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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星雲大師所著《八大

人覺經十講》，是一本小

冊子。1 大師藉此經講說人

間佛教及在家佛教的修行

宗旨，作為引導眾生修行

佛法的依據，文字淺顯，

意旨清晰明白，是一部學

佛的好教材。

《八大人覺經》實在

是一部小品的佛經，但是

討論的著作卻非常豐富。

深入近人的著作及古德的

疏解，有多不勝數的註解

之作。如明末蕅益智旭大

師 就 有《 八 大 人 覺 經 略

1. 星雲大師：《八大人覺經》，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 7 月初版；2012 年 2
月 12 版 7 刷。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杜保瑞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大師著作《八大人覺經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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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2，該文文字簡要，意旨清晰精準，層次分明，邏輯嚴謹，本文

討論星雲大師講話的同時，亦一併討論蕅益智旭禪師的註解。

不論是古德或今人，對《八大人覺經》的註疏，多半是發揮引

申以為教化之作，星雲大師的講解，也是屬於發揮引申以為教化材

料的型態。其他的註解，有些作品在相關佛教經典文字的引證較多，

有些則是講者依據自己的涵養發揮詮解之能，但若說到要藉此經深

入佛法貫通佛典宗旨，以及開一大宗派之學說，則尚不能說有此功

效，因為畢竟文字有限，編寫的目的在作為實踐的法條，而非義理

的新創。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註解之文的緣故，且幾乎當代的

佛教大德無一不有講說此經之作，關鍵就在，此經言簡意賅，系統

完整，對初學者及老學究都是修行用功的綱領要旨，甚至作為早晚

課誦的經文都是極適合的材料，它就像《四十二章經》，直接作為

出家眾修行的指導綱領，一條一條的格言，依文修行，即成大器。

而《八大人覺經》又比《佛說四十二章經》更為簡要，卻義理

完整，架構分明，因此，凡佛教宗師，無不引經講述，作為最簡要

版的「佛學概論」及「修行法門」之文，實是最為方便且精要。當然，

也因為它的簡要精準，因此需要介紹，尤其是對於初入門者的引導，

更是適宜的教材。對於佛教老參而言，介紹這部《八大人覺經》也

可以說是自身學佛證量的化現。

不過，本經雖然在功能上同於《四十二章經》，但是，在大小

乘歸止問題上，仍有不同。《四十二章經》的古本確是小乘意旨，

但晚唐本就確實加入了大乘的精神且是禪宗型態的智慧。至於《佛

2.  http://www.baus-ebs.org/sutra/fan-read/010/008/008-6.htm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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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八大人覺經》的調性問題，亦即是大小乘佛法的問題，法鼓山聖

嚴法師有學術性的討論 3，總結其言，本經應是從早期原始佛教聖典

中節錄而出的文字，但其中已經出現了後期大乘佛教菩薩道意旨的

文字觀點，至於誰是此經的編者？筆者就無意妄言了。

然而，依據蕅益智旭禪師註解《佛說四十二章經》及一切大小

乘經典的作法及立場 4，小乘經典皆是佛法，且無一不與大乘精神意

旨相應符合，皆可以大乘精神再發揮而融會貫通。因此安世高所譯

之《佛說八大人覺經》，不宜以大小乘宗旨隔離其義，應如聖嚴法

師所說，「既保有原始佛教的面貌，也已帶有大乘菩薩的精神了」。

星雲大師講解此經，將「八大人覺」要旨開出標題，即〈佛教

的世間觀〉、〈多欲為生死的根本〉、〈知足為守道的根本〉、〈精

3. 「根據隋代的漢譯佛經目錄《法經錄》所載，《八大人覺經》是由西域安息國
來華的安世高，於東漢建和二年至建寧三年（西元 148-170 年）之間譯出。本
經究竟屬小乘或大乘聖典，古來也有不同的看法，隋代的費長房判之為小乘經
典，唐代的道宣律師認為是大乘經；現代學者則大多將之歸為小乘經。………
由於這八個項目的內容及其精神，幾乎與《佛遺教經》一致，故被視為帶有原
始聖典特色的所謂小乘經典。然在第五項的經文中有「菩薩常念」，第六項的
經文中有「菩薩布施」，第八項的經文中有「發大乘心」，在第八項之後又有
經文說「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令諸眾生覺生死苦。」這
些表達的方式，均非《佛遺教經》的模式，確實有大乘聖典的氣概，因此也被
認作是大乘的經典。………《八大人覺經》是安世高於西元二世紀中譯出，縱
然可能不是世尊住世時所說的原貌，其集成的時代也相當的早，乃為素樸的大
乘聖典，既保有原始佛教的面貌，也已帶有大乘菩薩的精神了。若從《阿含藏》
及《巴利藏》中探查，也有與《八大人覺經》近似的經文，例如《中阿含經》
卷一八的〈八念經〉，內容與本經的文字雖略異，宗旨幾乎是一致的；由此可
以說明，這八項大人之所覺悟、覺知的聖教，應該是佛陀所留遺教中的精義所
在。」http://www.book853.com/show.aspx?id=151&cid=85 

4.  智旭言：「四十二章者，約數標名，蓋從一代時教之中，摘其最切要，最簡明者，
集為一冊，以逗此土機宜，所以文略義廣，該通四教，未可輒判作小乘也。」
（蕅益智旭著：〈佛說四十二章經解〉，《蕅益智旭全集》）參見拙作，杜保
瑞：〈佛說四十二章經的知識意義〉，《哲學與文化》第 391期，2006年 12月，
頁 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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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為降魔的根本〉、〈智慧為化愚的根本〉、〈布施為度人的根本〉、

