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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是作者閱讀星雲大師的著作《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一書的讀書

心得。星雲大師真是一位智慧悲心過人的菩薩，他談觀世音菩薩，是以運用

面為主，並非為觀世音菩薩的存在做學理的論證。觀世音菩薩的存在就是深

心信仰而已，在信仰的基礎上，大師談了許多運用的智慧，就是這些智慧，

讓筆者理解大師的修養及佛光山輝煌事業成就的真正奧妙，那就是人人自做

觀世音菩薩。

關鍵字：觀世音菩薩　信仰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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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book review on How Do You Know Guanyin Is There? written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ho is indeed a bodhisattva with unsurpassed wisdom 

and compassion. His discussion of Guanyin is mainly from an approach of practicality 

instead of a logical analysis to prove Guanyin's existence. Guanyin's existence is 

deep faith and nothing more. Based on faith, Venerable Master discusses the wisdom 

of different practices, which has enabled me as the reader to realize the profundity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grand accomplishments of         

Fo Gaung Shan, that is, to be a Guanyin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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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筆者常常閱讀星雲大師的文章，也不時有機會親近佛光山各種相關活

動，深覺星雲大師真是一位智慧悲心過人的菩薩，他其實是一位實踐者，固

然有許多的講話、開示、甚至直接的文字著作，但其實都是以教化為目的，

實用為主，是對佛法的生活面運用，而不是對佛教思想理論的學術性探討。

當然，星雲大師所述皆真，作為引導大眾的大師，自然所言皆如理，因此要

對大師的思想做番探討，其實頗為多餘，應該就是專心聽話，誠懇接受，認

真執行，這樣就是對大師講話及寫作的最好學習方式。本文之作，即是抱持

學習的心態，想要對大師有文字著作的專書《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進行

心得反思。

大師談觀世音菩薩，仍是運用面的為主，大師既是佛門中人，已是深信

佛法，自然無需為有佛無佛的學術辯證，對觀世音菩薩的存在就是深心信仰

而已，在信仰的基礎上，大師談了許多運用的智慧，就是這些智慧，讓筆者

深為折服，並引發自己的反思，值得為文記述。

本文之作，針對《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一書進行心得反思，實際上

並不是在做學術探討，本文之段落標題，仍為大師專書中之標題，筆者對大

師著書中若干段落之文字義理深受啟發，歡喜為文，以使自己受益更深。

筆者母親信佛，自小就說已為筆者祈請做觀世音菩薩的契子，雖然混有

民間信仰的習俗，但筆者自幼就是一句閩南語發音的：「南無大慈大悲救苦

救難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常念心頭，甚至晚上做惡夢時也是這一句佛號將

自己衝醒，所以自覺受恩於觀世音菩薩，而大師本書之書名《怎樣知道有觀

世音菩薩》，真是深深吸引筆者，企欲知道觀世音菩薩如何存在？然而翻閱

已畢，大師其實不是在學術上做甚麼學理的辯論，一如士林哲學的上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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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般，大師是在已然深信的基礎上，如何透過實踐力去把觀世音菩薩彰顯

出來！這些實踐之知，也是筆者想要受為己用的寶貝，既然如此，就藉由書

寫功德，收入心內！

一、怎樣知道有觀世音？

如果相信大乘佛學命題，眾生皆有佛性，甚至眾生本來是佛，則理論上

說有觀世音菩薩或其他一切菩薩的存在就不是難事了。既然如此，星雲大師

問這個問題的重點何在？原來，大師的重點是在，有沒有觀世音菩薩這不是

理論上的問題，而是在有信仰的前提下，作為有情眾生的存有者，如何在生

活中體知有觀世音菩薩？那這就是要靠每個人自己實踐的智慧了。參見其

言：

也許，你會懷疑：「真的有觀世音菩薩嗎？」

或者，你會自問：「觀世音菩薩真的靈驗嗎？」

觀世音菩薩在哪裡？

他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當覺知到自己起慈心，即知有觀世音

菩薩。

慈是「予樂」，悲是「拔苦」。慈悲兩字，代表觀世音菩薩倒駕

慈航、累劫勤苦―「給予一切眾生快樂，拔除所有眾生之苦」

的無我精神。

當我們心生起帶給別人快樂，為別人解決問題的善念，並化為實

際的行動，那就是觀世音菩薩和我們印心的「拈花微笑」之時！

觀世音菩薩具有各種的化身，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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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現，有時是一隻狗，或是一朵花，乃至我們的敵人，他們在

