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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1.迎春 

    南台灣春光和煦，中午於學院前的小葉欖仁樹下享受暖

陽，並與學院舊生分享學院歷程之點滴 1。同感上座部佛教

就如樹上萌出的嫩芽，邀大家來賞春景，澆水施肥，以供炎

夏庇蔭涼人。 

2.上座部佛教在學院 

2.1 勤修三學  

一、二十年前，南傳佛教初傳到台灣時，當時有心學習

南傳佛教的人或廣及原始佛教圈的法友，想學的大多直入高

深的止觀心法，言談則最好樂開悟與證果！學院在 2008 年

初創之際，氣氛已在改變。來院親近學院學習的人當然也想

修習止觀，或淺或深用功於入出息念，乃至修習慈心、憶念

佛陀功德等止觀禪法，獲得一分清涼。還有很多法友真心以

                                                 
1 本文成稿歷經多次整修，期間用以教學相長於學院住眾及共修會，並

得法工之修飾，更有師長之審閱，特此誌謝。閒來雖身有恙，卻得安適審

思學院之教學狀況及植根佛教於台灣的宗旨；此文或可作為學院成立兩年

來之省思。而學院僧信與法工們獻智慧於此文，以共同領會師長們之弘教

佛法；實質上，審思結論學院的宗旨，以同乘法船展趣於菩提之道。特此

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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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證悟道果為目標，致力於基礎禪修，而不再開口即落於口

頭禪；對於甚深法義、自得妙境，也以來請教師長為吉祥。 

大家也都知道 bhante 們有在學戒、用心持戒，而學眾

既樂於親近師長又想護戒。大家致力於禪修，都要從居家五

戒更持守禪修必要的八戒，為了離五欲與五蓋以安享寂靜、

平衡五根以證得禪那，進依心清淨(citta-visuddhi)而修習慧

觀的五清淨；不只用心於戒清淨(sIla-visuddhi)，乃至出家進

受十戒，更希讚具足戒。偶有犯戒，自心慚愧懺悔而仍懊悔

掉舉，還會來師長跟前請求攝受，接受弟子的悔過。所以，

想修證止觀心法得先守護言行，用心於知戒、學戒與持戒，

以護身業口業，依戒為基進能修得止觀以護意業。依七清淨

的修行道次第來「勤修三學」，自然成了大家的共識。 

這個修行道次第即是佛陀教修的三學七清淨，被廣釋於

《清淨道論》，略可表解如下： 

三  學 七 清 淨 

戒學-(喻如樹根) 一：戒清淨 

定學-修止(喻如樹根) 二：心清淨 

三：見清淨 

四：度疑清淨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世間智 

六：行道智見清淨 

慧學― 

蘊、處、界、根、諦、

緣起（喻如土地） 

修觀― 

(喻如樹幹) 出世間智 七：智見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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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皈依三寶  

學院成立之初，可能很多人都還在熟悉上座部的僧伽。

到了 7月，僧團於學院雨安居，大家更易親近理解了。 

僧眾學戒持戒，淨人等信眾護戒也得知戒之要點；學院

僧信於生活中共同實踐戒律，以修學和弘護佛法。代表三寶

的僧團也因信眾護持與淨人的隨行及作淨，而更為顯著。當

然，戒海深廣無涯、僧眾威儀細行，隨行淨人都還在學習，

學院師長也是如此；而大眾熱於護僧，真是唯恐不及！有的

雖偶顯生澀，或因不熟悉師長而怯於向前，還好有淨人可幫

忙。閒說僧眾是非的人，確實不易在院找到同好。即使一般

的施主邀請學院師長應供說法，大都會直接向學院提出，並

由學院僧眾決定。bhante 們相互守護與共住，信眾依隨護

持，施主邀請供養亦憶念到最殊勝之「供僧」(saGghadAna)。 

值比庫僧團的半月誦戒日，有些尊者們也會來院參加誦

戒，表顯僧團和樂，同一師學、同一誦戒，淨化信眾對三寶

的信心。喜值佛教慶典或台灣的節慶，學院護法會發起誦經

祝福暨供僧的慶典法會。僧眾來集於學院，更顯僧團德光；

隨僧而來的淨人與信眾同護僧眾，施主法友同樂供僧。以師

長為主的僧團構成學院的核心，護以在家信眾的隨學，乃至

教外善士的佈施支持；學院漸形成三層教學的輪廓，僧眾帶

領信眾共組教團，以弘護佛教於廣大的教外人士而立基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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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如此地「僧信共組教團，教團相益於社會，

正法久住。若以圖說，接近三重的同心圓，佛

陀立於圓心，啟動三重同心圓的交互迴盪」
2
。 

這彷彿初顯佛陀的三重契機教

導，以待僧領信來共植佛教於社會，

擴大落實佛弟子「皈依三寶」的生

活。 

2.3 研習三藏  

    一般佛教徒對所謂的學律或學經並不陌生。而在學院則

學習阿毗達摩論也是風氣，守護心、培養喜俱與智相應的主

動行善之心，也成為生活待人處事的目標。舊生都已大略知

道律經論三藏交互支持，要修習三學得依循三藏聖典的佛

教；就律、經與論的各重，則依次特勝於戒學、定學與慧學；

三藏三學乃學解與行修相資助，構成佛教的主體。有些人更

是心懷三藏聖典義海，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割分三藏，乃

至單取某相應或某經為本的論調，鮮少聽到了，更何況強調

單誦某字句或名號。當然，有人好樂於經，有人深思於論，

來問研律者亦不乏其人；初學者難免以文害義，乃至久學仍

                                                 
2 參見觀淨比庫著《復歸佛陀的教導(二)》(台灣彰化：正法律學園2004

年初版，書存於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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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拘於義而疏於行持。文義相應，解行相資，實待長遠心修

學。然而，學院已有一絲「研習三藏」的氣氛。 

「巴利三藏譯叢」是學院出版的叢書之首；翻譯三藏，

實為不諳外語的人聞法之磐石。「帕奧禪師叢書」或「禪師

弟子叢書」則重於闡釋三藏為主，以教修三學。雖然現今只

出版十來冊，大家都希望發行更多法寶，以方便有心者修

學。隨著各地華人與緬甸(乃至西方)等地師長蒞台弘法，上

座部佛教更加廣傳，而多元展現；更多人來隨學而同行弘護

佛教，乃至企盼深廣認識上座部佛教世界的文化與生活，以

吸取佛教植弘於不同時代與地域的經驗，實際生根於現今生

活的台灣。因此，學院預定今年出版第四套叢書，暫名為「上

座部佛教弘護叢書」，重於弘護三寶之住世，以植根上座部

佛教於台灣等華人區為主旨。 

學院的四套叢書，猶如現今易見的緬甸第六次結集版之

巴利聖典，以三藏為主體，而附以藏外文獻。藏外文獻則內

容多元，廣如上座部佛教史傳以述三寶之傳世、讚佛頌、巴

利語法書、現代緬甸雷迪大師(Ledi 

Sayadaw)的著作與通於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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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德的書(如《LokanIti》)等，還包含了可視為三藏義註的

《清淨道論》。前三叢書以譯釋三藏聖典來教修三學為主

體；弘護叢書則取法藏外文獻的精神，以譯或述藏外文獻為

本，廣可包含如以僧團為代表的三寶之宗教文化、上座部佛

教為主的佛教世界之史地與文化民俗、依本上座部佛教而互

顯特色以交流或判攝教外以嚴分、個別地區或道場的介紹、

古今長老宗師之傳記行誼、護法弟子傳(如佛世的給孤獨長

者、阿育王) 、藝術圖文詩歌(如 Pagan 古城)與朝聖參訪等。 

前三叢書構成上座部佛教之教學主體，附以必要的弘護

叢書；前三可說是佛教的內學，後一則是佛教外學，整體構

成「上座部佛教叢書」。實則以佛教的內學引導佛教的外學，

以弘護佛陀之教於世間；猶如僧眾引領信眾共組教團，以弘

護佛法於廣大的社會。換言之，整套叢書的內容旨在勸引皈

依三寶、譯述巴利三藏以教修三學，導向解脫，令正法久住。 

現在，有些法友甚至說：要請上座部佛教的書，就要上

學院來找。歡迎大家來請書，受用與推廣法寶，還可參與編

輯出版與寄贈事宜，助成最殊勝的法佈施，散播「研習三藏」

的風氣。 

上述的出版計畫，可表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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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斷盡三毒  

