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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

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示

眾，是時，眾皆默然，唯獨迦

葉尊者破顏微笑。佛陀曰：「吾

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佛陀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

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

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

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這是《五燈會元》裡的一

則著名公案―拈花微笑，說

明禪宗的傳承，根源於靈山會

上佛陀傳法給摩訶迦葉。在所

有人的面前，佛陀和摩訶迦葉「以心印心」、「心心相印」，而不

是透過語言文字的辯解詮釋，解離了文字可能造成的矛盾和誤解，

直入本心。

之後，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東來中土弘法，以「壁觀」教人如何

星雲大師著作《成就的祕訣：金剛經》



3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安心」，直指「真如」，也就是「般若」。此後五傳至弘忍，到

了六祖惠能之後，「南宗禪」波瀾壯闊，應驗了達摩祖師「一花開

五葉，結果自然成」的預言。

什麼是般若

從過去到現在，要了解「般若」是什麼，大多還是透過對佛經

的研讀與了解。往昔法師講經，是依據一部一部經典，說文解字，

逐句說明；講一部經往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據傳昔日天台

宗智者大師講《妙法蓮華經》的時候，光是經題上的一個「妙」字，

就一連講了九十天，因而有「九旬談妙」的公案。

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以後，分為「南頓北漸」，即所謂的南宗

禪和北宗禪。南宗禪以《金剛經》，北宗禪則以《楞伽經》印心。

六祖惠能故鄉在嶺南，聽到有人念誦《金剛經》而契入佛法，後來

到了黃梅，聽五祖弘忍講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當下茅塞頓開。五祖傳法印心，惠能成為禪宗六祖。《金剛經》從

此取代了達摩東來以「《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的傳統地位。因

此，想要了解禪宗、佛教、般若，從《金剛經》著手是非常好的。

我們現在講求「知識」，每個人只要睜開眼就有好多的知識撲

面襲來。「知識」可以幫助我們分析、了解世間的現象；至於漢語

的「智慧」，則有善有惡。比如老子所說「絕聖棄智」的「智」，

日常生活說的「智慧型犯罪」，都不是善的智慧。「般若」，則是

向自己的內心探求、開發，超越一切知識和智慧，所以在佛法上，

「般若」保留了梵文的音譯而不作意譯。

我想到，自己十五歲受具足大戒時，嘗到「以無情對有情，以

無理對有理」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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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師父問我有沒有殺生過，我答：「沒有！」

突然一大把柳枝就打在我頭上，「難道蚊子、螞蟻都沒有殺過

嗎？」

我連忙改答：「有。」突然間柳枝又打在頭上，因為殺生是罪

過。

接著師父問我：「你受戒是剃度師父叫你來的嗎？」我答：「是

我自己來的。」柳枝第三度打在我頭上。「師父沒叫你來，你自作

主張，該打。」自然我謹受教，改答：「是師父叫我來的。」

「不叫你來你就不來了嗎？」又是第四次打。

在五十三天戒期中，更吃了不少苦頭。偶爾聽到一些山聲水

聲，難免想知道聲音從哪來，給戒場上的引禮師父看到了，藤條立

刻落在身上，「聽什麼，把耳朵收起來，小小年紀，什麼聲音是你

的？」挨完罰，趕緊收攝心神，任何風吹草動都不入耳。師父的藤

條又立刻追上，「把耳朵打開聽聽，什麼聲音不是你的？」偶爾放

鬆望向四周，就被狠狠抽上一記，「眼睛東瞧西看的，哪一樣東西

是你的？」出堂之時，一陣風過，有雁飛翔，立刻警覺地閉目不看，

哪想到師父的藤條仍不放過，「睜開眼睛看看，哪一樣東西不是你

的？」

「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當頭棒喝，柳枝打掉我執的驕

傲與剛愎，轉化為無我。當我們以為自己懂得了、了然於心了、悟

道了，凡事就有定見、成見，甚至拿知識和修行，與人較量，要爭

個高下，知識反而成了我們的障礙。

有相的知識或思想也會讓人執著、計較。小孩子常常不明就裡，

向別人說：「這是我爸爸說的，我媽媽講的。」讀了幼稚園以後開

始變成：「我老師說的。」讀國中則又是：「我同學講的。」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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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期換成是：「我男朋友講的，我女朋友講的。」三十、四十