某個特別的時刻出現，甚至發生某種現象，都隱藏在因緣之中，

要我們去參究洞察的觀音心。如果以世俗之相，要去尋找觀世音

菩薩的話，就好比水中撈月一般，徒勞無功的。1

確實，既然信佛了，則佛法中的世界觀，以及它在世界，就是一切皆真

皆實，然而菩薩為意生身，自然不是肉眼能見，因此見不見菩薩身其實不是

重點，若是有修行證量甚至有神通者自然能見，但就一般人而言，如何去親

近他呢？星雲大師的話語真是智慧之語：既然人人本來是佛，且眾生皆有佛

性，自然人人以成佛為生命的根本意義，而成佛以救度眾生為法門，因此人

人心中都種有觀世音菩薩的願力，因此「當覺知到自己起慈心，即知有觀世

音菩薩。」甚至，「觀世音菩薩具有各種的化身，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觀

世音菩薩的化現。」有智慧如此，何愁眾生不得救度？眾生都是生活在種種

煩惱苦痛之中的，都希望有位大力能仁的菩薩能救助自己，但是否真有觀世

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是否真的靈驗？

其實，問這些問題及擔心這些事情都是無用的，只有在自己還有能力的

時候，樂於助人，發起善心，發揮佛性，去幫助周圍需要幫助的人，這才是

生命的真諦。至於自己所需要的幫助，那就先隨緣了。若人們相信有觀世音

菩薩，而自己沒有時時助人的善念，只是在面臨危難時脫口呼喊，此時一心

質疑有沒有觀世音菩薩或是否真的靈驗？這樣的行為本身是矛盾的。平常沒

有善心助人的人臨難時也不會相信有免費的善士會救助他的。如果其人於臨

難時真心相信，並真心祈祝救助，則此時當下此人必已發了善心善念，必已

起慚愧心，亦即已是深心信佛的人了，則其祈祝並獲救度即屬合理並可能。

所以，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對這個問題，星雲大師的處理並不是從

外在世界的任何現象去讓人確定知道真的有觀世音菩薩，原本人們希望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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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有觀世音菩薩，從而自己可以安心信仰。但經過星雲大師的智慧改造，這

個問題已經轉向為怎樣讓自己做觀世音菩薩的事業，以讓眾生得利而得信觀

世音菩薩，所以是讓別人知道有觀世音菩薩，而不是讓自己被說服有觀世音

菩薩。至於怎樣讓別人知道及相信，重點就在於將自己的佛心佛性彰顯出

來，一念心善及於助人，世人就知確有觀世音菩薩了！

二、訓練圓滿的觀音心

要讓別人心相信有觀世音菩薩，就要自己來做觀世音，但做觀世音菩薩

決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碰到別人需要幫助時才展現出菩薩心腸，而是平常

就要展現，並且能使自己受益，如何操作呢？就是平時自己碰到困難時也可

以運用觀世音菩薩的心腸來面對，這同時是自我鍛鍊，同時是培養自信心，

就是把自己當作觀世音菩薩來幫助自己，這時也等於就是觀世音菩薩來救度

自己了。參見其言：

換一個角度，當面臨痛苦時，試著把我們的角色轉換為觀世音菩

薩，想像觀世音菩薩在面臨這個困境時，他會怎麼做？是手忙腳

亂，還是從容以對？他怎麼讓自己的心處於平靜安定狀態？

在此之前，你可以先默念觀世音菩薩聖號，讓觀音的慈悲心流入

你的心中；如果你能以觀音心去面對痛苦，相信你對痛苦會有不

同的感受，你會比較敞開心懷去面對它，而痛苦對你的負面影響

也會銳減，甚至會消失。

同樣地，當我們面對家人的痛苦、朋友的痛苦，乃至陌生人的痛

苦、敵人的痛苦、一切眾生的痛苦，我們若以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心去看待他們，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感受？變得更能同情、寬容和

體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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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希望有困難時被救助，自己當然也是，當有困難時，星雲大師不