皈依三寶、研習三藏、勤修三學正是修集菩提資糧的良

方，乃至是要方，更是佛弟子的必學功課。修習這些都是為

了導趣證悟涅槃，以斷盡貪瞋痴三毒為究竟目的。學院以之

為課程大要，師長以此自修自勉，對新來依住學習者，bhante

都會問願學何項為主或討論如何相輔，再決定安排學習重

點。 

然而，有法友聽到學院的師長們自稱凡夫，而覺得平易

近人。實則師長們乃看到自己的煩惱而有慚愧、怖畏輪迴之

苦，想伏斷煩惱與離苦才來出家修行，求解脫；並不是斷了

出版計畫 主要內容 出版叢書目的 

1 巴利三藏譯叢 

（已出版） 

2 帕奧禪師叢書 

（已出版） 

3 禪師弟子叢書 

（已出版） 

譯及述巴利三藏聖

典，來教修三學，以

斷三毒，構成上座部

佛教之教學主體；乃

佛教之內學。 

4 上座部佛教 

弘護叢書 

（預定今年出版） 

以譯或述藏外文獻

為本，實則廣含弘護

上座部佛教，以勸引

皈依三寶、護持正

法；乃佛教之外學。 

勸 引 皈 依 三

寶、譯述巴利三

藏 以 教 修 三

學，導向解脫，

令正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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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深證什麼，才來出家大顯神通！即使出家為比庫的

人，精進禪修，真的有禪那道果等上人法的經驗，佛陀亦不

允許該比庫或明或暗告訴非比庫或比庫尼 (依據巴利《律

藏》之〈比庫巴帝摩卡．巴吉帝亞 8：若比庫實有上人法而

告訴未受具足戒者，(犯)巴吉帝亞〉)。比庫之間良師益友，

探討所學所修，以相互鼓勵；此則是適宜的，珍貴難得！ 

自證上人法更是彌足珍貴，最好成為解脫的聖者。有人

親見涅槃，正法才真正住世、帶給世人真惠，例證佛陀教法

之不虛。息滅煩惱、證悟菩提，乃佛法之究竟目標，吸引真

心的佛弟子修學佛法乃至獻身教法而出家，何等令人欽慕以

求！比庫成為解脫的聖弟子，世間之至慶，教法之真光，何

其鼓舞佛弟子的信心，乃至大眾狂切獻供，爭相走告而求共

沐於三寶之恩德。但是，何以佛陀禁止真有上人法的比庫不

可告訴未受具足戒者？良足深思！ 

來院修習的出家或在家法友也罕有公開自宣禪那等上

人法，或揣測說示他人已證道果。即使禪修者失念而為之，

學院師長也會曉以自珍善德之美、誡以財寶外顯之患。偶有

初心的佛友高揚自己的老師或同參之修證，師長也會曉以師

生如何教學相長與敬師之宜、道友間相互分享之道。當然，

學院師長主持禪修報告時，會聽到禪修者修證得上人法的情

形。安樂住於教法的禪修者對自己是否證得上人法，也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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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善知識處請教。至於，眾多的學院師長乃至精神導師是否

曾知見聖道，則是個人飲水冷暖自知。而師長們都是虔信佛

法才來出家，依三寶而住在正信的道場修弘佛法，以期斷盡

三毒；相信，來院學習者也都願如此守護自己與佛教，以利

趣證菩提。 

2.5 結要上座部佛教之理念與實踐  

    皈依三寶、研習三藏、勤修三學，以趣證於斷盡三毒，

令正法久住，「這些即是上座部佛教的理念」；更重要的是，

這理念「在實踐上乃次第增上的、交互支持的、整體不可

分割的、成果可期的」。這理念與實踐次第幾乎已被學院僧

信所認識信受，乃至有心來院親近修學與護持者亦有同感；

更從只是被作為標舉的學習大要而成為共識，在生活中點滴

共享。事實上，早在學院的第一份公告〈2008 年招生簡章〉

中，即已說明學院的「課程大要」如下：  

 整體課程的內容即是圍繞上座部佛教的理念與實踐，

植根教法於台灣。...課程可分成四項次第。(1)前行是皈

依三寶的宗教生活。(2)正行是研習巴利聖典和(3)依戒修

習止觀(禪修方法：由安般念等止禪業處入門，次第修習止

觀)。(4)目的是實證道果、解脫與住持佛法。課程的四項

次第即是遵循佛陀教授的四入流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

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正行(2&3)與目的(4)的部份，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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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所稱的教法 (sAsana) 之三部份：研習巴利三藏

(pariyatti)、修習戒定慧(paTipatti)與實證(paTivedha)。這些即

是上座部佛教的理

念，在實踐上乃次

第增上的、交互支

持的、整體不可分

割的、成果可期

的。 

 

這理念與實踐

次第則如佛陀在

《相應部 55:55 預流果經(Sotāpattiphalasuttaṃ)》所教： 

 ‘‘Cattārome, bhikkhave, dhammā bhāvitā bahulīkatā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saṃvattanti. Katame cattāro? 

(1)Sappurisasaṃsevo, (2)saddhammassavanaṃ, 

(3)yonisomanasikāro, (4)dhammānudhammappaṭipatti – 

ime kho, bhikkhave, cattāro dhammā bhāvitā bahulīkatā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saṃvattantī’’t i. Pañcamaṃ. 

比庫們! 修習！ 多修習這四法，轉向作證預流果。哪

四法呢? (1)親近善士 Sappurisa-saṃsevo, (2)聽聞正法

saddhamma-ssavanaṃ, (3)如理作意 yoniso-manasikā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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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隨法行(案:隨著法的次第而修行法) 

dhamma-anudhamma-ppaṭipatti。比庫們!修習！多修習這

四法，轉向作證預流果。 

教法
(sAsana) 

信 
信仰 

(saddhā) 

解 
教理

(pariyatti) 

行 
修行

(pañipatti) 

證 
實證

(pañivedha) 

親近善士 聽聞佛法 四預流支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學院課程 皈依三寶 

(佛法僧) 

研習三藏 

(律經論) 

勤修三學 

(戒定慧) 

斷盡三毒 

(貪瞋癡) 

3.植根佛教在台灣的宗旨 

 3.1 落實植根佛教之進程  

3.1.1 學院成立之宗旨 

  學院旨在「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即是實踐落實上座部佛教的理念：

皈依三寶、研習三藏、勤修三學、斷盡三毒，以令正法久住。

剋就學院當前的主要因緣在台灣，所以，令正法久住的場域

即是植根佛教於台灣。這旨趣亦開宗明義標舉於 2008 年的

簡章中。要釋宗旨而有宗旨文，則是根據：依長老輾轉傳至

之佛法而成立學院，以安住於斯。宗旨文都刊登於學院 2008

年開始的叢書與網站中，如下：「佛陀於閻浮島(Jambu-dIpa)

創覺，弘法建僧；長老聖弟子於楞伽島(LaGka-dIpa)傳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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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部佛教 (Thera-vAda)。就弘揚上座部佛教於台灣島

(Taiwan-dIpa)而言，即是令正法光照台灣(Taiwan dIpeti)，

成為台灣之光(Taiwano dIpaM)。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

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3.1.2 植根佛教於台灣之進程 

認同學院宗旨與學習大要的護法們，很快籌集並公告

〈籌設上座部學院護法會啟事〉。大家似將宗旨視為理所當

然，而默默奉行；偶有討論宗旨與文句，也都是重點式的，

而大都由 bhante 從各方面闡釋。直到 2009 年 3 月發行學院

護法會訊以來，宗旨才被逐漸大幅討論開來。 

試刊的第一期，摘要登出〈籌設上座部學院護法會啟

事〉，以之述要教法傳植於台灣的三階段：先述要大家溯源

「尋根」到的佛法，而今護持學院「植根」佛教的進程為初、

中、後，以待教法之「根深」茁壯。在第二期刊首的特稿中，

護法會提出：護法進程漸要由初期往中期，正式公告〈募集

淨資籌建森林禪修道場啟事〉。 

第三期中，刊首的專文則為學院常任師長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的〈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的三個階

段〉，除概述上座部佛教於現代逐漸傳入東南亞的華人區及

中國大陸與台灣，更依「譯介」「植根」與「獨立」之三階

段，述要各階段的特點及鼓勵今後當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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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於第四期的專文，則為 bhante 的〈上座部佛教