歲以後，慢慢就說心靈導師說的、哪個上師說的。佛陀於《金剛經》

中卻說：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

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

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為什麼佛陀要說，如果有人說「如來有所說法」就是毀謗佛陀？

《大智度論》中說：「般若波羅蜜，分為二分，已成就者名為

菩提，未成就者名為空。」

「空」有層次，茶杯是空，房間也是空，虛空也是空，有層次

的。我們「寧可起有見如妙高山，不可起空見如芥子許」。「空」

有十八空，空到最後恐怕會進入頑空、斷滅空，形成斷滅見。所以

不如不要把「空」做為一個修學的目標。我們從《金剛經》這段文

字就可以理解：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

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說諸法斷滅，就會落入斷滅的偏執。但是，發無上正等正覺心

的人，於法不說斷滅相，不著法相，也不著斷滅相。

「般若」是三世諸佛之母，直指本心，穿透文字障、知識障、

無明障等種種世間煩惱憂苦，直接通達諸佛的大智慧，並於現世實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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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是成就的祕訣。

「般若」是正見、正覺。「般若」是知道一切法依因緣而起、

虛假而有。「般若」是了解「緣起性空」，「真空」才能「妙有」

的空不滯空、有不住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每個眾生皆具備

的真心，要自己體察，在生活實踐，才能明澈放光。

我曾將般若分為以下層次：

一、人天乘：正見

就道理發表意見，不會離題，不會錯誤，等於照相，照出本來

面目。凡夫所能了解的因緣，就是正見。一般人經由各種學識、經

驗，容易了解世間許多痴妄的因緣，例如：病痛、煩惱、破財等等，

能夠知因而離苦，得到解脫，這是入世法的因緣。

二、聲聞、緣覺乘：因緣

所謂「果從因生、事待理成、有依空立」，比人高一點的聲聞、

緣覺、阿羅漢了解出世法，能夠勘破五蘊皆空，離所知障，把心靈

提升到更高一層的境界，知道萬事萬物無對待，知道六道眾生相互

而生，他就懂得「因緣」的真實境界了。

三、菩薩乘：空

是菩薩的階段，這時候不但證悟了世間法，也證悟出世間法，

而且能進一步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緣，「一色一香無非道，或語或

默終是禪」，以空為因為緣，自然能知成萬事了。

四、佛：般若

是佛陀的層次，是證悟了自性般若之後，本體與現象不二的境

界。在這個境界裡，沒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界限，也泯除了一切

人我世相的痕跡，因緣自來自去，不來不去，不住色相，一切自然

和合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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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樂器演奏來了解這四種層次：

不論如笛、簫、提琴、鋼琴之類，初學時，都要從認譜和按鍵

按弦開始，一音一調的練習、摸索，依照樂譜上的記號一個音一個

音練，必須看譜（外境）才能彈的情形，是第一層次的「正見」。

等到完全練得純熟流利，樂譜已經銘刻在心版上，不需要看譜

而心中有譜，雖然不看譜，可是心裡還有個譜本在（內外合一），

是第二層次的「因緣」。

繼續用心練下去，不看譜，心中亦無譜，一闕樂章可以渾然忘

我的一氣呵成，完全流轉無痕（內外相忘），心內心外都沒有譜，

卻總還有個「譜」的因，要照存在的譜彈，不能隨手自成樂章，這

是第三層次的「空」。

等到對音律、樂理圓融無礙，

就可以與大化共流行，隨心之所

遊、神之所馳而揮灑成曲，一遊

心即是般若，無忘無不忘（無內

無外），是最高層次的「般若」。

其實，正見、因緣、空、般

若等四者，都是「無為法」，所

謂「三鳥飛空，跡有遠近，空無

遠近；三獸度河，跡有深淺，水

無深淺」，也就是說，麻雀、鴿

子、老鷹，能飛的遠近有別；兔

子、馬、大象，因為身子大小不同，渡河時潛在水下的體積有異，

但是，空沒有遠近。這個比喻在說：證悟雖有深淺，但般若真性沒

有深淺，也不應住深淺，不要落入斷滅見。

對音律圓融無礙，就能隨心揮灑成
曲，這也是最高層次的「般若」。圖
為田村宗立所繪《官女彈琴圖》，京
都市美術館館藏。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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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初聞佛法的人，可以從有為，先從「有」的上面去理解為何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即所謂「欲會無為理，先從有事看」。