是要人去誦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來救度自己，而是要自己用觀世音菩薩的心

眼來看待自己的處境，觀世音的心眼是甚麼呢？不過就是慈心與悲心。自己

為何會有困境呢？是自己的貪欲？還是他人的惡念？若是自己的貪欲，則一

念慈悲心起便立即澆熄貪欲而遠離煩惱。若是他人的惡念，則自己慈悲心

起，也會對他人的無奈為惡升起同情，把自己所受的苦難視為對他人的慈悲

承擔，就自然不會再怪罪他人，而自己的苦難也就變成只是多一些辛苦的勞

務而已，則自然艱困悲苦之情也就消弭了！這是何等的智慧啊！慈悲心一念

興起真是除萬難呀！

另外，看到他人正在受苦，有時候因為知道就是他們自己的過錯造成

的，因此會興起厭惡之感受，甚至對於他人的苦難，更易有責難對方遭受報

應的心態。不過，觀世音菩薩就是觀眾生之苦而救度之的，為何要救度？因

為眾生就是在受苦之時才懂得反省的，此時有大慈悲心的菩薩施予救度，才

是施予學佛好因緣。凡人視自己為凡人，因此見人受苦會有責難譏笑之心

態，但若是自視為菩薩，對別人就只有同情悲憫之情。說到底，星雲大師不

是要人去求觀世音菩薩來救度自己，或救度他人，而向來都是要自己以觀音

心去對待自己及眾生，視自己就是觀世音菩薩。這似乎正是大師自己心境智

慧的寫照，就是他自己這樣做了，所以才知道用這樣的方式來彰顯觀世音菩

薩的救度精神！

三、願心的昇華

觀世音菩薩是有求必應的，不只是苦難的解除有求必應，其他的願望也

可以為你達成。星雲大師就說明自己從20歲以前，到20歲以後，40歲以後，

50歲以後向觀世音菩薩所求的事情，從中見出大師自己的心願之提升，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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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祈願讓自己就來做觀世音菩薩的聖事。參見其言：

多年來的修持體驗，使我深有所感：「發心立願」如同學生的升

級，應該要策勵自己不斷進步，像地藏菩薩的誓願從「超度亡

母，出離苦趣」到「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經過了無量億劫的

考驗；彌勒菩薩的發心從「求名求利，遊族姓家」到「降誕娑

婆，廣度眾生」，也是多少阿僧祇劫心的提升的結果。

而我單單一個願心，就花費了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在人間佛教方

面，才漸漸有一點點了然於心；在修道成績方面，才慢慢有一點

點差可告慰。可見生命是一場長久的馬拉松賽跑，誰能「發大願

心」，堅持到底，誰就能真正地給人好因好緣。

就讓我們發心立願：處處都見觀世音，自己願做觀世音；既做觀

世音，喜為他人圓滿所願！3

大師說他20歲以前求的都是自己的能力福慧，20歲以後則都是為周圍的

眾生求福壽平安，40歲之後則是為全天下人求和平安樂，但50歲之後卻不

再是請求甚麼而是要求讓自己來做甚麼，而所做的都是利樂天下人眾生的事

業！所以大師意識到，發心的境界層次是要一次次地提升的，這真是令人敬

佩，反省一般世人，固然稍有起心動念要助人，但都會受到能力及願力的限

制遂適可而止，甚至退步。因此能力的提升絕對是要務，但是能力的提升決

定於願力的大小，願力小者所需的努力也就更小，其結果能力也就大不起來

了。

原來能力的背後就是願力，而願力受制於我執的大小，我執大者助人的

願力就變小了，我執小者助人的願力才會變大，則願意學習努力的動力也才

會加大，其結果就是能力不斷地增強，關心的對象愈來愈多，而層面也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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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廣，其收效當然也隨之更加宏大了！