植根台灣之一滴〉，先述大家為求真理而溯源「尋根」的過

程，再列舉護法善施們護持學院「植根」佛教的初期點滴，

並為鼓勵護法同心朝向中期目標，開示：純正發心與善護身

口意乃植根教法之本，點滴弘護，以待教法「根深」茁壯。 

為令正法久住、植根佛教於台灣，曾長期駐錫學院指導

的悉達拉大長老(Sayadaw U Cittara)，於 2009 年學院的僧信

會議之教誡，同刊於第四期：「我們自己有很好

的業，幸運地值遇佛陀的教法。進而，成為弘揚

佛陀教法的出家比庫或者是護持佛陀教法的在

家信眾。僧信兩眾和諧、合作，又有共同目標，

同心來弘護佛陀教法的話，佛陀教法可以顯著

在世間，正法久住，植根於台灣。但若沒有僧

信同心弘護佛教，教法的生命沒有辦法住立在

世間，唯有退逝」。(引自〈四種真實的法〉) 

 3.2 審思宗旨文於上座部佛教世界 

3.2.1 如何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區 

今年，瑪欣德尊者蒞院教學期間，除指導禪修與開示

阿毗達摩的佛法盛會之外，於第二期法工生活營中，還特別

拓深該特稿的主題，進而開示「如何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

區」。正式開示之前，bhante 先引言，序說 2007 年底在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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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禪林，與瑪欣德等華人尊者們討論這主題的難得因緣。 

鴻文之首略分三大語系的佛教傳統(以知南傳上座部

佛教在佛教流傳中的位置)，接著廣視上座部佛教在古今華

人區的傳播發展(古代之不傳而現代以來才傳到當今的華人

四地)、借鏡漢傳佛教於華人區的發展經驗(通說在中國的萌

芽、發展、獨立與衰落，終述於明清以後傳至台灣與東南亞

等地)、指出上座部佛教的特點(「重

法的傳統性」「文句語言與義理

並重的傳統」)、提示學習上座

部佛教之道(「完整學習佛教的

整體性」、「正確學習佛教的

純正性」)、最後標示與期勉大

眾同心致力於今後要做的工作為三

方面：「第一、譯介經典與著述。第二、學習三藏義理。

第三、實踐止觀禪修。」 

有心認知並參與「上座部佛教植根華人區」的同參法

友，很適合對讀深思尊者的二文。 

3.2.2 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期發展 

為充實營隊內容、並體恤瑪欣德尊者的季節性喉咳之

疾，Bhante 也於營隊接應開示「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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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發展」：本於佛陀 2500 多年之創教而植弘於世界，至

今之史要略可分成三期： 

首先，溯本佛陀於印度(古稱贍部-島 Jambu-dIpa)創教

以植根教法於世間 (詳參覺音尊者的《本生經註》) 。接著，

判分佛滅後上座部佛教的三期發展： 

第一期乃傳統時代，始於佛滅後於印度成立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及結集巴利三藏、再南傳植於斯里蘭卡(古稱楞

伽-島 LaGka-dIpa)(詳參覺音尊者的《律藏註》)、漸植於緬

泰等而弘化成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教區。 

第二期乃現代，越過傳統教區而傳至西方世界、東南亞

為主的華人區與遠東的日本(傳統時代則屬於華語系)。 

第三期乃當代二十世紀末以來，再傳至東亞的台灣與中

國大陸，乃至南韓與越南。 

最後，綜合省思上座部佛教於現代以後傳於華人區，以

結察植根佛教於台灣(台灣-島 Taiwan-dIpa)。 

大家可能於學院聽過這主題的開示，此次則更完整，可

視為對學院宗旨文的解釋。先摘要於此，以待詳述。 

3.2.3 如何善巧傳法與護法 

吉祥尊者(Bhante U MaGgala)今年初主持學院的第一

期法工生活營，除了指導修學佛法之要，還語重心長地鼓勵

如何善巧傳法與護法。寶昭特別有感於正法久住之殊勝，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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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習心得〈願正法久住〉，很適合用來守護大眾弘護佛教

的發心。今日再看心得記要，猶如重聽吉祥尊者警策般的開

示，擂鼓振奮人心，例如：「我們要清楚自己為

什麼來傳法？為什麼來當法工？為什麼要來奉

獻？最重要的是出發點必須是無私的，沒有

特權，只有法在運作、在影響大家，沒有人

的因素。」「單純的對佛陀、對佛陀的教法

有信心，自己踏踏實實、老老實實去做，我們

就會看到法給我們生命帶來力量、給我們禪修帶來力量、

給我們組織帶來力量、給我們周圍環境帶來力量、給整個

世界帶來力量。」 

合刊三位學院華人師長的教授於護法會訊第六期，重登

緬甸的悉達拉大長老對學院僧信教誡之〈四種真實的法〉，

形成本期之專題「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以顯華緬師

長為正法久住，同心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區之努力。廣分

享師長之教授於大眾，以為感懷師恩者之隨緣修學，乃至發

揚光大。 

 3.3 拓大審思上座部佛教於世界佛教 

3.3.1 上座部佛教植根之結構 

在瑪欣德尊者主持禪修營與生活營期間，bhante 每日與

之同用早午餐，並對面而住，雖然天氣冷熱劇變，乘緣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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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多廣談上座部佛教為主的世界佛教與華人世界，以論上座

部佛教植根華人區。而 bhante 又依四預流支之特點與整體，

適時分享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區的殊勝處與發展，以鼓勵護法

法工。 

在尊者離院的前一晚，還慈允大眾之邀，在其住房之客

廳圍坐，輕鬆法談：從參訪台灣及弘法於華人四地之經驗，

談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並提示上座部佛教之植根宜如

金字塔(廣大的善士信施為基底，中輔以在家居士的隨順修

學，塔頂則是僧團)，而非人人為垂直式的從底直上塔頂。

聽來，異曲同工於佛陀契機的三重教導：教外人士、在家信

眾、出家僧眾。 

3.3.2 佛教的世界史之條流與判分 

在生活營第二期中，bhante 預定另有一次開示，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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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上座部佛教史的理念來擇取傳統印藏佛教及現代漢傳

佛教之判教，以佛陀創教為中心，條流與判分佛教的世界

史，以顯上座部佛教之特點及傳植於華人區之機緣。因時間

之故，只有略談；為待緣再廣條判與擇分，先摘要如下3： 

世界佛教始於佛陀創教於印度，經過初、中、後的三期

發展，每期各約五百年，特色各以出家僧眾、在家信眾、教

外人士為中心而發展，到了 11-12 世紀起長期消沒於印度本

土，而未在印度形成佛教的傳統。但是，以在印度的初、中、

後三期佛教特色為中心，大致對應地於印度境外形成三個傳

統教區。 

在印度境外形成三個傳統教區，以時間先後順序，根據

依持的佛典語系、地理位置，第一個可以稱為「巴利語」系

的「南」傳佛教，始於西元前三世紀正式傳入，先後傳佈於

現今的斯里蘭卡 緬 泰 柬 寮 越南南部 中國雲南。第二個

可以稱為「華語」系的「東」亞佛教，始於西元前後之際傳

入，先後傳佈於現今的中華本土的華夏平原、中華鄰邦(韓

國日本與越南之北中部)、海外華人(台灣及東南亞的馬來西

亞及新加坡等)。第三個可以稱為「藏語」系的「北」方佛

教，約於西元七世紀傳入，傳佈於現今的中國的藏蒙(青

                                                 
3 綜合自觀淨比庫著《復歸佛陀的教導(一)》(台灣彰化：正法律學園

2004年初版，書存於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頁18之註3、《復歸佛陀的

教導(二)》頁132&100-105。其餘參考書目則參該二書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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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蒙古、尼泊爾與不丹。 