人常常就是被心外的假相所迷惑，明明是假的，我們當作真的，

明明暫時的，卻貪戀不捨，所以我們的心住在「有」裡，在心外執

著，在功名地位上執著，最後感到無盡的寂寞、高處不勝寒；在名

利上執著，錢過多了，有時人為財死。所以，世間上的無論什麼東

西，我們可以擁有，但是不要過度貪求，過多反為拖累煩憂，所以

我們應該用般若的智慧來看世間一切。

生活處處有般若

如何過「放光」的般若生活？

《金剛經》開卷即言：佛陀以日常的穿衣吃飯，顯示「般若」

的妙趣，令眾生都能在生活的行、住、坐、臥當中，體會、實踐「般

若」。吃時口中放光，持缽時，手上放光；入舍衛大城，即足下放光；

打坐時，通身放光，這些都是表現智慧、表現般若。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

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

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

缽，洗足已，敷座而坐。

阿難尊者說他從佛陀那裡聽聞：

那時候，佛陀住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中，有一千二百五十

位大比丘眾隨侍左右。

到了吃飯的時候，佛陀穿上袈裟，拿著飯缽，帶領弟子們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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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衛城，挨家挨戶地托缽乞食。之後，回到給孤獨園中。吃過飯後，

佛陀將衣、缽收拾好，洗淨了腳，鋪好座位，盤腿坐著。

我們來看佛陀在《金剛經》開卷示現的六度（六波羅蜜），如

何令日常生活的行止從容自在：

一、持戒波羅蜜：著衣持缽（手上放光）。示現律儀的肅靜、

安詳。

二、布施波羅蜜：城中乞食（足下放光）。佛陀乞食，令眾生

聞佛法，以佛法布施，和眾生結緣。

三、忍辱波羅蜜：次第乞食（眼睛放光）。乞食依次第，不論

滿缽、空缽，食物好壞，都平等以視。

四、精進波羅蜜：飯食訖，收衣缽（口中放光）。佛陀從入城

乞食到收衣缽，一切不假手他人。

五、禪定波羅蜜：洗足已，敷座而坐（通身放光）。

六、般若波羅蜜：佛陀一日的生活，從穿衣吃飯到洗足敷座完

成五種波羅蜜。這些呈現於外的日常形相，無非是般若的「相」，

般若的「體」就是以「般若」為心，妙用於生活的行住坐臥，成就

「波羅蜜」。

佛陀於《金剛經》開卷示現這段般若放光的六度生活，不以戲

法作怪展現神通，而要我們在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以自己內心

本具的「般若」，過放光的般若生活。

般若是光，光是沒有染汙，是清淨自在的。放光不是諸佛菩薩

才有的，只要在生活裡，我們說柔軟的、善良的、讚美的語言，這

不是口中在放光嗎？

觀看人世，以慈眼平視眾生，以慧目觀照社會，這不就是眼睛

在放光嗎？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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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親手為別人服務勞動，不也是手掌放光？

聽聞佛法、聽聞歌頌佛德的梵唄，這不是耳朵在放光嗎？

滿臉的笑容、滿面的慈祥，這不就是面容在放光嗎？

心中的慈悲、菩提、道念，這不就是心中在放光嗎？

身體的端正，行立坐臥的威儀安詳，對於他人的輕賤垢穢能含

容不二，這難道不是通身放光嗎？

人，如果到了無光可放，就如同「黑漆皮燈籠」。我們不要只

管外面的陽光、電光、燈光、火光，更不要去在意邪魔外道的暗光

與假光，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光」在哪裡？我們的眼、耳、

鼻、舌、身都能放光嗎？我們的「心」能夠「放光」嗎？我們能點

佛如光，能帶給眾生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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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真如自性、般若真理的心光嗎？