星雲大師談的觀世音菩薩，早就不是在學理上說明菩薩存在的可能性或

必然性，也不是在知識上說明歷史上的觀世音菩薩的成道因緣及男性女性等

等俗緣之事了，而根本就是在說如何自己做觀音的大願力發心之事了。

一個無惑者才能發大心、有大能，一個無我者才能自己做觀音，世人多

有俗事纏身，俗事皆因私我之念而有，我執牽染，故遭苦果，而需觀音菩薩

救度，若自己除我執、且智悟領會世間真相，則可發大心為眾生解除苦難，

自己做觀音。然除我執何其難也！我們要做被救度的眾生？還是要做度人的

菩薩呢？星雲大師典範在前，令人景仰！

四、一心稱念即得解脫

一般認為，佛的境界高於菩薩，鳩摩羅什也說，十地菩薩一念忘卻自己

在救度眾生，也即是成佛了！所以成佛是經過菩薩的修行階段的。不過，這

是就眾生的眼光來看的。星雲大師指出，觀世音菩薩是已成佛的佛而示現菩

薩行的，因此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甚至也可以說是觀世音菩薩的示現而

已。說這些話一方面是為免除世人的執著，去區分一個孰大孰小的佛菩薩身

分，二方面更是說明眾生皆是本來是佛，是佛是菩薩都只是在做一件事，即

是開示眾生、救度成佛，不論以何身分，就是在創造更多的成佛因緣而已！

世人執著，不追究自己是否在努力淨化成長，卻執迷於佛菩薩的地位高下，

這是不智的，這是根本忘記眾生皆本來是佛的最高真理！參見其言：

佛經裡記載，觀世音菩薩是過去的「正法明如來」，早就已經成

佛，法身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只是為了救度眾生而倒駕慈航，成

為現在的觀世音菩薩，或做阿彌陀佛的「補處菩薩」。菩薩和

佛，談不上誰大誰小，只是應眾生根機，視眾生需要，隨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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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4

由此看來，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又何嘗不是觀世音菩薩的示現

說法？所以，在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面前禮拜觀世音菩薩，意

義也是一樣的，千萬不要罣礙。5

人要求佛菩薩保佑時，才會在意孰大孰小，人求自己時，就不會在意這

個問題了，甚至人願意發心救助天下眾人時，自己就是菩薩就是佛，則佛

菩薩的區分更不重要了。星雲大師的這番開示，還是自己做觀世音菩薩的襟

懷。何等大器！

自己做觀世音菩薩是要有行動的，不過，實際行動之前要有堅定的信

念，一般所稱觀音法門的修行方法，是以念誦持咒為形式，參見其言：

有關觀音法門的修行，如稱念觀音名號、持誦＜普門品＞經典或

＜大悲咒＞，或者禮拜《大悲懺》等，究竟哪一樣比較好呢？

對於觀音法門的修持，不要有分別心，若沒有足夠時間，念誦一

卷《心經》也可以，經文開頭的「觀自在菩薩」，不正是觀世音

菩薩嗎？或者誦念＜大悲咒＞，＜大悲咒＞中盡是觀世音菩薩的

各種名號；或者念＜普門品＞，內容宣說的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功

德；或者禮拜《大悲懺》，述說觀世音菩薩願力廣大、神通無

窮、法力無邊，所以能到處救度苦難眾生，真意令人動容。6

筆者以為，有事相求而念誦持咒是一個層次，這是一般世人的行為，這

種行為反而在事情危難解除之後就會停止念誦持咒了，只有為了訓練自己的

堅定信念的念誦持咒行為，才會長久持續。前兩文中述說稱號念名的材料沒

有必要執著分別，不論是。＜普門品＞、＜大悲咒＞、《心經》，或者禮拜

《大悲懺》等都是可以的，無須起分別心。但是，若非緊急危難，何需念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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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咒？其實，這就是在修觀音法門，修此法門者，在讓自己一心一意與觀世

音菩薩心願能量相等，從而自救並救人。就此而言，這樣的稱誦念佛號的做

法才會是終生的功課，而不會因一時需要而為之，之後就停止了。

當自己朝朝暮暮都是觀音聖號之後，自己心態、性格及命運就都會變成

有能力救助他人的類型，也就是與觀世音菩薩緊密相應，這就是效果。但筆

者以為，救度是要有能力的，除非是身命危難才會有菩薩的神通示現，如果

是社會事業那就是要去人群中消融阻礙，此時自己的能力更是關鍵，而不能

都依賴神通。當然，還是一樣，能力就是願力，願力就是我執的減少，我執

愈少願力愈大能力愈強，則自己就是觀世音菩薩於社會行動中美善世界。

五、自己就是觀自在

觀世音菩薩是尋聲救苦的，這是慈悲力使然，至於觀自在菩薩的稱號，

則是智慧力的結果。如無自在的智慧又如何能有救度眾生的能量呢？所以筆

者十分認同觀世音菩薩必定要有觀自在的智慧能力。不過，觀世音菩薩確實

具備觀自在的能力，倒是一般世人，生活十分不自在，如此談何學習觀音法

門呢？因此，星雲大師努力說明自在的真諦，其實是要人們先成為自在的智

者。參見其言：

觀自在，既是觀世音菩薩的另一個名號，但事實上，觀自在也不

一定是觀世音菩薩，而是我們每個人，我們自己就是觀自在。

任何時刻，你都能觀察到自己的起心動念，觀察到自己是否自在

嗎？

當你觀察到自在，就能像觀世音菩薩；當你觀察到不自在，雖說

每個人都能做觀世音，但總是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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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做個名副其實的「觀自在」呢？