這三個傳統教區的先後排列順序，正顯示距離釋尊時代

由近而遠、及佛法的純度由濃而稀。依特色可稱為「南傳上

座部佛教4」(簡稱為南傳佛教或上座部佛教)：契應於上座

長老為主的出家僧眾之領眾修學而開展的佛教；「漢傳大乘

佛教」(簡稱為漢傳佛教)：契應於廣大在家信眾的需求與好

樂而開展的佛教；「藏傳秘乘佛教」(簡稱為藏傳佛教)：契

應於教外人士(如兩性雙修等)秘密修行而開展的佛教。佛滅

後印度境外形成的這三個傳統教區及其特色，分別傳自於佛

滅後印度本土的三期佛教之重點 5；大致對應地重點發展了

以佛陀為中心而契機教導的三重同心圓：出家僧眾、在家信

眾、教外人士。正是以佛陀為中心的這三重人士的不同組合

及其所相應側重的契機教導之交互迴盪，推動佛教的歷史與

構成現況。而佛陀的這三重契機教導直接見於(《相應部

42:7》)6。 

                                                 
4 全稱為南傳上座部佛教，「南傳」乃區分上座部佛教於印度本土的成

立與發展，「上座部」乃區分於印度南方的印尼等曾有的大乘密教。 
5 另可參考瑪欣德尊者著《阿毗達摩講要(上)》(台灣台南：台灣南傳

上座部佛教學院，2009年初版)頁20。 
6 可參見觀淨比庫著《復歸佛陀的教導(二)》頁62-68&8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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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滅後的傳統時代，佛陀之教在印度境內的三期發展與

境外形成的三個傳統教區，之間的大致對應關係，可簡單表

解如下： 

印度本土的 

三期發展 
印度境外的三大傳統教區 

初期 

(佛滅初 500年) 

「巴利語」系的 

「南」傳佛教 
南傳上座部佛教 

中期 

(第二 500 年) 

「華語」系的 

「東」亞佛教 
漢傳大乘佛教 

後期 

(第三 500 年) 

「藏語」系的 

「北」方佛教 
藏傳秘乘佛教 

 

到了世界史的現代，印度境外的三個佛教傳統還傳入

「西」方，可稱作歐美語系的西傳佛教，並回傳到印度本土，

且各區域的佛教開始更多交流。當今的世界佛教，共可分成

五大區，印度為中心而傳到境外的「南」、「東」、「北」、「西」。

相應於當代的全球文化與宗教交流，印度境內與境外四方形

成的佛教世界更深廣的內部交流，並與世界宗教與文化溝通

互動。當今的台灣佛教正是明顯的代表，以華人的傳統佛教

為基底而容會佛教世界的各傳統，且又超越華語系佛教的傳

統而縮影佛教世界，以參與全球宗教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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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圖解與表解佛教的世界史之條流與判分 

簡言之，就整體佛教世界所各弘之法要，可用佛陀創教

為中心，條流與判分佛教的世界史。略可表解如下，並先冠

以圖解(未顯示兼顧的對應關係)，以利依圖來看表解： 

圖解 佛教的世界史之條流與判分(以色塊分印度中心及境

外四方)  

表解 佛教的世界史之條流與判分 
印     度    境   外                   空間  

時間  

(世界史 )  

印 度 

本 土  南 東 北 西 

西曆 佛曆 

佛世佛

教(三重契

機) 

出家僧眾 

(相對明顯) 

在家信眾 

(相對明顯) 

教外人士 

(相對明顯) 
三重混合 

約西元前

544-0 

佛 滅

1-500 

初期 

(出家眾) 
   

約西元後 

0-500 

佛 滅

500- 

1000 

中期 

(在家眾) 
  

傳
統
時
代

(

遠
古
自
十
五
世
紀

)
 

約西元後

500-11

世紀) 

佛 滅

1000- 

1500 

 

後期 

(外道眾) 
 

現 代 

(16-20 世紀末) 

19 世紀  

從 四 方

傳 回 印

度本土 

巴利語系

的南傳佛

教:蘭卡 

緬 泰 柬 

寮、 越南

南部、中

國雲南 

華語系的 

東 亞 佛

教:中華

本土之華

夏平原、

韓 日與

越南之北

中部、台

灣與 馬

新等東南

亞 

藏語系的 

北 方 佛

教:中國

的藏 蒙

(青康)、

尼 泊 爾 

不丹 

歐美語系

的西方佛

教：歐 美 

澳洲  南

非 

當代 

(始於 20 世紀末) 
本土 南 東 北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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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上座部佛教終於當代傳至台灣 

依南傳上座部佛教史的理念，以佛陀創教為中心，條流

與判分佛教的世界史，目的是為了顯示上座部佛教之特點，

進而理解「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期發展」，歸於審思

上座部佛教現代傳入華人區，以結顯成立學院以植根佛教於

台灣的當代機緣與旨趣。 

3.4.1 上座部佛教於現代傳入華人區 

就南傳上座部佛教之傳入華人區，傳統時代未真正傳來。 

直到現代的 19 世紀下半，上座部佛教才開始傳入東南

亞為主的華人區，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代表。到了當代的

20 世紀末，上座部佛教更遠傳到東亞的華人區，以台灣和

中華本土為代表。(而傳入中華鄰邦的日本始於現代 20 世紀

初，20 世紀末也傳入南朝鮮與越南。) 

亦即，上座部佛教已傳佈到今日的華人四區：馬來西

亞、新加坡、台灣、中國大陸。至於東南亞(如印尼等)與西

方世界(如北美洲與澳洲等)的華人乃當地的很少數，又大都

難以通用華語，另有特色。 

3.4.2 上座部佛教終於當代傳入台灣 

南傳上座部佛教能於當代正式傳入台灣，最重要的動力

來自上座部佛教傳統教區的長老之教誡(thera-ovAda)，而其

主要養分則來自於心皈於上座部佛教之東南亞與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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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資以譯自英日語之關涉南傳、巴利與印度(初期)

佛教的佛書為助緣，回歸歷史的人間佛陀而研討阿含以求法

輔以求戒的學風則耕鬆台灣既有的漢傳佛教。 

外在的時代因緣，則輔以 1980 年代以來，台灣解嚴後

的政治民主化與文化經濟轉型(兼關注近鄰的東南亞)而開

始廣觀世界，海峽兩岸交流且趨於和平而帶動廣大華人區，

世界進入後冷戰，資訊革命帶來的全球化。上座部佛教於當

代傳入台灣，正值這個因緣變異更新的時代，台灣交流於廣

大的華人區，而參與世界的脈動。 

 3.5 成立學院的因緣與植根佛教的宗旨 

諸多佛教因緣交織刺激，旁輔以時代外緣，在前或後，

都曾或淺或深喚起我們的心，猶如「苗在陰角，奮力向陽」，

奮起而越過台灣為主的華語系佛教，精勤修學上座部佛教，

力圖趣向佛陀教導的真理。「我們幾經探索，尋趨真理，進

而值遇長老的教說(Thera-vAda)，指向智慧之光，終於安頓

在佛陀的教導(Buddha-sAsana)。」 

於大時代的轉變中，大家約歷經十幾二十年的尋根探

源，「而今，我們為了相互守護修行的善緣，在台灣

(Taiwan-dIpa)依法與律，逐漸結合；為了照亮自己的菩提

道，我們禮請帕奧禪林為主的僧眾駐院教學，以利植根佛

陀的教法於台灣。換言之，我們認識到：復歸佛陀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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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從尋根期到了植根期。是以，成立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

學院及護法會。」(引自〈籌設上座部學院護法會啟事〉) 

業果真實不虛，世間亦是因緣聚合相續。自護業行而安

樂於弘護教法，善立於今時與今地而明審前後際與四方，必

如「前人種樹，今人乘涼；今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

虔信，以感恩心呵護前賢大德的尋根播種，幼苗逢春已抽嫩

芽，今日為植根佛教而適時施以肥水，個人必能妥集道糧而

證悟菩提，聚大眾的點滴，教法逐將根深茁壯，「終成大樹，

涼蔭世人」(摘釋自〈上座部佛教植根台灣之一滴〉) 

4.學院宗旨之傳與承 

 4.1 佛教之傳來與承續─共造法船 

師長們的教授都饒益大家廣知佛教世界、善於當代紛雜

多元的世界擇緣而修、認識上座部佛教之特點，而隨順學

習；同心安於小小的學院所擇取的時代機緣，以相助共學佛

陀教法的傳統以啟後。現在我們終於更開展視野，可共審思

學院宗旨的傳來而安住於當下的時空，並且立基於現今之學

院而承續開展未來，漸漸共造法船，同乘於佛陀教法中繼往

開來，以渡脫輪迴之流。 

4.1.1 緬甸等上座部傳統教區的師長之教授 

或許有人會想到，緬甸等上座部傳統教區蒞台的師長們

並不多談上座部佛教傳弘於世界的通史及植根於華人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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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機緣。實則，駐錫學院的緬甸長老嫻熟巴利史書所載的