〈持戒為節欲的根本〉、〈大乘心為普濟的根本〉、〈八大人覺經

的總結〉。以上八項標題，切中每一「覺」的宗旨，以下討論，即

依大師所開此八大覺旨為次目而討論之。

首先，大師於本經的〈概述〉中，主張本經最適合在家信眾受

持，其言：「本經就是建立人生佛教、修學在家佛教的一本最好的

寶典﹗」5 又說：「在佛教裡，人生佛教與在家佛教，是有著極其重

要的地位。」6 本經序文：

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

大師在〈序文的宣講〉中，主張本經應為佛弟子早晚課誦的經

文，且不分在家出家，也是既要課誦也要受持實踐。參考蕅益智旭

禪師的話 : 

不論在家出家，但是歸依於佛，即為佛之弟子。既為佛子，

即應恆修此八種覺，言常於晝夜者，明其功無間斷，言至

心者，明其親切真誠，言誦念者，明其文義湻熟，記憶不

忘也。

大師意旨與智旭同，皆主在家、出家對此經皆應誦念受持、常

無間斷。因此，從經旨本身來看，這就是一部極精簡的佛教修行寶

典，總集大小乘佛教思想要旨，作為佛弟子日日實踐的功課。因此，

本文即得藉由星雲大師的引導，以及作者自己的反思，並參考蕅益

智旭禪師的綱領，進行智慧的對談，以有益於筆者自己，並公諸讀

者參考。

5.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3-4。
6.  同註 5，頁 4。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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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的世間觀

針對第一講，經文如下：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

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

漸離生死。

經文第一要人覺知世間無常、山河大地無常、自我身心無常。

吾人因對身心之執著，故而造惡受苦，須建立無常觀，以脫離身心

之苦。此說自是原始佛教基本教旨。蕅益智旭禪師註解如下：

二別明即為八，初無常無我覺。此入道之初門，破我法執

之前陳也，先觀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如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等，則於依報無可貪著。次以四大觀身，地水火風互

相陵害，故有四百四病之苦，各無實性故，究竟皆空。次

以四陰觀心所謂受想行識，並此色身，共名五陰，於中實

無我及我所，但是生滅之法，剎那剎那遷變轉異，不實故

虛，非真故偽，遞相乘代故無主，則於正報無可貪著，又

此正報身心，不唯空愛惜之，於事無益，而且，一迷六塵

緣影為自心相，則心便為眾惡之源，一迷四大為自身相，

則形便為眾罪之藪，倘不直下覷破，害安有極，若能如是

觀察，則身心二執漸輕，即漸離生死之第一方便也。

智旭主張此第一覺知即為佛教入道初門，首先要建立國土、世

間、身心、四大、五蘊之無常觀，此正是原始佛教三法印、四聖諦

之所言，故而此經有原始佛教的資糧無誤。筆者認為，原始佛教所

有的基本命題都是大乘佛教的基礎，不可否定排斥，大乘佛教則是

在哲學問題上的再進一層，層層上推，而有的新命題。一方面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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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論擴大論之，二方面是本體論深化究之，在這兩方面工夫境界論

登峰造極而已。

星雲大師註解本文，破題即謂：「這是《八大人覺經》說明修

學菩薩道、辦了生脫死事業的人，應有的第一覺悟。在這一段經文

裡，也可以說，就是總指佛教的『世間觀』。」7 從哲學基本問題說，

實踐哲學特質的中國哲學，即是由宇宙論、本體論、工夫論、境界

論四大哲學基本問題所組成 8，大師說的世界觀，主要就是宇宙論及

本體論的問題。

先說世界觀，再說工夫修行的法門，最終追求最高成佛境界，

所以大師說是世界觀是絕對正確的。一方面宇宙論上現象無常，二

方面對此的錯誤認識便造成個人身心的罪苦，既然是苦，就要知道

解脫之道，以便漸離生死，因為生死是無明的歷程。

三、多欲為生死的根本

本經第二覺知文：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

心自在。

經文說明，為何在無常的世間中眾生會受苦？也就是對世界觀

中的本體論問題主張「有漏皆苦」、「離苦得樂」的說明。關鍵在

多欲，既是無常，奈何多欲？多欲肯定不得其善果，故而是苦。欲

去此苦，即「少欲無為」一事而已。

蕅益智旭禪師註解中曰：

7.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12。
8.  參見杜保瑞：《中國哲學方法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2013 年。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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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修少欲覺。此既以第一覺

降伏見惑，次以第二覺降伏思

惑也，思惑雖多，欲貪為首，

能修少欲，則可以悟無為而得

自在矣。

智旭以見思二惑說明世人沉迷

痛苦的原因。見惑是對現象的錯誤

認識，思惑是對自己所採取的態度

的錯誤思量。知世間無常，除見惑；

但是自己的對待態度卻不一定即時

導正，雖知無常，卻不知如何生活

於此無常的世間，所採取的生活態

度有種種錯誤。其中最大的關鍵在

於多欲，多欲而求不得即苦，故而

少欲無為便能離苦。智旭以少欲為

解脫痛苦、了脫生死的第一原則。

無欲即無求、即不苦、即得樂、即

是自在。

星雲大師說：「《八大人覺經》中的第一覺悟是說佛教的世界觀；

從第二覺悟一直到第七覺悟是說佛教的人生觀。」9 大師的人生觀用

詞是很寬泛的，那就是包括「終極價值的本體論、修行實踐的工夫

論、完美人格的境界論」。

對此，首先，人類應該面對的終極問題是什麼？大師說就是生

9.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23。

無欲無求，即得樂自在。（莊曉謙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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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問題：「說起人生問題，就會聯想到人生所必須的衣食、育樂、