1、觀事自在。

2、觀人自在。

3、觀處自在。

4、觀聲自在。

5、觀理自在。

6、觀心自在。7

觀自在是工夫也是境界，做到了就是境界，所求的就是這個境界，但在

尚未到達之前，它就是工夫，要學著觀自在。一切境界在眼前，如何觀自

在？觀自在如何可能？為何要觀自在？經文說：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達到聖賢境界時，自然觀一切境界皆自在，那即是他們以無為法觀世

界。無為法即視一切平等之觀法。

為何一切平等？理論上這個問題是關鍵。關鍵在於一切眾生諸佛所生，

一切眾生最後終於成佛。要有此大信念，則過程中所有一切現前之境界都是

眾生的情染歷程而已。以佛眼視之自然平等無礙，故而自在，並非眾生無有

情染過惡，而是這情染過惡就是眾生生命的歷程，他們必得經過各自的歷程

才能體知空義自證成佛，所以眾生生命的大洪流，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甚

至億萬年多方國土的輪迴歷程等等總總，就不過是為了經歷而體證才有的現

象。不管眾生在迷在悟，佛菩薩對他們始終是知道的，則豈有不自在的。自

在即是自在於眾生之迷及悟，永恆不變地以慈悲心待之。

現在，星雲大師要我們學佛者也學著觀自在，其實就是要學佛者去做觀

世音菩薩，以觀自在的工夫去達到觀自在的境界。所以說來，學佛不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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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經打坐捐錢造路諸功德行為而已，學佛就是學做觀世音，以觀自在的工夫

去面對眾生一切現象行為，以慈悲心去對待救助幫助，在行動中一步一步提

升自己的境界，開發自己的智慧。智慧的開發決定於自在的當下體知眾生迷

執的因緣歷程而寬容待之，寬容對方自己就自在了，至於因為自己的迷執而

生的煩惱，則更易於因反省自己的煩惱原因，而破除慾望而提升智慧而得自

在。所以這一方面是觀人自在，一方面是觀己自在，就凡夫學佛而言，就是

這一套自在的工夫以開發智慧而能慈悲助人，行觀音行。至菩薩境界時，則

是自自在在的觀一切自在的境界了。

那麼檢查自己是否自在的標準是甚麼呢？觀事自在：對所處理的眼前任

何事情都處理得當。觀人自在：對所往來互動的所有人物都處理得好。觀處

自在：不論自己人在甚麼地方都能與環境為善身心得力。觀聲自在：不論周

遭有甚麼聲音帶來甚麼情境，自己都能處之泰然不受牽連。觀理自在：不論

別人提出甚麼說法道理自己都明明白白，不會生氣自有主張不受影響。觀心

自在：永遠將自己的心思念慮處理好，當行則行，八風不動。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星雲大師的觀自在六法，就是在培養新的觀世音菩

薩的法門。凡人努力學習此道，將能利己利人。

六、如何做個日日觀音

既要慈心悲心觀眾生，就得要接受眾生的一切，於是會有許多的感受發

生，但是感受不應執著，不能沉澱，而是要消化掉，所以星雲大師提供了一

套檢查自己是否消化掉感受的方法，若都能如此處理，則就是一日一日地往

成為觀世音菩薩的路上走了。參見其言：

觀音也和人一樣有歡喜、微笑、傷心，但他不是為了自己而歡

喜、微笑、傷心，而是為了眾生而歡喜、微笑、傷心。我就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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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首詩偈勉勵大家，如何做個日日觀音――