上座部佛教傳統史，堅信：歷史的佛陀在印度創教、經上座

長老於印度三次結集的巴利三藏傳載了佛陀的教導、南傳至

斯里蘭卡與緬泰等地而憶持的三藏正確詳盡教修三學，於當

代的任何地區真心依之修習必可趣證菩提。但是，長老師長

們謙詞而少廣述，乃因仍在熟悉台灣、探究華人佛教與文

化；猶如帕奧禪師被問及漢傳佛教的修行方法等論題時，謙

稱不知，而但依巴利三藏教導。 

事實上，當 bhante 在邀請緬甸師長蒞台時，常勸以植

根佛法於新教區之殊勝功德。並常舉例，共隨喜最初供佛的

兩商人帶佛髮回緬啟建大金塔；同讚歎阿育王時的 Uttara

尊者與 SoNa等尊者至金地植弘佛教於緬甸而及泰國。而佛

教在緬甸則早已堅固茁壯，現有五十萬以上的僧眾，完全無

需特別論析如何植根佛法於緬甸之課題。與緬甸師長共住於

學院時，得幸常聽聞到佛法於緬甸之盛與壯實；並因師長們

尚在通熟本地宗教文化，而於為之分析中，常有機會聽受如

何植根佛教於台灣。如悉達拉大長老去年 10 月離院前，於

安居後的自恣日，對住台的僧眾教誡：「剋就植根佛陀教法

於台灣而言，台地僧眾宜審思結成「界場(sImA)」，以利僧

團會議表決(甘馬 kamma)；另方面，台灣僧眾亦應審思尼

師安住修學的因緣」(引自會刊第四期之〈3.1 重要的僧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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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4.1.2 華人師長之教授 

學院的師長也有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的華人，自然常於

生活與緬甸師長共論弘傳於華人區之種種。緬甸的長老或禪

師不辭辛苦應邀蒞台或駐院，不就是為弘傳佛法於台灣！ 

而在馬來西亞，近於泰緬之南傳教區，可於生活與一般

媒介交流接觸南傳佛教。而上座部佛教傳入已逾百年，近來

已易可弘揚而非淺植。即使當地的佛教學與史傳不盛，仍有

正式大力開演植根上座部佛教的歷史課題7。 

事實上，很適合開展「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的歷

史課題於中國大陸，且很需要。即使因現前特有的民情、教

況與國風，瑪欣德尊者仍奠基於譯述巴利三藏與教修三學，

契合教況而提出良方，以引導「如何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

區」。 

4.1.3 西方師長之教授 

來自澳洲的自信長

老 (VisArada MahAthera)

已蒞院三個多月，於澳洲

出家受具足於泰國傳

                                                 
7  例如，在馬來西亞 Bhante Aggacitta 主持的護教森林道場

(SAsanarakkha)的網頁之首，則刊以赴蘭卡植根上座部佛教的瑪欣德之對

話為歷史課題，而標宗道場乃為了馬來西亞上座部佛教之基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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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往泰國參學且通泰語。早在 1997 年初即在斯里蘭卡參

加過帕奧禪師主持的禪修營，之後又近約十年住於聖法大長

老(Ariyadhamma MahAthera)帶領的道場，並懂蘭卡的語言。

近兩年來曾隨行禪師與大長老於華人區，又大都教學於東南

亞與中國大陸。早在 2002 年即曾蒞台，今已會說寫華語，

又到成大進修華語，預定再學一年以上。Bhante 曾邀以合

作華譯巴利聖典，並在學院出版。 

可想而知，小小的學院對於植弘教法於世會有多麼寬廣

的關心。 

4.1.4 釋學院宗旨之一滴 

學院「立基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佛教興且學

風盛，政教分離且自由，不乏好學深思之士關心南傳佛教而

獻興教之良策，而學院僧信法友又已展視審思佛教之傳來與

承續。因此，於時代潮流中，整思而一釋學院宗旨之歷史課

題，以期共造法船，安乘入法流，終渡苦海洪流。或獻曝於

好樂的賢善智士；更祈邊隅之見可供不同華人地域的南傳尊

師大德之參，以期互資相護，同願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

區、共行趣於菩提之道。 

所以，我們審思學院的宗旨後，將潤飾學院原來的宗旨

文；並綜合學院現況，將隱含的啟後之段落正式顯態標示出

來。其文句如下：「立基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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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代表之上座部佛教

文化傳統，旁擇西方為主

之各地文化；以帕奧禪林

之教學為宗教典範，指引

方向；依巴利三藏學習佛

教真理，勤修三學，息滅

三毒，以令正法久住。」 

 

 4.2 潤飾宗旨文的前半

─佛教之傳來及對台灣的價值  

學院宗旨文的前半即是重點標顯「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

界的三期發展」，本於佛陀 2500 多年之創教，上座帶領的

僧團之攝信經三階段而植弘於世；終於傳至台灣，而成立學

院以植根教法。 

4.2.1 上座部佛教之傳入台灣 

首先，溯本佛陀於印度(古稱贍部-島 Jambu-dIpa)創教

以植根教法於世間。所以，宗旨文之首為：「佛陀於贍部島

(Jambu-dIpa)創覺，弘法建僧」。 

佛滅後的第一期植弘乃傳統時代，始於印度成立上座部

佛教結集巴利三藏、再南傳植於斯里蘭卡(古稱楞伽島

LaGka-dIpa)、漸植於緬泰等而弘化成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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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相應地，宗旨文接著：「長老聖弟子於蘭卡島(LaGka-dIpa)

傳承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廣弘為緬泰等地之文化傳

統」。此乃小潤舊的文句「長老聖弟子於楞伽島(LaGka-dIpa)

傳承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第二期乃現代的弘傳，越過傳統教區而傳至西方世界、

東南亞為主的華人區與遠東的日本。安住生活於該地區的法

友善士則尚致力深植教法。而學院最直接關渉的乃交流與學

習於華人圈；相應地，宗旨文補入：「就上座部佛教的現代

傳佈，願教法廣傳於華人區」。 

第三期乃當代二十世紀末以來，再傳至東亞的台灣與中

國大陸，乃至南韓與越南。上座部佛教乃經現代世界之大轉

折，當代才傳至學院所處的台灣(台灣-島 Taiwan-dIpa)。所

以，宗旨文為：「就上座部佛教的現代傳佈，願教法廣傳

於華人區，並植根於台灣島(Taiwan-dIpa)」 

4.2.2 上座部佛教對台灣的價值 

上座部佛教終於當代傳入台灣，參贊化育台灣佛教而成

為一流。上座部佛教對台灣的價值，除其文化意義，還提供

一種近於全新的宗教典範。而其核心價值為何？揭示佛陀所

教的菩提之道於探尋真理的法友善士；質言之，解脫有路、

菩提可證！所以，宗旨文的前半結歸於：「植根於台灣島

(Taiwan-dIpa)，即是令正法光照台灣(Taiwan dIpeti)，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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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光(Taiwano dIpaM)。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宗旨文的前半顯示教法之傳來與植根之價值，經潤過的

新文句如下：「佛陀於贍部島(Jambu-dIpa)創覺，弘法建僧。

長老聖 弟子於蘭卡島 (LaGka-dIpa) 傳承上座部佛教

(Thera-vAda)，廣植為緬泰等地之文化傳統；就上座部佛教

的現代傳佈，願教法廣傳於華人區，並植根於台灣島

(Taiwan-dIpa)，即是令正法光照台灣(Taiwan dIpeti)，成為

台灣之光(Taiwano dIpaM)。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4.2.3 表解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階段 

「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期發展」乃教法傳來之因

緣，將來可再廣講，並依之潤飾學院現有的宗旨圖。茲附該

文的表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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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解  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期發展 
印     度    境   外      

     空間 

時間  

(世界史 )  

 

印度 

本土 

巴利語系 

南傳佛教 

華語系 

東亞佛教 

藏語系 

北方佛教 

歐美語系 

西方佛教 

西曆 

佛

 

曆

 

佛世佛教

(三重契機) 

出家僧眾 

(相對明顯) 

在家信眾 

(相對明顯) 

教外人士 

(相對明顯) 

三重混合 
傳

 
 

統

 
 

時

 
 

代

 

約西

元前

544-

後 15

世紀 

 