婚姻等等的問題上去，其實，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人生最大的問

題還是生死問題。」10 老子說：「吾之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誠哉斯言！那麼，既然有此生命，為何不能是快樂的

一生呢？

大師解答了這個問題：「眾生在三界六道裡輪迴，生生死死，

受著無窮的苦迫，這都是由貪欲引起的。學術進步，物質文明，並不

能叫人少欲知足，欲望多了，苦，自然也就多了。」11。

首先，「六道輪迴」是佛教宇宙論的基本知識，世人並不都認

識這個世界觀的知識，但既然是人，都有人的一生，是苦是樂？自在

人心。先不論是否真是「六道輪迴」，生命的歷程之苦，確實都來自

多欲。

若有人不以為苦，或以為不苦，好的方面是他欲望單薄，或理想

廣大；壞的方面是人在苦中不知苦，還沒有苦到極點，所以繼續追求

欲望，一直要等到想要的都得不到，而原來擁有的更都丟光了之後，

這人才會體會到深切之苦。從好的方面說，就是《八大人覺經》要提

醒的生命方向，就壞的方面說，就是本經要告知的得苦的原因及離苦

的方法。

四、知足為守道的根本

前章說多欲故苦，但欲望仍不止息，因此人們仍在造業受苦中，

如何能夠沒有欲望呢？止欲、無欲的妙方就在知足。世人常迷，菩

薩智慧，差別就在知足與否。經文云：

10.  同註 9。
11.  同註 9，頁 24。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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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覺知心無厭足，唯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

常念知足，安貧守道，唯慧是業。

世人多欲就是因為世人不知足，故而造惡獲罪而得苦果。有菩

薩智慧者卻不然，一切具足，無有虧欠，於是安於現狀，謹守道業，

唯一進行的是智慧的事業。那麼，什麼是智慧的事業？既是事業，

與欲望何別？這就是分辨的關鍵。即：是為己多求？還是幫助別人、

損有餘補不足？世人就是不知足，對自己想要擁有的，不止息的追

求，當然，擁有大好身段、福德、智能的世人，自然是要大展身手

以表現自己，那麼，如何停得下來呢？關鍵還是，以智慧為業而不

是以欲求為業。

以智慧為業，就是施展能力去做造福世人的事業，這中間也會

增長自己的福慧功德，但這些新增的福慧功德還是要用在造福世人

的智慧事業上頭，而不是據為己私。對於自身奉養的資糧，就是知

足而已。這樣，學習所得及勤奮所得的一切資糧，都有施展發揮的

空間，都有成熟變現的一天，則智能得以發揮，人生意氣得以舒展，

又造福世人，又自己得利。這就是菩薩的生活了。

智旭說：

三知足守道覺。此既修少欲，復修知足，以專心於慧業也。

多欲不知足人，最能障慧，今於少欲之中，又復知足，則

慧業任運可進矣。

智旭談的就是，有能力的人，此前知道世間身心無常，之後知

道多欲為一切痛苦的淵源，本章即說明：對於自己的奉養之具，夠

了就好。接下來的身心慧命都用來做智慧助人的事情，因為人生必



99

須精采，才能必須發揮，不為己求之後，並不是沒有有意義的事情

可做，有意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唯一的標準就是用來幫助別人，

能力不是要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要用來幫助世人，這就是慧業。

星雲大師說：「本經第二覺悟說的是多欲為生死的根本，在這

第三覺悟裡是說知足為守道的根本。要離生死先除欲，要修正道先

知足，不知足的人，修道永遠不能有所成就。」12。大師已經把世

人都當作要修道的人了，從修道的角度來說，修道是什麼？這自有

太多可說的任務，但是，起手一步，就是自己要先知足。

知足就是對謀生營利於自己的事業要懂得知足，知足不是事業

不擴張，而是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並將所得的多餘利潤分享社會

大眾，這樣企業再怎麼擴張都是對的道路。所得非用於己，就是知

足，就是智慧，就是道業，就是學佛。

大師說：「覺悟的修道者，對於世間物欲的看法是，多求的結

果是窮，喜捨的結果才是富，東西多了，心為形役，生活反而得不

到安寧。」13 多求就是不知足，不知足就是不足，不知足者一生都

活在不足的痛苦中。所以說多求的結果就是窮，因為心為形役，心

不安寧。

那為什麼喜捨才是富呢？這是因為，足與不足是主觀的感受，

知足了之後，主觀的感受即是富足，既然富足，又仍然擁有學習服

務以及創造資糧的大才幹，所創造出來的東西都為世人所用，自己

得到的是更大的快樂，以及更大的心理的滿足，那麼就更加地富足。

本經從第一覺講世界觀之無常，第二覺講本體論之多欲為苦，

第三覺講知足為少欲之方。也就是說，第三覺以後就是講工夫論旨

12.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32。
13.  同註 1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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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且佛教工夫論是一層深一層，用了一套工夫後方知有更深一層的