《地藏經》云：「下心含笑，親手遍布施。」諸佛菩薩要成就

度化的因緣，是謙卑如地，含笑親手布施。如是修持，則生活中有

般若，人人得安然，灑脫自在。

如何實踐般若

沒有人能代替你活或覺悟

般若如何內心本具？如何能開悟見性？不依靠聖水、符咒或是

上師的灌頂加持，要打破內在的黑闇執迷，一切都要靠自己，別人

代替你不得！

智閑參訪溈山禪師，溈山禪師問道：「聽說你在百丈禪師處問

一答十，問十答百，是真的嗎？」

智閑答言：「慚愧！」

溈山禪師：「這不過是世間上聰明的辯解，對了生脫死毫無助

益，現在我問你，什麼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

智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沉思許久，請示道：「請禪師慈悲為

我解說。」

溈山禪師：「我知道的，我若為你說破，你將來真正開悟時會

罵我。」

我們學佛，如果只是追求勝境感應，貪得上師指點，為我們免

難消災，就錯用心機了。我們若是只旁觀別人鍛鍊身體，自己是不

會強壯敏捷的。工作的專業需要系統化的練習，我們想要解悟慧

命，又何嘗能夠輕慢貪懶？

道謙禪師與好友宗元結伴行腳參學，途中，道謙不能忍受跋山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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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水的疲困，三番兩次鬧著要回去。

宗元就安慰他說：「我們發心來參學，現在半途而廢實在可惜。

我知道你很倦累，那麼從今以後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代勞，只

是有五件事我幫不上忙。」

道謙問道：「哪五件事呢？」

宗元笑答：「穿衣、吃飯、屙屎、撒尿、走路。」

宗元的話，道謙終於領悟，不只穿衣、吃飯、屙屎、撒尿、走路；

本來，別人就真是沒有辦法代替我活著，想要得參透慧命，又怎能

起依賴的怠惰心？

有些人即使信仰佛教多年、深入經藏，能夠把佛書中的道理說

一大堆，但是，在生活中無法落實，是非得失不能放下，這樣就不

能契合《金剛經》的旨趣。如果將佛教與生活分開，離開生活就沒

有「般若」，也就無法了解「空」。

有一個商人，平時信佛，只是脾氣暴躁，生氣時，常常口不擇

言叱罵自己的母親。有一天他到廟裡去燒香，看到觀世音菩薩那麼

莊嚴美好，心裡想：觀世音菩薩有求必應，我如果能親自見到，請

菩薩幫忙我生意興隆、做事順利，一定可以賺更多的錢。於是他向

住持和尚請求：「法師啊！我要怎麼能見到觀世音呢？」

住持和尚為了度化他的痴迷，就對他說：「你回家去！如果看

到衣服穿反了，鞋子套錯邊的那個人，就是觀世音菩薩，他是有求

必應！」

商人歡天喜地趕路回家，一路上並沒有見到法師所說的菩薩，

心裡正氣憤法師騙他，回到家大力的敲門。母親聽到急促的叫門

聲，又急又怕的來開門，結果衣服、鞋子都穿反了。

打開門，商人一見母親的樣子，不就是法師所說的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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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他恍然悔悟，身邊的母親，用血乳哺育他，一生終老殷勤的照

料他，不就是有求必應的菩薩嗎？商人自此痛改前非，恭敬孝養母

親頤養天年。

並非在誦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時才有般若，也不是一定要

閉關當中才有般若，般若在平淡無奇的吃飯穿衣之中，在平常待人

接物處世之中。

龍潭崇信參訪天皇道悟禪師，一住就是二十年，但他始終認為

沒有得到一點佛法，於是就去告假離山。

天皇禪師問他：「你要到哪裡去呢？」

龍潭回答說：「我要去參訪佛法。」

「這裡就有佛法了，你還要到哪裡去參訪呢？」

「我來了十幾年都沒聽到你為我開示佛法，這裡怎麼會有佛法

呢？」

「哎唷，你可不能

打妄語呵！」天皇禪師

說：「怎麼說我這裡沒

有佛法呢？平常你端茶

來，我就接過來喝；你

拿飯來，我就接過來吃；

你向我合掌問訊，我就

向你點頭回禮；這些處

處都在告訴你佛法，怎

麼說沒有呢？這些就是

佛法，就是生活中的般

若啊！」
禪畫禪話―龍潭參天皇「茶飯禪」。
（高爾泰、蒲小雨 /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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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這就是般若啊！」龍潭說：「讓我想想看。」

天皇禪師說：「你不能想，想就有分別心，就不是般若了。」

龍潭言下終於大悟了。

這正是「不可思議」，悟在當下。清朝溥畹大師著《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心印疏》，講到：「爾時須菩提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合掌恭敬，作如是言。」這一段，他解釋，悟道的人，像