悲傷的時候有歡笑的表情，歡笑的時候有悲傷的掛念。

忙碌的時候有輕鬆的感受，輕鬆的時候有忙碌的進取。

貧窮的時候有富貴的自尊，富貴的時候有貧窮的謙虛。

急躁的時候有緩慢的修養，緩慢的時候有急躁的精神。

憂苦的時候有快樂的觀念，快樂的時候有憂苦的心情。

發怒的時候有慈悲的心腸，慈悲的時候有發怒的認真。

得意的時候有失落的想法，失落的時候有得意的喜悅。

擁有的時候有喜捨的個性，喜捨的時候有擁有的感受。8

星雲大師描寫得太美好了，太值得細細品味，於是筆者嘗試體貼義蘊，

汲取之以為己用。

「悲傷的時候有歡笑的表情，歡笑的時候有悲傷的掛念。」別人為惡時

為其而悲，以有信心故，歡喜有救度之的機會。自己吃苦、受傷的時候不必

一昧沉浸於此，人生還有其他有意義的事情值得努力，想到那些該做的事，

以及那些事情做好之後能帶給社會的好處，心中即得歡喜快樂！

在愉悅的情境中只是稍事休息一下就好，打起精神，看到他處，還有很

多可以做的事情要去完成，發出悲憫之心，為了有需要的弱勢朋友，做幫助

他們的準備！

「忙碌的時候有輕鬆的感受，輕鬆的時候有忙碌的進取。」忙碌是因理

想及愛心而作為的，將來社會變好了豈不快慰！在好心情的狀態中，正好不

是逸樂的時機，而是勇猛精進的好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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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的時候有富貴的自尊，富貴的時候有貧窮的謙虛。」外在的資源

是為了眾生得利而設置的，眾生去享用就好了，我們自己簡單就好，因為所

關懷的理想夠大，理想就是我們的富貴！當我們努力過後，一切條件資糧因

緣俱足，十分適愜，這是因為要使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資源條件要珍惜使

用，因此還要更加惜福，仍謹守本分，繼續集結資源絕不鬆懈！

「急躁的時候有緩慢的修養，緩慢的時候有急躁的精神。」為了公益勇

猛精進劍及履及，但過程中要注意他人的情況，要看別人能配合到甚麼程

度？要急己緩人。在安適祥和的氛圍中循循善誘，勸導他人提起精神勇猛精

進追求理想。一個念頭永遠用在改善社會幫助別人的各種事項中，但身體的

行動要適合環境周遭的現況配合無間才能自在。

「憂苦的時候有快樂的觀念，快樂的時候有憂苦的心情。」與前面悲傷

歡笑思路一樣。　　

「發怒的時候有慈悲的心腸，慈悲的時候有發怒的認真。」沒有為私利

而怒的，都是為公益正義而怒的，既是為了大家的福祉，則對犯錯的人物也

應關懷，故而仍需以慈悲的心腸度之，但慈悲是不傷害他而不是縱容他，所

以應該給他進取的機會以及向善的教育，這就是發怒的認真，不是發怒而是

認真。

「得意的時候有失落的想法，失落的時候有得意的喜悅。」成功的時候

要想到還有不足的地方於是就不會忘形，失落的時候要體認是因為有所不

為所以才仍在此處，而有所不為正是因為要有所為，所以想到那些理想及理

念，便要釋懷安心而愉悅了！

「擁有的時候有喜捨的個性，喜捨的時候有擁有的感受。」十方來去，

只要認真過就永遠是自己的，得時固然高興但它就是會離去的，接受它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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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的事實，則得時也不會放縱自己而興奮過度了。每一個當下都是永恆，

得到了就是永恆的，離開時要記得那擁有的一刻，那也就不需要因失去而傷

感了。

這就是時時刻刻都在清醒的狀態中，感受清醒，理智更清醒！ 

七、施無畏的管理法

大乘佛教的布施有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這三種布施都要自己真

實擁有的才能施予他人，所存於己者單薄，所施於人者則少。星雲大師特別

提到無畏布施，筆者也是認為無畏布施最深刻，當人有恐懼害怕之時，他的

恐懼害怕是眼前當下的正在進行式，任何能出面協助就是對他及時解決困

難，讓他脫離痛苦，否則就是持續陷在痛苦中悲苦不已。但無畏布施要施予

者自己主動，受苦者是求不來的。參見其言：

無畏布施，是幫助眾生去除恐懼害怕，得到身心安穩，例如有人

發生事故，心生恐怖，你以一句真誠話語或是實際行動，使他受

益，減少恐慌，就是無畏布施；年輕的阿兵哥為國家服役，給予

社會安定的力量，也是一種無畏布施。9

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給予眾生布施「無畏」，所以在觀世音菩

薩的諸多名號當中，又名「施無畏者」。10

在這個世間上，雖然到處有聖賢善良之人，但是不可諱言的，許

多貪瞋愚痴的地獄、餓鬼、畜生也和我們同居一處，所以我們

處世，也應該學習膽量和智慧。所謂「勇者無懼」、「仁者無

敵」；尤其重要的是「平日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只

要自己日常遵守綱常紀律，待人處事慈悲正直，自當能夠磊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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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應世無畏」。11