佛
滅
一
至
一

O
O
O

年

 

佛 滅 即

成 立 上

座 部 佛

教 三次

結 集 巴

利三藏 

西 元 後

漸沈沒 

 

 

 

現 代 

(16-20 世紀末) 

東南亞的馬來

西亞、新加坡、 

印尼 中華鄰邦

的日本  

當代 

(始於 20 世紀末) 

19 世紀  

從 四 方

傳 回 印

度本土 

蘭卡  緬  泰 

柬 寮、 越南

南部、中國雲

南 

東亞的台灣與

中華本土  

南韓 越南之北

中部 

 歐 美 (澳

洲 南非) 

 

 4.3 標顯宗旨文的後段─學院廣承之文化傳統 

4.3.1 立基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 

學院現今地處以華人文化為底基的台灣，應緣而「立基

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以啟後。於廣闊的華語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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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佛教中，如何簡單條理判分發展的時序與地域呢？蕞爾

小島的台灣地處海上之一偏而又東臨大洋，如何簡要定位於

華人文化以明學院之「立基」呢？ 

4.3.1A 華語系東亞佛教的三段史與三大次區 

8源自印度的世界性佛教傳播到華語文化圈，形成華語

系的東亞佛教。從世界佛教流貫於華夏傳統與東亞，相順於

世界史，展望未來，大可分華語系的東亞佛教為三階段：傳

統時代、現代（或詳稱近現代）、當代(或全球化的新時代)：

源自印度的佛教傳播到中華本土，傳統時代形成華語系東亞

佛教的傳統典範，再傳至中華鄰邦與海外華人區；現代漸越

過華夏與東亞，當代走向全球。 

在傳統時代的華語系東亞佛教，依傳入的時序可再分成

三大區：中華本土(即華夏民族主要活動的長城以南及青康

藏高原以東)，中華鄰邦(朝鮮、日本與越南或簡稱為朝日

越），海外華人（主要是中國的(宋元)明清以來，隨華人外

移，傳播到台灣和東南亞）。 

總觀佛教在中華本土的發展中，受制於傳入前已完全成

熟的中國文化傳統─皇帝至上、家天下的家本位，總與儒道

相融或相辯，從未成為文化的主流；即使佛教最盛的隋唐，

                                                 
8 綜合自觀淨比庫著《復歸佛陀的教導(二)》頁143-162。餘參考書目

則參該書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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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成為全面的文化。佛教在中華本土未發展成全面的宗

教，若比較南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則更清楚。佛教到南傳與

藏傳教區前，當地社會文化遠不及佛教的價值系統，佛教吸

收轉化當地文化後，本土化為真正的文化傳統。在南傳佛

教，神聖領域中，以佛教僧伽為主，帶領宗教文化；世俗領

域中，效法阿育王護持正法的理想；神聖與世俗完全來自佛

教的巴利聖典。所以，佛教成為區域的傳統價值系統。在藏

傳佛教，到了成熟期，更發展出轉世的政教一體制，乃三傳

統中最高度的佛教化，雖不一定相合於佛法。相較之下，華

語系東亞佛教在中華本土的發展，則是華夏文化的重要輔

流。 

佛教傳入中華本土，始於漢代西元前後，逐漸發展，成

熟極盛於隋唐，及宋元明以來漸衰。華語系東亞佛教的第二

次區曾承逢隋唐，第三次區則於明清承大落的佛教。第二次

區，由中華本土傳至中華鄰邦，次第向東傳入朝鮮、日本，

向南則傳入越南。逐漸傳入的重要時刻，都曾逢佛教在中國

極盛的時代；所以，佛教都曾在三地盛極一時，乃至近於全

面發展為當地的文化傳統，不只限於宗教典範。第三次區之

海外華人的傳統佛教，承自宋明以來的民俗佛教；遠非如中

華鄰邦的興盛發展，比起中華本土更加流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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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 華語系東亞佛教傳統的分區 

 

4.3.1B 現代的華語系東亞佛教 

進入現代以後，華語系東亞佛教「漸越過華夏與東亞」。

中華本土苦逢未曾有之國難而文化大衰、佛教極落。後二次

區則有明顯的新發展。中華鄰邦的日本最早現代化，建立更

獨立的日本文明；相應地，日本佛教本為傳統的重要內容，

已成更獨立的新佛教區域，脫離華語系，乃至轉而深淺不一

地影響華語系佛教的朝鮮、台灣與中華本土。 

進入現代的海外華人區，由於海外華人的傳統結構不若

本土之強，新的文化與宗教機緣又多，早已接觸學習佛教世

界的各傳統。台灣的漢傳佛教至 1980 年代中已然度過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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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衝擊，而復興於現代，本身更多元化、又更深廣接觸

各佛教傳統。至於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佛教，除了傳統的華語

系佛教，因地處東南亞而易接觸上座部佛教，先後或淺或深

吸收南傳佛教；而以馬來西亞的南傳佛教為盛，已然植根而

和平共行於華人傳統的漢傳佛教。 

更隨著三區的移民異域，華語系東亞佛教已越過華夏與

東亞。 

4.3.1C 當代的華人佛教與立基於台灣 

當代 1980 年代末以來，「走向全球」。佛教於華人區

中，在台灣最興盛，在東南亞亦盛；中華本土則經大破後，

亦初顯將立。今日的台灣佛教 9已融會佛教世界的各傳統，

外顯而挺立於當代，漸融於整體的文化、趣構於主流社會，

明顯帶動海外華人佛教，交流中華本土，超越華語系佛教的

傳統而會集佛教世界，參與全球宗教與文化。 

總而言之，源於 2500 多年前的佛陀創教，上座部佛教

直到 20 世紀末才正式傳入台灣；正值佛教大盛於台灣之

際，身處台灣佛教或關心者皆易深感其盛，乃至有說已超越

盛唐。所以，學院地處台灣，又正值台灣佛教之盛，適可「立

基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以啟後。而上座部佛教的傳

                                                 
9 「台灣佛教史」可酌參觀淨比庫著《復歸佛陀的教導(二)》頁

168-172，尚待整修。餘參考書目則參該書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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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對台灣既有的漢傳佛教有影響嗎？有學者認為影響之深

更甚於藏傳佛教之傳入。最重要的，我們適可「立基於台灣

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來承續擇取「緬甸代表之上座部佛

教文化傳統」，以修學佛陀教導的真理。 

4.3.2 承續緬甸代表之上座部佛教文化傳統 

學院傳與承整體上座部佛教僧團代表的三寶，而非範限

於緬甸所傳；研習巴利三藏，而採《清淨道論》等註解書之

釋義，而非單依斯里蘭卡所釋；以戒為首進修定慧，以行趣

菩提，更非拘於泰國行持的戒律文化。雖知上座部佛教傳統

之充實廣博，而簡單的學院目前能學能修，深入貫徹地「承

續緬甸代表之上座部佛教文化傳統」已屬難得。能徹底地吸

收而軌約於佛教的宗教典範，以實證佛陀教導的真理，即超

過世間，穿透上座部佛教與文化傳統而同入佛陀之正覺，終

將廣利不同國域的世人。 

而以緬甸為代表，乃自安與擇取有限的殊勝善緣；因為

學院幸承緬甸帕奧禪師慈允為精神導師，又師長都曾受教於

禪師且不乖違帕奧禪林的教學典範；而帕奧禪師等師長實際

的出家受具足及修弘的因緣，則廣及斯里蘭卡和泰國等傳統

及現代以來的上座部佛教世界。 

4.3.3 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化 

「就上座部佛教的現代傳佈」，才能「教法廣傳於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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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傳統時代則未傳來，乃至當代 20 世紀末才遠播至台