執迷，於是要再深入講究，直至出家修行，大願救度，終至成佛境矣。

五、精進為降魔的根本

少欲知足之後就是要服務社會，菩薩道的精神就在此處，但是

服務社會需要有能力，這就需要學習，然後付出，付出以助人，這

才叫能力，所以經文接下來講個人的勇猛精進。因此也可以說從工

夫次第上講，先知足，再精進。經文言：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

出陰界獄。

在社會活動助人的過程中，人是會懈怠的，也會墮落的。這就

是對生命的真諦覺悟不夠的結果，生命的真諦就是來經歷，來陪伴，

以及助人的。若是用於欲望的追求，最後必遭苦果。既能少欲知足

以助人，則福慧並增，但若覺察力不夠，就又會對此新增之福慧產

生執著，想要擁有這些付出之後的所得，這就有了矜持、有了傲慢、

有了貪求，這就是懈怠墮落。

所謂精進就是在學習的路上精進，在服務付出的路上精進，若

是停滯，必然會運用所擁有的財富、地位、權勢開始傲慢凌人，則

煩惱必至，種種貪欲之魔考來襲，此時必須再度覺悟以返回初衷，

才能摧伏煩惱，離開執著、糾纏、衝突、鬥爭的地獄。

智旭言：

 
四常行精進覺。夫所謂少欲知足者，正欲省其精力以辦出

要耳，倘託言知足，而反坐在懈怠阬中，則墜落不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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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常行精進，以破見思煩惱，煩惱之魔既破，則陰魔天

魔死魔皆悉摧伏，而五陰十八界獄乃可出也。

智旭以學佛求出離為目標來看此事，發現知足固是其然，卻也

可能反而成為懈怠之藉口，故必須常行精進。精進行者，念佛打坐

為基礎，接觸眾生為功課，常行菩薩道，無懼於無常、苦、空，得

身心自在，出離三界。此處也可以說是由小乘過渡到大乘的要旨。

知足少欲是對治自己的過去習性，但並不究竟，尚未發出的宿

習還會作怪，若不加強自我要求，仍會墮在懈怠坑中，故須精進。

精進些什麼事呢？多學習，多自我要求智慧道業的增長，多做有益

社會的事業，且堅持利他的精神，這就是精進。

星雲大師則言：

在世間上，無論做什麼事，必須要有大雄、大力、大無畏

的精神不可，我人在社會上興辦的事業，在佛法裡修學的

道業，所遭遇到的障礙、魔難一定很多，如果猶豫不前，

或稍一懈怠，就會一事無成。所以在這一段經文裡，我們

要講精進為降魔的根本。14

顯然大師直接從菩薩道的修行者角度發言，人既少欲，又能知

足，則只剩勇猛精進、一路前行之事而已了。然而，世間考驗甚多，

稍一猶疑懈怠，就墮落下去了。為什麼？多欲不足者眾。在世間辦

事，所遇盡是多欲不足之人，這就是眾生有苦的原因，有的是加苦

於人者，這就需要我們有大無畏的勢力去制伏他們，有的是遭苦難

而無助者，這就需要我們積極救助他們。

14.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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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加苦者不易降服。而人心不足、

業力難詳，受苦者若不能自覺，則雖欲救之亦無功效矣。於是行道

之人受牽連而灰心退墮，亦難免矣。因此，必須要自求精進，堅定

意志，繼續學習更高更好的能力及方法，以辦道於世間，否則就會

落於懈怠之局中。

大師言：

「懈怠」，就是對於斷惡修善之事不盡力，懈是根身的疲

倦，怠是心識的放縱。懈怠是人生的病患，對治懈怠的藥

方就是精進。所謂精進的主旨，就是要我人未生的善心令

速生，已生的善心令增長，未生的惡念令不生，已生的惡

念令速斷。這個世間是佛與魔的世間，精進的可以成佛，

懈怠的墮為魔界。15

所以，人是活的，人生不只少欲知足而已，而是要精進辦道，

這才是真正充實圓滿完美的人生。少欲知足則不苦，但見世人受苦，

卻不能出手相助，這仍然是自己在苦，只有樂於助人、改善社會，

卻不執著名聞利養者，才是生命奮進之道，才會根本不苦，這樣的

生命才會圓滿。

生命不能生活在但見世人多苦難的哀憐中，更不能生活在只見

世人苦難而不知憐憫的鐵石心腸中，這樣都不是完美的。當然，奮

力學習服務、精進一生之後，也未必世人就都能夠去惡向善、福慧

具足了，這是世間的奧祕，卻不是生命的真諦。

生命的真諦就是經歷一切、終成圓滿。可以經歷為惡受苦、去

惡向善、助人救度的歷程；更可以經歷少欲知足、勇猛精進、學習

15.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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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輟、陪伴愚痴、降伏惡魔、救助孤弱、諸地升進、最終成佛的歷程。

兩者一樣精采，一樣成道，都是生命的真諦。

六、智慧為化愚的根本

本經第二覺之後就是工夫論，且是有次第的，工夫次第上先知

足，再精進，然後就是廣學多聞，以增長智慧。經文云 :

第五 : 覺悟愚痴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

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修行者自知應少欲知足，且應勇猛精進服務大眾，但眾生執迷

甚深，且病苦多端，欲望深隱，行者若不多聞且多學，則不易了知眾

生疾苦之因緣，故應廣學多聞。廣學多聞即多接觸各種生活世間之營

少欲知足，精進辦道，才真正圓滿完美的人生。（心澤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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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百業，了解其甘苦以及其執欲之病徵，並深入經藏開發智慧，成就