飛龍乘風乘雨去，尚未開悟的人，則像蝦子、螃蟹，猶在努眼睛。

對沒有悟道的人那種茫然的樣子，形容得可謂活靈活現，所謂「燒

尾鼓浪成龍去，蝦蟹猶然努眼睛」。

我們一輩子都有頓悟的機會，我們每天都有頓悟的時刻，賴床

的人每天在遲到的苦惱中頓悟要早，體能漸差的人每天都頓悟要運

動，但都只是想一想，習氣難改，所以「悟」，不能只是一時短暫

的「了悟」，要能夠在現實的「實踐」中「體會」，於「現世實用」，

才能體悟「生活禪」―生活便是禪，才能逐漸地度煩惱、苦厄，

得自在菩提。

《雜寶藏經》有一則婢女與羊相瞋的故事：

有一個婢女，負責磨房的工作，每天早上要把主人交代的大麥、

黃豆等雜糧研磨成粉。有一隻羊常常趁婢女不注意的時候，偷吃豆

粉。因此婢女常被主人懷疑研磨的豆粉斗量不足，而被怒叱責打。

每次婢女被主人責怪後，就生氣拿起竹杖捶打羊，屢次挨打的羊，

心中也積集怨恨。

有一天，婢女在生火，羊看見他空手無杖，就用角去觸犯他，

婢女又氣又急，就拿起著火的木柴打羊，羊被火燒痛時，四處翻滾，

身上的火苗，焚燒村人、房舍，並且殃及山野。山中有五百隻獮猴，

走避不及，也被火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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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和婢女相互含瞋怒怨，造成這麼可怕的災難。所謂瞋火一起，

燒盡功德樹林；瞋怒一生，剎那飄墮腥風血雨的羅剎鬼國。

《優婆塞戒經》說：「菩提有三種：一者從聞而得，二者從思

惟得，三者從修而得。聲聞之人從聞得故，不名為佛；辟支佛人從

思惟已少分覺故，名辟支佛。如來無師，不依聞、思，從修而得，

覺悟一切，是故名佛。」

如來就是佛陀，不是因為聽聞佛法、思慮佛法，而是在自己修

道的過程覺悟了佛法，所以能夠成佛。

有個男子是做小偷的，有一天，兒子問他：「爸爸！你老了，

我怎麼來謀生呢？你總該傳授我一點祕訣吧！」

父親說：「好啊！今天晚上傳授給你！」

到了夜靜更深的時候，父親叫兒子隨他出去，找到一戶人家就

下手偷東西，他們偷偷的跳了牆，進了室內，打開了櫃子，父親叫

兒子先藏在櫃子裡，忽然父親大叫：「啊！有賊！有賊！」

主人聽到後，馬上醒來捉賊，老賊已經跑了，小賊就關在櫃子

裡面，心想：「父親真是豈有此理，怎麼把我關到櫃子裡，就大聲

一叫跑掉了，叫我怎麼辦呢？」這時候他只能靠自己脫離這個危難。

情急智生，他想一個辦法，在櫃子裡學老鼠叫：「嘰嘰喳

喳……」主人拿著燈在找賊，聽到老鼠叫也就鬆懈了，「唉呀，這

是老鼠叫，賊跑掉了。」當他們防守一鬆，小賊衝出去，把燈用力

吹滅。主人立刻隨後追趕，小賊很是著急，「糟了，後面又追來

了。」他隨時又想了一個辦法，走到一個古井邊，拿一塊石頭丟入

井中，主人追到井邊說：「唉！今天出人命了！」說完就走。這小

賊就這樣安然的回家。

回到家，兒子就責問爸爸說：「你今天怎麼這樣捉弄我？」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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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問：「我怎麼捉弄你？」

