次意图通过宗教色彩神化自己。 

反 省法轮功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先看看法轮功的兴起，确实上法轮功最初的开始，是廿多年

来中国民间气功功法的延续，法轮功的练法开始时，确确实实就是气功的 学习步骤，并没有甚

麽奇特，由于敢说虚假，敢吹牛皮因而学徒日益增加，为掌握群众的愚昧心里，以及对个人崇

拜的倾向的利用，而且了解到中国现社会对宗教开 放机遇，群众对宗教的教义还在一知半解之

际，他略参考了佛书便引用佛经的经义加头删尾，创造出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通过神化及神

秘的解释经义。例如他对“ 佛”和“如来”的本意也不明了，竟把“如来”和“佛”解释成为修习佛道

的两种层次。事实上，佛教的说法，佛是佛陀的简称，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 译。而如来是

“Buddha”汉文的意译之词，即是说佛和如来是二音一意。 

他还形容“  ”字是一种极大的灵性和功能，强调 字的图形是宇宙的缩影。对佛教而言，

“  ”这是一种吉祥的符号，根据佛经上说，释迦太子成佛后，在其胸部浮现的法相。所以

“  ”字在佛学上也被称为“万德庄严”，因而中国佛教以此符号做为佛教形象的特徵，此特徵也

相似于基督教的十字架一样的特徵，此符号并非如李洪志所说 字是一种练功法，是最高境界

之功法，也许李洪志想学德国的纳粹希特勒所采用之相似佛教的特徵之  国徽，也有可能他对

纳粹的崇拜。总而言之，他为了使法轮功推动而又要排拆和推翻其他气功的功能，他则意图通

过神化法轮功和使法轮功宗教化，神秘解释宗教的 教义，来突出法轮功的殊胜是万古唯一的真

法。他尤其对大乘经文的经义胡乱诠释，这种行为罪恶才重，李洪志有今日的下场是罪有应

得，也给社会上从事气功的人 认识到，别再玩弄佛教，别再把佛教和气功扯在一起，因为两者

是有基本不同性质，而且宗教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达逐私利。 

法 轮功一直以来都强调它揉和了各宗教的精华，包含了宇宙的一切，是宇宙的缩影，李洪志自

诩所创的法轮功，功力胜过佛陀和耶稣，老子是当今宗教信仰之最，他借 用佛教的“法身”理
论，吹嘘自己有无数“法身”，他自诩自己的法身可以出入多层空间，可以保护信徒及监控每个

人的思想言行，亦可消除“业力”，使信徒脱魔 而成仙。确实上，佛教所说的“法身”有很多解

释，总的来说是形容，“佛之真如之法相”佛经上说佛有三身，即“法身”、“应身”、“化身”。起信

论有说“自 性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识知义故。

自性清净心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於恒沙不离不断 不异不思议

佛法。这便是佛教对“法身”字意之解，并非如李洪志所说的法身可保护弟子并可替弟子消除业

力，使弟子成佛成仙，他以为法身是一种致高无上的功法 来形容法身，利用佛教法身的理论和

名相来创造“法轮世界”，来愚昧信徒响往法轮世界，他把法轮世界好比佛说的“阿弥陀经”内的

“西方极乐世界”一样。 
佛教对业力的解释应是由于自己的行为以及日常操行，眼、耳、鼻、色、声、意的感召和聚集

是自作自受的自然反映，所以说自己的命运是出于自己行为善恶的决 定，这便是佛教所形容的

业力，也就是佛教所说“因果论”。可是李洪志说他的法身可为弟子们消除业力。 

他又编制了一套世界末日的理论“地球爆炸论”并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推迟地球的爆炸，所以要

信徒快修练法轮功，将来当地球爆炸后才可升往“法轮世界”。确实上“地球爆炸论”是抄袭台湾

“飞碟论”的版本。这种邪说邪见足以危害社会的安宁，人心惶惶，是可恶的行为。 

当今佛教善知识，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说，“凡事贵在反求诸己”。对于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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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我可以用八个字采概括，“聪明绝顶，胆大包天”。李洪志的法轮 功理论不在于体系上有多

麽博大精深，而在于简捷，有力，敢说，敢干、敢骗，以致一些学历很高的人都信其说，我曾

对大学里的法轮功信众说，“我为你们迷倒于 法轮功而痛心首”。。。最后赵老居士说，法轮功

是一种由民间迷信形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的现代迷信。  

  后语 
 
气功的学习是当今社会上一般老百姓的嗜好，人们以气功做为锻练身体，保持健康，祛除百病

的妙方，然而它的真实和可靠性如何，各说各理无一定论。气功的练习 很强调吸取天地之正

气，大自然之正气，甚至结合宇宙之正气，充实在自己体内使形神和谐、阴阳平衡、活气养

心，这便是气功一般性的作用和理论根据。  

气 功的重新被提倡是近卅多年来的事，发起于中国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人民日常生

活起居渐趋正常，百事待兴、生活清苦、精神空虚，气功之发起正合时 宜，人民以气功做为健

身，做为医疗也以业馀消遣做为生活之调剂，这一切均是气功盛行之始。气功之盛行衍化为特

异功能的开发，特异功能的神化更使气功如虎添 翼，因而气功之事传遍世界各国，也有洋人依

样画葫芦，大学气功，结果大失所望，不过他们却了解到中国人可爱之处。 

气 功的深化造成特异功能的开发，进而被一批有野心的聪明人利用结合宗教的教义又进一步神

化气功，因而气功的功能不仅是为了健身、治病、启发智慧，创造特异功 能，更甚者是灵性的

升华，精神的控制，神通的创造，更进一层就是结合出世间之说，这在在之理论无非是神化而

制造神秘，玄虚弄假，愚昧人民，以假乱真，以收 渔利，这便是聪明人欺骗笨人或老实人的技

俩，也是邪教滋生的温床。佛教非常强调，“因果报应”的伦理道德，心术不正者最终也是害人

害己，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 

我每劝气功大师们努力推动气功，以益于健身达致延年益寿之功，不可虚构气功和宗教的关

系，尤其气功和宗教，乃至和灵性是极端对立的事态，根本无相同之处。 

法轮功是以气功之名掩饰其恶行为，实际上通过邪说扮演其邪恶行为，以邪教恶行来毒害人

们，所以说法轮确实属于邪教。气功还是气功，禅修归禅宗，宗教更是致高无上的人类心灵作

用的总归。所谓宗教心灵作用是社会最后良心，也是生命意义的最终指归。 

古晋佛教居士林林长 
蔡明田 
二零零一年三月卅日 

注：此文搞是集合在一九九八年间发表之“气功非修禅”及二零零零年一月间发表之“气功与邪道

及法轮功”所写的。以应马佛总之邀请在吉隆圾千百家佛教居屠士林主办之报告会上之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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