教化眾生之辯才，助其離苦得樂。

廣學多聞，正是勇猛精進的下一步。不是光有堅定意志就好，

還要有了解細節的智慧，這又是一步工夫的提升。佛教戒定慧各種

修學工夫法門不一，正是為對治眾生各種不同執迷病苦的法具，故

應多學。

智旭言：

五多聞智慧覺。雖云精進，若不廣學多聞增長智慧，則成

暗證之愆。又有聞無慧，如把火自燒，有慧無聞，如執刀

自割。聞慧具足，方可自利利他。

聞為資訊的廣博，慧為理解的深入。廣學多聞就是學習處理千

變萬化的世間疾苦的能力。若是菩薩而沒有能力化導眾生，則豈不

遺憾，豈能成佛？然而化導眾生必須對機下藥，故而須廣聞多學，

否則還是自己少欲知足，卻留眾生迷執受苦的自了漢而已。

多接觸眾生百業雖是有聞，但無解決執迷的智慧則會受到百業

的絢爛而自生執迷，即是把火自燒；空有智慧及堅定的意志，卻不

知現象世俗的種種諸事之糾纏，總以一方對治萬事，則可能無法對

機教化，致空費力氣，則為執刀自割。故言聞慧具足，才能自利利他。

本經自是以大乘菩薩道為修行的旨歸，所以救度眾生正是修行

中最猛利的法門。大師說明經文對眾生之所以迷執於生死海中的解

釋，便是因為愚痴。愚痴種類繁多，大師言：

愚痴，心性暗昧，沒有通達事理的智慧，就是「無明」之

謂。因為愚痴，所以起惑造業，輪迴生死，受著無窮的痛

苦。不能解脫，不能認識自己，就是由於愚痴。愚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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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上的愚痴，有思想上的愚痴。見解上的愚痴就是身見、

邊見、邪見、戒禁取見、見取見。思想上的愚痴，就是前

文所講過的根本煩惱︰貪欲、瞋恚、愚痴、憍慢、疑惑。16

修行者就是要了解這些見思二惑，以自度度人，教化眾生。這

時就要廣學三無漏學。大師言：「佛教的三無漏學是戒定慧，慧有

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等三種慧。太虛大師曾說︰『由聞

所成慧而建立信心，由思所成慧而嚴持禁戒，由修所成慧而定心相

應。』。」17

大師詮釋為，學佛的信心建立在聽聞正見的佛法，這是聞所成

慧；再由自己的起心動念去確定能做到知行合一，這時才是思所成

慧；最後在意志心念中禪定安住，則成就修所成慧。過程中，有太

多的功課要聞要思要修，故而要多學佛教修行法門，要多在與眾生

互動中印證己心，要在實際作為中堅定己念，最後做到碰到任何境

界、任何事件，都能安住禪定之中，且隨順教化眾生，辯才無礙。

最後我們再回來總結，談談為何要廣學多聞？因為知道世間無

常，多欲為苦，於是捨欲知足。但生命還不究竟，故而必須勇猛精

進，才能最終脫離苦海，免遭無常之種種苦果。勇猛精進包括自度、

更包括度人。如何自度？又為什麼要度人呢？這是因為，人是活的，

是生活在眾人之中的，而眾生愚痴，生活周遭的種種親朋偶遇者之

威逼凌辱，並不會因為自己少欲知足就沒有了，因此會導致自己不

斷地有貪瞋痴慢疑的種種邪見產生，此時仍要勇猛精進的話，就要

廣學多聞。更深入知道眾生愚痴之因緣，更廣泛學習戒定慧的各種

16.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52。
17. 同註 16，頁 56。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　　　　　》學報•藝文│第九期

106

修行教法，終於能一一對機施教，解除眾生之苦，也解除眾生加諸

自己身心諸業之苦。

可以說，廣學多聞就是為了要開智慧，開啟自性的智慧以與眾

生接觸，以隨順圓融地重返世間生活。故而要解脫自己，就要度化

眾生，要度化眾生，就要勤勞學習，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直到終

於可以解決所有的困難為止。

當然，依照佛教世界觀，除非疑惑斷盡，否則必有來生，於是

又有新的一輪的生命歷程，直至生生世世。因此，不學也不行。既

已生為人，就必有為人的煩惱，廣學多聞就是為對治煩惱而有的作

法。煩惱就是來自自己和眾生的愚痴邊見，然而此愚痴邊見，都不

容易是這一生能斷盡的，但是不學，就會陷入更大更多更深更難解

脫的愚痴邊見，除了勇猛精進勤勞學習之外，沒有別的方法了。

七、布施為度人的根本

廣學多聞之後，得以種種智慧教化世人開迷得智。但眾生未必

願意聽聞，尤其是，當眾生陷入生活困境中時，為了擺脫困境，常

常是以更為執著糾結的方式處理面對，因此，幫助眾生脫困，尤其

是脫離眼前生活困境的難堪之局，則布施就是第一簡易卻極為關鍵

的方法。因此，布施度眾，要先解除眾生眼前之痛苦，再施以智慧

的教化。經文云 :

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貧苦者心多不平，怨天怨地怨周圍的人，然而貧苦很多是自己

造成的，但世人多欲且愚痴，故多怨人，於是更結惡緣。修行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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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道，就是要與眾生親近以救助之，此時不論對方與我親疏，與

我善惡，皆願助之。對方即使對我不好，或是個惡人，但當對方深

陷貧苦時，亦應救助。

貧苦是切身之痛，所需皆無法自備，如身遭苦刑，亟欲出離，

卻沒有能力，這就是需要救助之人。不論對方是否主動提出要求，

對方正在受苦是事實，美化世界、廣度眾生就在此時，因為這是教

化的好機緣。沒有人不願離苦，即便惡人亦求離苦，行菩薩道的修

行者此時先主動救助，助其解脫，則隨後的教化因緣就打開了。這

是布施行的要旨。

智旭言 : 