灣。歷經一二十年的尋根探源，21 世紀初才更能致力植根

教法於台灣。這是現代以來帶給探尋真理的華人佛弟子之最

大恩惠。 

實則，現代以來的西力東漸，傳統的上座部佛教國家幾

全淪為西方帝國殖民之迫，至今其害仍深而難拔。先是南傳

上座部佛教之根的斯里蘭卡受英國殖民，次則是緬甸；高

棉、寮國與越南則受法國殖民；唯泰國夾於強權而危立於砲

火，維持獨立而現今較為富庶現代化，但仍陷於紛亂。英國

殖民還殃及今日華人四區之馬與新；後更東侵中華本土而掀

起西方列強侵辱，與殖民實一線之隔；中華鄰邦的日本現代

化成功以後，則先後殖民朝鮮與台灣，並至東南亞。而今之

華人四地則都逐漸現代化，深度共構於當代全球化。 

不論現代西力東侵以來的世界如何、上座部佛教的傳

統世界與廣大的華人區蒙何苦難、我們曾受過什麼果報，

上座部佛教終於傳入台灣。而台灣經現代西式文化之侵，

已吸取西力之便又廣納各方，交流於廣大華人區而浮顯同

步於當代世界。所以，學院明哲「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

化」，善用其器物乃至制度等，而非隨順其以操控世界之

慢或取巧劫耗世界資源。當然，嚴避西方三大一神教之政

教衝突、亦無意於南亞大陸之印回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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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學院的價值系統 

在學院宗旨文下半段中，結合學院的現況，發揮藏外文

獻的精神於當代世界，顯態層析上半段所隱含的三層價值系

統10，乃在現前立基與承續的廣大文化傳統上，軌以宗教典

範之指向，行證佛教的真理。所以，下半段的文句要釋如下： 

廣在文化傳統的層次擇取時代機緣，則是先「立基於台

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承續緬甸代表之上座部佛教文化

傳統，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化」。這是我們生活的文化實

態，詳如 4.3 節所述。 

進而在宗教典範的層次，則軌「以帕奧禪林之教學為宗

教典範，指引方向」。帕奧禪林當然不等同於佛世的佛教，

教學更遠不及佛陀與諸大弟子帶領教授的學風，師長更不可

能具有佛及諸大弟子般的威德。其作為強而有力的宗教典

範，教學特色為何？「在當代南傳大師住持的道場中，緬甸

帕奧禪師帶領的帕奧禪林，正是代表性的一個僧團。在禪

林，尊者們服務三寶、研習巴利三藏聖典、依戒修習止觀，

進而取證道果、住持佛法。不少的華人、台灣人探溯教法，

正在禪林精進修習；有些曾修學於禪林的尊者，目前則參

學或弘法於台灣等國度。」(引自〈籌設上座部學院護法會

                                                 
10 「三層價值系統」可參見觀淨比庫著《復歸佛陀的教導(二)》頁

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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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事〉)台灣等華人與禪林的親切因緣，又促成帕奧禪師

1998 年首度親蒞台灣教授禪法。或可視為上座部佛教在台

灣的重要指標，乃至分水嶺。對禪林的發展亦具分水嶺的意

義；帕奧禪師更於 2010 年上半年，在禪林舉行「密集進階

禪修營」，廣召集緬甸國內外的分院住持、禪師、重要長老

與師長，期間住於禪林的禪修者有千，將更精實穩固禪林教

學之宗教典範。 

緣此宗教典範之精煉充實及與台灣之親近，軌「以帕奧

禪林之教學為宗教典範，指引方向」，大可引導廣向開闊地

「承續緬甸代表之上座部佛教文化傳統」之精華，以「立基

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化」，

來培養上座部佛教文化於教外人士廣佈之台灣。更重要地，

我們虔信，禪林的宗教典範蘊涵智慧之光，定可指引我們趣

證菩提的方向。 

價值系統的核心目標乃真理層次，則是「依巴利三藏學

習佛教的真理，勤修三學，斷盡三毒」，用智慧與慈悲「以

令正法久住」。這正是上座部佛教的理念於學院教學的實踐

次第與目的，如本文第二節所述。 

 4.5 結要宗旨的新全文  

綜合學院宗旨的傳來與承續，新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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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宗旨之傳與承 

佛陀於贍部島(Jambu-dIpa)創覺，弘法建僧；長老聖弟

子於蘭卡島(LaGka-dIpa)傳承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廣植

為緬泰等地之文化傳統；就上座部佛教的現代傳佈，願教

法廣傳於華人區，並植根於台灣島(Taiwan-dIpa)，即是令正

法光照台灣 (Taiwan dIpeti) ，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IpaM)。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立基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承續緬甸代表之上

座部佛教文化傳統，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化；以帕奧禪

林之教學為宗教典範，指引方向；依巴利三藏學習佛教真

理，勤修三學，斷盡三毒，以令正法久住。 

 

5.結頌與迴向 

值逢春暖花開，分享學院點滴，以為學習改善之參考；

略釋宗旨傳承，以待灌溉深耕。以文相會，感恩護持學院的

信施善士，邀約修學上座部佛教的法友，期能安樂共行於菩

提之道，攜手同心弘護佛陀之教。誠如悉達拉大長老的教

誡：「現在我們有幸值遇佛陀教法，有善緣同心弘護佛教，

我們要存著一種心：以體證涅槃作為目的」(引自〈四種真

實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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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三寶要盡形壽，修學佛法豈可旦夕，弘護佛教更非

一時；而植根佛陀之教，切要處則如受教於吉祥尊者之心

得：「作為一個佛教工作者，你要有忠心於法的氣節、要

有無我的勇氣，不須要在乎別人認同或不認同，要相信法，

把法的力量發揮出來。」點滴的工作則如瑪欣德尊者之勸

勉：「希望想要學習與實踐上座部佛教的弟子們，眼光放

長遠一點」。只要今後僧眾護以信眾共組教團以攝善施，同

心致力於要做的工作：「第一、譯介經典與著述。第二、學

習三藏義理。第三、實踐止觀禪修。」「如此，上座部佛

教在華人區植根與傳播是遲早的事。」(引自〈如何植根上

座部佛教於華人區〉) 

述上座部佛教之理念與實踐於學院之試行，釋植根台灣

的宗旨之傳與承。全文前後相貫的精要即是我們常同誦的發

願與迴向：前半重於修智以證涅槃與後半重於修慈以分享功

德。願此文之功德，迴向給隨護學院的法友善士，助益大家

開展弘護佛法的知與行，促發同心植根上座部佛教於斯土，

廣利華胄。更虔心期待獻身致命的僧信大士，廣集資糧、深

證菩提，植弘佛教於世間。 

 

結以一頌，頌讚春天，相互期勉，共道吉祥。 

春陽暖人，大地回春；學院萌芽，教法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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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家聽受佛陀對四聖諦的教導，發起籌設護法會時之

所思： 「由於不能徹知四聖諦，你我長久以來皆迷失於生

死輪迴之中。」《相應部．邊際村經》）為了愛護自己，

我們應當為自己的解脫而努力；為了護念世間，我們也應

該為自己的解脫而努力。(引自〈籌設上座部學院護法會啟

事〉) 

    祝願大家於弘護佛法利世之際，不忘以體證涅槃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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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願與功德迴向 

 

IdaM me puJJaM AsavakkhayaM vahaM hotu. 

願以此功德，滅盡諸煩惱。 

IdaM me puJJaM nibbAnassa paccayo hotu. 

願以此功德，成為涅槃緣。  

Mama puJJabhAgaM sabbasattAnaM bhAjema.    

願以此功德，分享諸眾生。 

Te sabbe me samaM puJJabhAgaM labhantu.    

願一切眾生，同享此功德。 

SAdhu！  SAdhu！  SAdhu！ 

善哉！   善哉！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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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教誡學院僧信  觀淨尊者 翻譯 

 

今天長老教誡的主題是：實踐四種真實的法。 

1 財物與佈施 

我們自己所擁有的財物，因為敵人的關係（敵人是指例

如：國王、火災、水災等），任何時候都可能會損壞。所以，

這些物品不是真實的。既然我們所擁有的這些物品不是真實

的、是不可靠的，我們可以實踐佈施的法。 

利用財物來實踐佈施的法之後，我們要找更真實的法。 

2 身體與持戒 

我們自己的色身有種種的病，不論何時都可能完全壞掉

的。所以，我們的色身也不是真實的東西。既然身體不是真

實的，我們就善用它來受持戒，實踐比身體更殊勝的戒法。 

善用身體來受持戒法之後，我們要找更真實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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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與止觀 

我們自己的生命也不是永遠的，隨時都有可能會死。所

以，生命也不是真實的。我們這個不真實的生命，要怎麼善

用呢？最好用我們的生命來學習止觀，獻身致命，不畏生死。 

奉獻生命來禪修之後，我們要找更真實的法。 

4 弘護佛教與涅槃 

我們自己有很好的業，幸運地值遇佛陀的教法。進而，

成為弘揚佛陀教法的出家比庫或者是護持佛陀教法的在家

信眾。僧信兩眾和諧、合作，又有共同目標，同心來弘護佛

陀教法的話，佛陀教法可以顯著在世間，正法久住，植根於

台灣。但若沒有僧信同心弘護佛教，教法的生命沒有辦法住

立在世間，唯有退逝。 

弘護佛陀教法而欲得教法之真實，那就要親證涅槃。所

以，弘護佛法之際，要以體證涅槃為究竟的目的。 

5 結要與鼓勵 

結要今天的教誡：這四種真實的法是：1.佈施。2.持戒。

3.修習止觀。4.體證涅槃。實踐的次第是：1.用我們的財物

來佈施。2. 用我們的身體來持戒。3.用我們的生命來修習

止觀。4.弘護佛法之際以體證涅槃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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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有幸值遇佛陀教法，有善緣同心弘護佛教，我

們要存著一種心：以體證涅槃作為目的。祝願大家： 

以弘護佛教的功德 成為證悟涅槃的助緣（nibbAnassa 

paccayo hotu）。SAdhu！  SAdhu！  SAdhu！ 

 

 

《法句經》095. 

paThavisamo no virujjhati indakhIlUpamo tAdi subbato 

rahado'va apetakaddamo saMsArA na bhavanti tAdino. 