一個會做人、會做事的人，不是以脾氣、聲音大，就是代表有力

量能降伏他人，而是要有施無畏的慈悲，不要讓對方怕我們，要

做到人家不怕我們，這才是真正的會做人、會做事的人，也是最

高的管理精髓。12

別人在恐懼中自己施予安慰救助就是無畏布施，觀世音菩薩就是救度眾

生離苦得樂的，所以也是施無畏菩薩，世人會遭受恐懼害怕正是因為世界眾

生心性不一，有些眾生貪瞋愚痴的程度十分嚴重，就會傷害周圍的人，受害

者就活在恐懼之中，如果有人要幫助受害者，其實自己也會受到加害者的傷

害，因此自己若是沒有實力能力勇氣的話，其實也談不上施予無畏布施的。

所以首先就是自己要有能力與勇氣，自己平日不會受到愚痴眾生的傷害，而

要救助受到傷害的朋友的時候，也因為自己有足夠的能量而能抵擋得住愚痴

眾生的傷害，因此要給人無畏布施者，除了要有慈悲心以外，更需要有勇氣

能力。

至於勇氣能力從哪裡來？那還是因為有助人的理想而日日念觀音、日日

助人、日日學習、日日努力，從而一天一天累積培養起來的。能力是用來幫

助別人的，不是用來嚇人傷害人的，所以有能力的人不可以在提供幫助的時

候反而讓別人心生恐懼，而若甚至是傷害威脅別人的話那就更不應該了，那

就是為惡，那就是流氓而不是菩薩了。

人在甚麼情況下最需要被幫助呢，缺錢的時候還是有事不知道的時候

呢？其實是碰到危難的時候，這時候他所需要的幫忙才是立即性的，因為他

正在身陷苦難之中，缺錢或有事不知時都沒有這種急切迫切感，但是當自己

沒有能力時也確實愛莫能助，不過就算自己有能力也不見得願意冒著被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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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的危險而出面幫助別人，所以能施予無畏布施的人真是非常無我的人，

這種人人間少見的很。

因此當我們自己陷入恐懼的時候首先還是要學習自救，星雲大師前面已

經教了以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心觀視自己的方法來解脫，則會心生勇氣，挺立

承擔。但若是碰到別人有恐懼的時候，其實都是自己周圍有關係甚至十分關

心的人，才會需要出面幫助，這時就應該努力幫忙，若是自己的父母子女，

則任何人都會有絕對的勇氣出面解決，因為親情之愛不能坐視，但是，還是

有能力的問題，能力不夠親人危難就算想救還是救不了的。

至於與自己不甚相干的人碰到危難，其實沒甚麼機會會變成是自己需要

去幫忙的，而若是觀世音菩薩，則是不論何人天下人，都會去施無畏的，但

是也得有其因緣，眾生不知尋求菩薩救度，則因緣亦不具足，那就只有另待

未來了。總之，自己天天努力成長，時時幫助別人，就是施畏的實際訓練方

法。

八、觀音力

星雲大師談觀音力時談到了感動的能量，人在感動的時候，會身體抽

搐，眼睛流淚，心跳加速。筆者以為，是這個感動的事件它的意義穿透自己

生命的重重結構，生生世世都不能達到生命意義的這種廣度及深度，所以觸

動了所有的精氣神形的能量，因此在身體的層面反映出來，這和害怕恐懼時

身體的顫抖是一樣的道理。感動就是某一事件的意義太令人震撼讚歎了，因

此感動。

觀世音菩薩無私助人的精神令人震撼，人間世界一切無私助人的行動事

蹟都會有同樣的感動的效果，因為眾生生命同源。互相幫助之時同源的生命

同體震動，一個廣大無形的能量穿透自己的生命，身體承受不住，以心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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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顫抖而顯示出激動的情感。這是美好的情感，應永遠記住那一刻！參見其