六布施平等覺。雖有智慧而無福德，亦不可以自利利他。

故須具行三檀也。知貧苦之多怨，而行布施，即財施也。

知怨親之平等，而不念不憎，即無畏施也。法施已於上文

明之，今以財及無畏，圓滿三檀耳。

智旭將智慧覺與布施覺結合而論之，前覺為法布施，本覺為財

布施及無畏布施。廣學多聞為修智慧，但修行者若無福德，則無有

即時的功德可以利他，利他即布施。為貧苦者施以財布施，為惡者

施以無畏布施，則功行圓滿。智旭主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即是無

畏布施。

對我為惡者必有防我之心，則其自身深陷煎逼威脅之中，我不

念其惡，亦予救助，則解其恐懼，是為無畏布施。一般為惡之人，

念念亦在傷人，則兇猛煎熬，自受其苦，我不念其惡，以平常人正

常待之，則對方不必增其戒心，亦是無畏布施。先予布施，助其離

苦，這就是以福德自利利他的做法。然而，沒有福德的人又如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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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呢？其實布施正是脫離貧苦、廣獲福智的方法。

布施是智者的行為，布施者可以得福報，福報不一定是金錢，

可以是智慧、是別人的善意、是健康、是榮譽，這些都是福報。這

就是貧苦者更應該要布施的道理。

此外，布施者在布施之時，大師強調要做到三輪體空 : 

行布施是容易的，但行布施要做到三輪體空就很難。一般

人布施時，總希望別人向他感謝報答，希望宣揚讚美他的

功德，再不然就是覺得自己能布施榮耀非凡，或是輕賤受

施者，假使帶著這樣的心理行布施，只是世間的善行，而

不是佛法裡菩薩所行的布施。佛法裡的布施要做到三輪體

空︰（一）沒有能布施的我，（二）沒有受布施的人，（三）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給予救助，解其恐懼，就是無畏施。圖為台中監獄陽光合
唱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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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所布施的物。在佛法裡，行布施而不覺得有布施可行，

做功德而不覺得有功德可得。其實你不求功德，功德反而

大，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18

布施就是給而已，有多少給多少，沒有的也給不出。不過，能

多給的就表示擁有得更多，因此，不必吝於給。當然，給就是給，

給不是拿，拿就是自己匱乏，所以，要三輪體空。布施是修行，首

先是自利的行為，其次當然也是利他的行為，利他時不分對象，只

要真有需要，而自己真有可能，那就布施吧。財、法、無畏布施，

尤其是無畏布施，對傷害自己的人不念舊惡，且無隔宿之仇 19，這

真是在修忍辱行的境界。

為什麼無畏布施等於是修忍辱行？因為，愛你的敵人、不對他

們報仇就是行忍辱，你布施給他們的，就是不增加他們的兇惡之心。

貧苦之人多怨，但為惡之人更多怨，他們是怨恨的化身，一生都生

活在憤怒之中，我們再去對付他，就是讓他陷於更大的憤怒怨恨之

中，他已經愚痴至極了，根本無路可以往回走，所以就不要再逼他

走得更遠。因此不念舊惡，不憎惡人，正是無畏布施，正是自修忍辱。

這固然艱難，但大師強調，在逆境中修道，成就更快，誠哉斯言！

八、持戒為節欲的根本

前說知足、精進、智慧、布施，而布施亦包含了忍辱，本覺則

18.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68。
19.  參見星雲大師言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學佛的人對人應該沒有隔宿之

仇，『寧願天下人負我，我決不負天下人』，就是人家有虧待我們的地方，
也要原諒他，給他一個懺悔改過的機會，把惡人感化回頭，這才是真正度了
眾生。」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
頁 70。

與《八大人覺經十講》的智慧對談



《　　　　　》學報•藝文│第九期

110

進而言出家持戒，可以說，本經至此，幾乎要與大乘六度法門一一

相應了。經文言 :

第七 : 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瓦

缽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本覺同時對在家、出家眾言。對在家者，鼓勵常以出家生活為

典範心想；對出家者，要求守道持戒，並以真心慈悲眾生。總之，

還是要在家修行者最終嚮往出家眾的清淨梵行。對此，智旭言 :

七出家梵行覺。雖修智慧福德，若不永離居家五欲，終不

可以紹隆僧寶，住持佛法。當知三世諸佛，無有不示出家

而成道者也。三衣，一安陀會，二優多羅僧，三僧伽梨也，

然使身雖出家，而不能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則為竊佛形儀，罪加一等，不可不知。

要做到真正布施眾生、救度眾生、永斷煩惱、永離苦海，智旭

主張，最後還是要出家求道，並守住清淨的戒律。當然，出家更要

遵守清淨梵行。對於是否強調出家修行這件事，星雲大師的討論中

可以說是沒有這樣強調的。他只說明在家眾的修行，要不為五欲所

染，因此要守五戒：

在五欲的世間生活，而不為世間的五欲所染，畢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但修學菩薩道，要儘量遠離五欲。其實只要

修道的人，以法樂代替世樂，以修道代替貪欲，生活自然

會美滿自在。以修道來對治五欲，有兩種生活方式，一是

在家的弟子，一是出家的弟子。在家的佛弟子，要不給五

欲的洪流沖沒，至少要奉持五戒︰（一）不亂殺而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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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亂取而重義，（三）不邪淫而有禮，（四）不亂

說而誠信，（五）不飲酒而智清。這五戒是做人的根本，

「人成即佛成」，人做好了，修道自然就完成了。20

大師主張，菩薩不在出家、不出家上面做分別，而是以發心修

道的品位論高低。

九、大乘心為普濟的根本

本覺講修行的最高心量，就是發願救度眾生。經文 :

第八 : 覺知生死熾燃，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眾生因不識世間無常，遂有無窮執著，故受苦。修行者則應發