兒子說：「你把我關進櫃子，大叫：『有賊！有賊！』」

爸爸就問：「那你怎麼出來的呢？」

兒子就如此這般一說，爸爸聽了很高興，說道：「兒子，我有

傳人了！你悟到這個道理，就知道隨機應變要靠自己，別人是不能

傳授我們什麼啊！」

我們在生活中常常聽到學生怨老師偏心，徒弟怨師父不傳授真

正的祕訣，子女怨父母偏愛，但是，成就生命的祕訣不是別人給的，

「般若」是我們自己內心本具的，是我們成就的願力，和實踐的執

行力。

若是不內求般若，不實踐般若的生活，只是空談般若，又有何

用？

當五祖把衣缽傳給惠能以後，知道眾心一時不能明白，於是要

他深夜離開。六祖惠能離開黃梅以後，有數百位和尚為了衣缽追逐

而來，惠明追趕上他，想要搶奪五祖傳給他的衣缽。惠能便將衣缽

放在路旁的石頭上，說：「衣缽是法的象徵，豈可用暴力來爭奪？

要就拿去吧。」於是隱身草叢裡。當惠明要拿衣缽時，拿不動衣缽，

明白了，心生慚愧，就請求六祖惠能為他開示佛法。惠能教他：「不

思善、不思惡，制心一處而無妄念。沒有妄念，就是般若。」

惠明又問：「除了這個密意，還有沒有其他的密意？」

惠能回答他：「如果能說出來的話，就不是密意了。假如你一

定要探求密意，要能夠從自性裡面去追求，密意就在你自己那裡。」

真正的密意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清淨自在的般若，就

在我們的心裡。領會了密意、領會了般若，還是要落實到衣食住行

的個人實踐，活用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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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中養成執行力

執行力也是組織企業通往成就的祕訣。

當年，梵蒂岡安霖澤（Arinze Francis）樞機主教對於佛光山在

一九九六年底，以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妥當地安排、協助在台灣舉

辦天主教與佛教領袖對話的國際會議，印象極為深刻。前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知悉此事後，也企盼能和我見面。

只要相信心的力量，每天往好的方向想，想這件事一定會做成

功、想該如何能夠做得成功，每天眼睛睜開都覺得很有希望，不停

去做，就一定會完成。

世間事業的失敗，經常就是因緣不具，因此培養因緣，是人生

成功最大的祕訣。所謂「諸法因緣生」，一切事業都要有資金、土

地、市場、計畫、文宣、人才等等，任何因緣的缺少，事業就不容

易成就。所以，受困的時候，不必怨天尤人，要與人結緣，眼裡有

人，才能把人做好，把人做好，才容易與人廣結善緣，以自己的能

力發心，回向給別人，把自己融入到其他的因緣之中，將來因緣具

足，就能有所成就。

許多事情都在很艱難的環境中完成，但我自己不覺得難，別人

不敢想的，我都願意鼓起勇氣去嘗試，碰到挫折不放棄，佛法講因

緣，因緣和合而成，因緣不具，一切事情皆難成。所以，因緣不具

足時，就等待因緣或創造諸善緣。只要最終決定要做，我會向弟子

們解釋必要性及重要性，不輕易屈從多數人的反對。

有一年，資深記者陸鏗來訪，有朋友對他說：「你要去勸勸大

師，佛教辦報紙是不可能的事，千萬不要做。」結果一席長談，陸

鏗非但沒有讓我打消主意，反而被我說服在《人間福報》開一個專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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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我就養成習慣，隨時思考：「倘若將來有機會辦雜誌，

該如何編排充實的內容？倘若有機會傳法，該講些什麼內容？」我

從來不在因緣不具足的時候，只是空等、徬徨、悲觀，我傾聽、從

無相布施的過程當中，向世間眾生萬事萬物學習，累積經驗智慧，

一旦機緣成熟，不論創建道場或興辦學校，一切構想、程序、細節

早已成竹在胸，自然能夠順利進行。

佛陀每每在宣講法音妙諦時，首先必須具備六種因緣的成就，

像《金剛經》的開頭：

信成就―大眾對聞法的信心已經建立了。（如是）

聞成就―大眾都已具備聞法的福德資糧。（我聞）

時成就―講說的時節因緣已經成熟。（一時）

主成就―說法主正歡喜地演說妙法。（佛）

處成就―法會的地點非常的合適。（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眾成就―聞法的信眾都集合到齊。（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