言：

為什麼觀世音菩薩獨獨受到這麼多廣大群眾的信仰，正因為觀世

音菩薩施展了心動的力量，故創造了無限的感應奇蹟。

在我們修行途中，見到別人行善、做好事，都應該感動；不感動

的人無異槁木死灰，這樣的人如何與佛法相應？13

我的一生，也常為別人一句話、一件事、一本書、一部影片而感

動不已，當初寫《釋迦牟尼佛傳》，自己經常被感動得忍不住流

淚。一個人要常感動，對別人所做的歡喜感動，對自己所做的也

要歡喜感動；每天都應思忖自己如何讓言語行事，都令人感動。

有了感動，彼此的心意才能溝通交流。14

星雲大師寫《釋迦牟尼佛傳》的時候，正是學習發心做佛的成長階段，

佛陀的偉大胸懷正穿透他的靈性生命，身心靈都沉沁在那種大慈大悲的同

體情懷中，自然身心感動不已！感動，就是心意交流的時候，就是更大的能

量、更多的眾生一起互動的結果。

九、真正的神通

神通一直是宗教人士最熱衷談論的話題之一，有時候也是一般人要學宗

教的目的所在。神通指得就是超能力，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等，神通

自然是極為吸引人的。但是，學習宗教尤其是佛教，如果是為了這些神通能

力的話，那很可能是既得不到神通又喪失了宗教的真諦。星雲大師並沒有否

定神通的存在，但他把生命的意義作了以助人為目的的闡釋之後，神通就是

為社會服務的良好效果，以此來看待神通，則真正健康，也真正令自己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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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參見其言：

在談述觀世音菩薩以神通所施展的十四種觀音力之前，我們先來

談一下所謂的「神通」。

根據經上的記載，所謂神通是修持禪定之後，而得到無礙自在的

不可思議力量。像觀世音菩薩就是修行「耳根圓通」法門，所以

能「即時觀其音聲」，處處尋聲救苦。

一般人常迷戀「神通」，就是希望自己能夠擁有呼風喚雨、騰雲

駕霧等奇術，以為這才叫做神通。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果

留心注意的話，到處都有神通。15 

依個人的特異功能而致有神通是一回事，這事在佛經裡面是存在的。但

反觀今日的社會，因科技的發達，有太多今人可做的事情不是以前的人可以

想像的，即便有神通者也做不到，例如同時讓兩百個人在十個小時之後從台

北到了紐約。而科技是人類努力的結果，所以只要努力，就有許許多多事情

可以陸續辦成，而這就像是有神通一般。

確實，觀世音菩薩是有神通的，但如果不是有生命危險的急難狀況，人

們需要的不是超能力意義的神通，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對待的良好環境，

這就需要善意的溝通及努力地做事才能得到的，心想事成是人們的理想，但

心想之後就要去做，努力做，認真做，誠誠懇懇地做，不畏艱難地做，不捨

近求遠地做，不投機取巧地做，不損人利己地做，則一件件事情都可以在群

策群力下眾志成城，完成使命，這就是人們自己的神通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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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語

佛光山事業有今日的成果，自然是星雲大師的智慧與願力所成，筆者有

幸受邀參與本次的會議。願意在結語處提一些個人的其他想法。二十多年前

筆者還是博士班研究生時期，就常率海外大陸留學生團體到佛光山參訪，留

學生總是充滿熱切但疑惑的神態提出種種佛教的問題，當時的男女眾接待師

父們也都能很稱職地回應種種問題，因此以佛光山事業體做為台灣佛教的代

表團體，實在是名副其實。

後來筆者獲博士學位，亦曾在高雄佛光山叢林學院授課，對象是研究所

的出家僧眾。當時的印象是他們學業結束就是要去世界各地承擔弘法重任。

之後筆者因獲華梵大學專任教職，便因忙碌而不便再去授課，但始終對佛光

山團隊保持親切的關係。時隔二十餘年，最近一兩年，筆者因參加生命教育

授課的關係，又有多次的機會接觸到佛光山在各地道場的住持執事的男女眾

師父，筆者有一個全新的感受，佛光山事業團隊比過去更加強大了，強大的

關鍵在於人才。

今天佛光山的男女眾師父能站出來的個個都是龍象，個個獨當一面，對

佛法充滿信心，對角色認識深刻，事佛度眾接待人群樣樣都做得恰到好處，

筆者深知，這是大師教育成功的結果，而這些成功的教育，莫不就是本文主

題所說，如何知道有觀世音菩薩？結論就是，人人自做觀世音菩薩。這正是

出家人最直截的道路，也正是所有佛教信徒最該走的路。

  本文乃筆者歡喜參與此次會議的閱讀心得之作，談不上是學術論文，而

是自己受益的反思文章。願與大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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