心救度一切眾生。經文云，要代眾生受苦，其實是以陪伴、救度、

開示、引導受苦之眾生為行者全部生活的事業。經文講普濟一切，

如何普濟一切呢？已開悟的覺智者，沒有任何自心的念想妄執，以

致沒有任何的私心欲求，那麼生活中生命中是否就無事可做了呢？

絕對不是。而是以虛空世界無窮無盡的其他生命的覺悟為職

志，此時，行者可以日理萬機，可以千手千眼，可以一天做五個人

的事情，可以人生三百歲，為什麼？世人做事都有欲求，凡事既為

己求，就執縛糾纏，就浪費體力於忌妒、傲慢、擔憂、凌人之種種

無謂的情緒上，於是也就做不了多少事了。

覺悟者不然，他們沒有自己的欲求與情緒，所有的時間精力都

用來做助人的事，既是別人的事，做完就放下，再去做另一件事，

20.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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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是沒有情緒，事來事辦，再辦另事，一事復一事，事事無礙，

因此可以做許多許多事。這就是覺悟助人者與尚在多欲遷染中者的

行事風格之差別。

當然，覺悟者為眾生做再多的事，覺悟還是眾生自己的事，修

行也是眾生自己的事，成佛更是自己的事，無人可以代辦。既然如

此，何須行者發心救度呢？關鍵還是眾生之欲求執著、故迷惘輪轉，

幾乎無有盡期，覺者慈悲，願救度脫，故而主動救助。救助是覺者

生命圓滿的表現，可被救度及可以覺悟是眾生生命本有的本質，這

樣的道理就是大乘佛教如《大乘起信論》等經論在發揮的義理了。21    

21. 起信論講眾生之成佛有其必然，因有內因外緣，內因為心真如不斷作用，外
緣為佛菩薩以救度眾生為生活職志。參見 : 杜保瑞：〈大乘起信論的功夫理論
與境界哲學〉，《普門學報》第 10 期，2002 年，頁 177-222。

覺悟者慈悲，主動救助迷惘眾生。可以說，救助是覺者生命圓滿的表現。（周云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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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講代眾生受無量苦，如何代眾生受無量苦呢？因果鐵律，

豈能不受？筆者有意討論如下。

覺悟者遍學種種法門，追求無有一眾生不救度，無有一眾生被

捨棄的境界，則覺悟者的生活事件就是陪伴眾生由迷至悟的開示悟

入的引導歷程。眾生有苦，助其去苦得樂，這就是覺者的生活志業。

此時必有承擔，此一承擔，就是代眾生受苦。覺者不自樂，故有承

擔之歷練，讓眾生暫解其苦，但眾生最後仍須自己親受，只是等他

有能力之後再受，如此而已。

事實上，依因果律則，眾生的業力是不會稍減的，業報之苦必

須自己承擔，但是承擔之時可以有覺悟者的幫助，助其提升智慧、提

升福德而能有力承擔，並暫時代為承擔一下那個業力的壓力，如此而

已。給其智慧、陪其經歷、助其度過、暫代承擔，此爲代眾生受無量

苦，而非眾生即不必受苦，只是代為承擔一下，在眾生有能力有智慧

時，還是得自己去償還其業力惡果，原來的業力還是在的。

至於覺悟者的代償，便是覺悟者自己的善業創造，是創造覺悟

者自己更大的福報。覺悟者在代眾生受苦時，是覺悟者介入世間因

緣而讓求償者有償可求、以圓滿此因果，則一方面是覺悟者自己的

積功累德的創造，另方面是給受業報的眾生一個暫時喘息的空間，

以快速追求智慧及創造福德，從而將來自行消業，因為業力仍不稍

減，只是這次不會立即承受而已。

智旭言 : 

八大心普濟覺。雖復出家，不發大乘普濟之心，則慈心不

周，不發代眾生苦之心，則悲心不切，慈悲周切，方是紹

佛家業之真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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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強調，普濟救度是慈心，代受眾生苦是悲心，慈悲周切才

是真佛弟子。智旭從修行者學佛而成佛的立場說此覺諦義，最終，

成佛者必同時是慈悲救度者。

星雲大師的講說中，首先強調本經既有小乘出世的思想，但也

有大乘救度眾生的思想，因此本覺即是在做此一大乘思想的宗要，

大師言 : 

本經的經文雖簡，但確實能代表大小乘佛教的思想，從本

經的思想體系來看，是要修學菩薩道的行者先從小乘入

門，對世間虛幻不實的名聞利養能夠放下，給身心一種徹

底的磨鍊，等到不會再被世間染污的時候，再活活潑潑的

應現世間，做解救世間的工作，這才名為真正的菩薩 ! 22

大師說本覺是本經的宗要，此一宗要是說，修行者最後就是要

來救世度眾的。救度固是大乘的法門，但若未經小乘的除惡去欲，

也是走不到這一步的。不過，說到救度眾生，菩薩及佛以救度眾生

為業，一般修行者學習菩薩道也以救度眾生為業，但兩者的境界有

高下。而菩薩究竟要救度眾生到什麼程度才能成佛呢？面對這個問

題，大師有所討論：

講到普濟一切眾生的苦難，度脫一切眾生的苦厄，就有兩

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先救度自己，然後再救度他人；一

種是先救度他人，自己尚未得度不要緊。發心先救度自己

然後救度他人，這是說己未得度，焉能度人？像苦海中，

沉溺的苦惱眾生，自己不識水性，不會游泳，如何度法？

所以要想普濟一切眾生，必先自己了脫生死，沒有憂悲苦

22.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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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才行。另一種先度人，己未得度，先來度人，這才是菩