俱）

要啟建一場法會，必須有六種因緣的成就。我們今日讀《金剛

經》難道不是殊勝的因緣？我們每個人的生存，都要感謝世間的因

緣，感謝別人成就我們，這是多麼值得歡喜讚歎！宇宙間萬事萬物

都是因緣和合而成。

佛經裡一概沒有交代講經的年月日時間，都用「一時」來交代。

為什麼佛典不明確表明時間？因為所謂的時間概念，不過是緣於眾

生業感果報不同。例如：地球上每一個國家的時間都不一樣，台灣

的時間是下午一點鐘，美國卻還是凌晨。一個地球因為地域不同，

就有「時差」的分別。佛經的「一時」泯除眾生對有限時空的觀念。

只要我們和佛能夠一心合會，就算只是「一時」感應，在法性裡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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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亙古無窮的受用。

《長阿含經》裡有個吹法螺的故事，可以用來比喻因緣和合的

關係。

很久以前，有個村落裡的人從沒有聽過吹法螺的聲音。有一天，

一個善於吹法螺的年輕人，來到這個村落拿起法螺吹了三聲，然後

把法螺放在地上，村莊裡的男男女女聽到這聲音，都十分驚奇，紛

紛跑來問這個年輕人：「你吹的是什麼聲音，怎麼如此婉轉悅耳

啊？」年輕人指著法螺回答：「是這個東西發出聲音。」村民們用

手碰觸法螺說：「喂！你可以再發出聲音來嗎？」法螺卻默然不響。

年輕人再拿起法螺，又吹了三聲。村民們才恍然大悟：「優美

悅耳的聲音，並非是法螺的力量，必須要有手、嘴、氣彼此合作，

法螺才能發出聲音。」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心的管理。佛光山以人間佛教的信念凝聚眾

人，僧團教團的成長，是每個人「發心」慈悲、奉獻自己的心力，

一個團體的成長，是每個人奉獻自己的心力，集體創作而成的。圖為佛
光山大眾出普坡，合力搬運拆下的平安燈牆。（知泉法師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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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創作而成，不是任何一個個人的力量能單獨完成。因為人間佛

教的信念，就是利益眾生，歡喜無悔，所以不管再怎麼辛苦，都心

甘情願。

以用錢來說，人人都知道「十方來，十方去」，了解分毫都來

自眾生的布施，所以要善加運用，活動或專案，往往能低於預算完

成。再例如人力資源，在共同的理念目標下，只要對大眾有益，就

能「發心」，心甘情願投入心力，這一點恐怕是許多的民間企業都

很難做到，而這就是無我度生。

一般人看《金剛經》，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發心」二字，但

是經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

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要發心度化那麼多眾生，不是給眾生吃飯、穿衣就有功德，而是讓

眾生能夠解脫，所以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佛陀不以

為眾生是他能度的，因為，眾生本來就是佛，佛陀只是依因緣度化，

佛陀不居功德、不住功德，這就是「發心」，而且是發廣大心、發

無對待心、發無顛倒心、發平等心，真是無限的大心！

十七歲時，我染患瘧疾，乍冷乍熱，極為難受。當時在叢林參

學的人，都抱定把色身託付給護法龍天的決心，即使得了疾病，也

從未聽過有人請假休息。我拖著虛弱的病體隨眾作息，直至全身虛

脫倒臥在床上。大約一個月後，家師志開上人遣人送來半碗鹹菜，

我捧著那碗鹹菜，感動得涕泗縱橫，感謝師父如此愛護弟子。於是，

我立下誓願：「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將全副身心奉獻給佛教，以

報答師恩。」不久，我的病就痊癒了。

這一輩子，為了普及佛教，我不曾放棄向自己革命，因緣不具

足的時候，我不會只是枯坐等待因緣，有時，要有能力變通，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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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力量，創造動力，發揮影響力。佛陀不是向外革別人的命，而