薩發心。學菩薩是在眾生的身上學，菩薩離開眾生，也不

名為菩薩了。救度眾生的工作完成的時候，也就是自己的

菩薩道完成的時候。23

    
凡夫要先自度，但也要度人，隨其己力，度己能度者，自度要

少欲知足，度人要智慧福德，都是學佛修行的功課。菩薩更要提升

境界，故而要度盡眾生、廣學多聞，亦是在此一歷程中達到事事無

礙境界時，才終於成佛。

星雲大師最後提到：

綜結前面所說︰願意自己脫苦，這是每個人的希求，當然

也有下劣眾生不望脫苦的，更有喜歡坐牢的人；願意別人

脫苦，這是有大善心的人；願意代眾生受苦，這就非發大

乘心的菩薩不可了。像文殊、普賢、觀世音、地藏都是發

大乘心的菩薩，他們都能「令諸眾生」（眾緣和合而生，

指一切有情識活動之動物）「畢竟」能獲得清淨解脫涅槃

的「大」安「樂」。24

這就是筆者所說的，一切凡夫都有求自度之功課，也有度人的

功課，兩項事業同時進行，隨著煩惱漸斷、能力漸增，而終成大力

能仁之佛。至於諸大菩薩，就更是只做這一件度人的事業而已，目

的就在令一切眾生皆得大安樂，以成佛境。

 

23.  同註 22，頁 85。
24.  同註 22，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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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人覺經的總結

經文最後總結：

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精進行道。慈悲

修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以前

八事，開導一切，令諸眾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欲，修心聖

道，若佛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菩提，

速登正覺，永斷生死，常住快樂。

經意指以上八覺都是菩薩已覺悟之事，並以此度化眾生，欲令

眾生仿效奉行。而佛弟子宜課誦並實踐，則亦能成菩薩及佛。智旭

說明：

如此八事下十六字，結成名義。精進行道下十六字，結成

自覺功德。法身船，指所悟性德。涅槃岸，指修德所顯也。

復還生死下三十二字，結成覺他功德。唯自覺，方能覺他

也。若佛弟子下三十二字，結成誦念功德。能誦其文，必

能精思其義，能思其義，必能以此自覺覺他，故能滅罪而

斷生死苦，趣覺而證常住樂也。八大人覺經略解。

智旭強調，本經所說，固為菩薩教化眾生修習的法旨，既要自

覺復要覺他，但眾生必先自覺，方能覺他。一切佛弟子，既能誦持，

必能理解，才能自覺覺他，而最終成佛。

星雲大師的討論中有兩項重點，其一為強調本經八覺即是大乘

六度工夫，以及菩薩永遠在世度眾的觀念。首先：

本經的內容，我們仔細的推敲，就是在講說六波羅蜜。六

波羅蜜，是菩薩必修的行門，六波羅蜜即指布施、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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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而言。在經文裡，好像沒有直接

講到忍辱、禪定二波羅蜜，其實六波羅蜜是不可分的，六

波羅蜜的精神是連貫的。我們從總結的經文看來，就是包

含了六波羅蜜。25

這裡主張，大乘佛法完全收攝小乘佛法的基本教義，因此大乘

教法是在小乘教法的基礎上，再強調救度眾生的菩薩道精神。對於最

後經文的總結中，所提到的修行者至涅槃彼岸之文，大師又說：

像這樣涅槃的思想，看起來好像是出世的思想，以為這是

逃避世間，逃避現實的，其實，菩薩涅槃以後，還要「復

還生死，度脫眾生」的。慈航法師的遺偈說︰「如有一人

未度，切莫自己逃了。」菩薩求證涅槃，不是逃走，而是

先完成自己的所學，然後再倒駕慈航，在生死海中度脫眾

生。念佛的人，發願往生西方淨土，也不是不要世間，而

是先求得阿鞞跋致（不退轉），然後乘願再來，廣度眾生。

如果眾生未度，自己一人就想永遠逃走，那不是菩薩的究

竟涅槃，而是小乘的行為。26

其實，入涅槃就是自度的功行圓滿之意，但自度尚非修行的功

行圓滿，自度者，在有情眾生的輪迴生命歷程中，只是將過往的迷

執化除淨盡而已，所化除的是這個有情生命歷程中的迷執，既已化

除即入涅槃，其意只是說，不會再有個別自我的執著煩惱以致受苦

造罪之事了。但是這個有情的生命意境尚未究竟，之所以有這個有

情的生命，就是要來成佛的，成佛就是成就一切種智、成就事事無

25.  星雲大師：《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高雄：佛光文化，1960 年，頁 93。
26.  同註 25，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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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境界，而遍在任運於一切世間的，因此亦可說無有一菩薩一佛入

涅槃之事。27

涅槃本身是一個浮動的概念，關鍵就在，大乘佛法著重一切眾

生皆得度的菩薩道行。然而，佛不斷救度，但眾生又不斷造業受苦，

那麼究竟有無一佛得以成佛呢？

筆者以為，一切眾生都是佛，只是各在的位階不同而已，生命

就是有無限的美好，等待一切有情去經歷而已，可以示現造業為惡

而受苦果，也可以智慧任運而陪伴眾生甚至代眾生受苦，這一切，

都是成佛運動的歷程，世界就是一佛化的世界。

十一、結語

星雲大師在佛學的發揮上，並不是對傳統理論去創發新義，而

是一種將傳統佛法在現實人間的應世教化之實踐智慧，是一實踐智

慧的行誼。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當然是人間巨大變革之際，佛法

在世間、在中國、在台灣、在全球，應當有大智能仁的覺悟者將它

推動開來，大師就是這樣的人物，而他推動甚力，且成效宏大。

星雲大師說，要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這樣，世間的事才能

做得好。這也可以說是總結《八大人覺經》的修行之要旨。

27.  此義筆者已於〈大乘大義章探究〉一文中討論過。參見：杜保瑞：〈大乘大
       義章探究〉，《華梵學報》第八卷，2002 年，頁 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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