是向內革自己的命，我一直願意學習佛陀向內革命的精神，改變自

己的觀念、滅除習氣，不斷更新。

人要做海綿，不停學習吸收；不要做塑膠袋，滴水不透。

人的無限潛能

我生性原本膽怯。年少時，對著群眾說話老是舌頭打結，於是，

我在上台以前，將講稿一讀再讀，直至滾瓜爛熟為止；平時，學習

主動迎接賓客，並事先想好應對的詞語。夜深，不論多麼疲憊，都

要自己反省一日說話的得失。

我的聰明才智比不上別人，就讀佛學院時，老師的責備、同窗

的訕笑，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發願以勞動彌補己之不足。我摸黑起

床，打板司鐘（負責提醒作息的鐘板號令）；同學自修時，我發心

到河邊打水供養大眾；三餐前後，趕去齋堂行堂灑掃；課餘之暇，

前往大寮典座（在廚房擔任料理大眾齋飯飲食、調味的職事），在

熱爐沸湯、柴米油鹽中穿梭不停。

叢林生活十年，我做了六年行堂（齋堂中負責照顧大眾用齋的

人員）、兩年司水（準備漱洗用水的人員）、一年半的香燈（照管

香燭、油燈，擺設供器、供品，清潔佛像、佛殿的人員），還兼任

圖書管理員。行堂是最苦的，每到冬天，我的雙手浸泡在冰凍的水

裡洗幾百雙碗筷，手掌、手背的皮膚處處都龜裂了，連裡面紅色的

肉都看得一清二楚。

為了磨練身心，激發自己的無限潛能，我曾效法古德，以各種

方式來刻苦自勵。「過午不食」讓我體悟到精神超脫的法喜，除去

口腹貪求之欲；「刺血寫經」讓我感受到自己與佛陀血肉相連，與

《成就的祕訣：金剛經》第二章―祕訣：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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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心心相應；實行禁語期間，曾因多次違禁而掌摑自己，久而久

之，連心中也不復閒言雜語；在拜佛禮懺期間，我仆倒佛前，長跪

哀悔往世罪業，任無明層層剝落。

一般人祈願，莫不為自己求。我在二十歲以前，也不免跟大家

一樣，總是祈求佛陀加持我，讓我聰明，讓我進步，讓我衝破一切

難關，讓我順利學佛求道。二十歲以後，我從佛學院結業出來，忽

然覺得每天都是為著自己向佛菩薩求這求那，會不會太自私了？此

後，改為替父母師長、親朋好友，乃至為有緣信徒祈求，願他們身

體平安，福慧增長。

慢慢到了四十歲以後，有一天，我發覺這樣仍是自私的貪求。

於是，從四十歲到五十歲，我就為世界和平、國家富強、社會安樂、

眾生得度而求。

過了五十歲，我又忽然心有所感，每天都要佛菩薩為世界、為

社會、為眾生成就和平、安樂，那我自己是做什麼的呢？所以，

五十歲以後，我求佛菩薩，讓我來為天下眾生負擔業障苦難，讓我

來承受世間人情的辛酸冷暖，讓我來體會力行佛陀的大慈大悲，讓

我來學習佛陀如何示教利喜。

般若講究證悟，悟還不是證，悟是契入道理，還不能完全合而

為一。證，最高的道理，如梁武帝見達摩祖師，梁武帝問：「我度生、

印經，有多少功德？」

「了無功德。」達摩祖師回答的，和梁武帝所了解的功德不一

樣。梁武帝有沒有功德？當然有，世間功德，不論做多做少都有功

德，只是，有相的功德，不能和很大的根器、究竟的、無為無證的、

通天徹地的功德相比，達摩祖師講的是自性功德，那是我們苦心追

求的，以現在的話來說，找到無限的潛能，本領就高，武功就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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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武俠小說常說的「打通任督二脈」。

如今，有時聽到人家說佛光山大，我反要問：「大在哪裡？」

道場的多寡、組織發展的規模，隨緣自在吧。我當然不是七十

歲才學佛的，但可說到了七十歲才成熟，許多道理原來都在我身

邊，以前霧裡看花，總有所求有所願，但是，自在是不能求的，找

到般若真心的本然，才一天一天地越發自在了。

經典都以「如是我聞」為開頭，以「信受奉行」做為結束；能

夠信受奉行佛法，就是「行佛」。「行佛」比對佛法知識的理解或

是經文的背誦，更能貼近佛陀的意旨，「行佛」，就是實踐佛陀的

教法。平時我們稱呼學佛的人為「行者」，就是要去「修行」佛法，

要如佛陀所說、所行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是要「行佛」，而

不只是「學佛」而已；想要有所成就，是要時時刻刻、每日在生活

中實踐，而不應知道了訣竅卻束諸高閣。

讀《金剛經》，是為了在生活行佛、在現世實用；成就的祕訣，

就在我們能否以「般若智」、「金剛心」活出生命的大自在。

星雲大師一筆字《般若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