如同大地不怒反，誠堅譬如因陀柱， 

正如池沼去污泥，如此者無有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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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如何何何使使使上上上座座座部部部佛佛佛教教教植植植根根根於於於華華華人人人區區區   

講講講於於於第第第二二二期期期法法法工工工成成成長長長營營營   222000111000   ---333---111   

▓▓▓瑪瑪瑪欣欣欣德德德尊尊尊者者者            王王王寶寶寶昭昭昭筆筆筆記記記   

 

    引言 

觀淨尊者： 

就個人所知，今天是瑪欣德尊者第一次在公

開場合討論這個主題，這是大家的福報。bhante 第一次當面

向尊者請益這個主題─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區，乃在緬甸

帕奧禪林。帕奧禪林是個勤修戒定慧的森林禪修道場，常年

有近約 500位南傳上座部(Theravàda)比庫共住修行。從 1994

年開始，華人逐漸至禪林修學。至今，平時華人比庫及禪修

者大約保持在 50-80 位。華人比庫有緣在禪林第一次討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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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已是 2007 年底了！(當時 bhante 帶領台灣信眾至

帕奧禪林參學)我們十幾位華人比庫多次聚會法談及小型討

論，瑪欣德尊者給予很多的指導。 

在帕奧禪林中，華人比庫們彼此分享、相互支持。近年

來，能夠長期駐錫在禪林擔任業處老師的華人乃是瑪欣德尊

者；尊者乃「傳法使者(dhammadUto)」，為法利人而教授於

華人四地(東南亞華人區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東亞華人區

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尊者用心修學整體上座部佛教，對教

法的客觀宣說和禪修指導，使這個主題在帕奧禪林和華人區

的佛弟子中，得到更深廣的省思與實踐。其人其行乃至其著

作，正相應於今天的講題。bhante 很歡喜，今年學院能夠邀

請到瑪欣德尊者蒞台教授；原擬請講此主題於新春慶典，以

佛教東照來祝頌華人新春吉祥 教法開花，而因緣際會於法

工成長營。現在恭請尊者開示。 

 1 序言 

2009 年 7 月份在新加坡期間，與觀淨尊者通完電話後，

寫下了這篇名為「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的三階段」(曾

刊於學院護法會刊第三期) 的文章，以回應台灣南傳上座部

佛教學院的宗旨——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今天，又應觀

淨尊者的盛情邀請，與諸位一起討論上座部佛教應如何植根

於華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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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三大佛教傳統 

佛教流傳到現在已經兩千五百多年了，在不同時代、不

同區域，逐漸形成了目前的三大語系佛教： 

1、 南傳上座部佛教。 

2、 漢傳大乘佛教。 

3、 藏傳密乘佛教。 

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由於都是從印度往北傳播，在地域

上是往北傳，所以合稱為「北傳佛教」；而上座部佛教由於

是從印度往南邊傳播，所以叫做「南傳佛教」。 

中國人接觸佛教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中國的學者

們把西元前 2年定為佛教正式傳到漢地的時間，所以，中國

人對「佛教」這個名詞並不陌生。 

 3 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地區的傳播發展 

3.1 上座部佛教於古代未曾傳入中國 

過去兩千年以來，中國人對南傳上座部佛教幾乎沒有認識。 

早在一千多年前，已有北傳梵語系的經典傳到中國漢地

並被翻譯為漢文，例如四部《阿含經》以及律藏（曇無德部

的《四分律》、彌沙塞部的《五分律》、大眾部的《摩訶僧祇

律》、薩婆多部的《十誦律》、根本說一切有部的《根有律》

等等），可是這些經典在中國都被視為小乘經、小乘律。翻

譯為漢文的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也被視為小乘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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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一直以大乘自居，這些經律論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所以，我們看現存的漢文大藏經，中國古德對《金剛經》、《華

嚴經》、《法華經》等都有很多的註解、疏鈔。但是，卻沒有

發現一部對《阿含經》的注疏，因為不被重視。 

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經典在古代也曾經被翻譯到漢地，

即：屬於律註的《善見律毘婆沙》。不過，這部律註與南傳

上座部現存的版本對比起來還是有差別的。第一、這部《善

見律毘婆沙》只是節譯本，不是全譯；第二、這部律註被僧

伽跋陀羅翻譯出來之後，被當時的僧猗（或僧褘）以《四分

律》的觀點進行整編修改過，不過，其中仍然有很多內容是

相似的。就這樣經過了一千多年。 

由於地域上的隔閡，中國古代雖然有許多人曾經到印度

去朝聖留學，但是卻沒有因緣系統地接觸到南傳上座部佛

教。例如：東晉時的法顯曾經在西

元 410-411 年到過斯裏蘭卡（錫

蘭），但從他在那裡取回的經典來

看（例如彌沙塞部的《五分律》、

《長阿含經》和《雜阿含經》等），

他不可能住在斯裏蘭卡大寺(Mahàvihàra)，而是住在思想開

放的無畏山寺(Abhayagiri)。後來唐玄奘大師也去印度留

學，本打算前往斯裏蘭卡，卻正好遇到該島發生饑荒，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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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成。唐代義淨大師也曾經到過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

等東南亞一帶，但是當時其所到之處還不是南傳上座部佛

教，可能屬於說一切有部之類的。 

因此，從中國古代佛教史來看，中國人對南傳上座部佛

教還是很陌生。 

3.2 上座部佛教於現代傳入華人四地  

直到上個世紀 ，由於交通比較方便 ，太虛法師

(1889-1947)在 1940 年去了一趟斯裏蘭卡，回來後他感慨地

說：「中國所說的雖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所

以我認為說錫蘭的佛教是小乘極為不當，錫蘭應該是小乘教

大乘行的佛教，和中國大乘教小乘行的佛教適得其反。」

（《從巴厘語系說到今菩薩行》）。1946 年，太虛法師的學生

了參、光宗等人到斯里蘭卡留學。了參法師（葉均居士）在

12 年的留學期間，翻譯了《清淨道論》、《攝阿毗達摩義論》

以及《法句經》。1957 年，他回中國以後，在中國佛學院任

教，但不久就還俗了。了參法師到斯裏蘭卡留學以學習教理

為主，能將《清淨道論》翻譯出來是難能可貴的。 

這些論典雖然被翻譯成中文，但在幾十年間卻沒有產生

多大的影響。後來，台灣有一批出家眾通過學律，發現上座

部佛教國家的律法傳承比較完整，於是有人到泰國等地去求

戒、學法。之後又有人翻譯了阿詹查、佛使比丘等的著作，



 

55 

將泰國近百年來興起的森林派禪師

的作品介紹到漢地。這些譯作引起華

人對上座部佛教禪法的興趣，吸引更

多人到上座部佛教國家求法留學。於

是，從文獻的翻譯開始，到後來越來越多人前往南方佛國學

法，並且邀請一些上座部禪師等來漢地弘法，上座部佛教的

經典和禪法在華人區逐漸受到重視。 

由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在地域上與泰國接近，他

們較早地接觸和認識南傳上座部佛教。東南亞一帶的華人多

數是生活在多元文化國家，例如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巫族

（馬來人）、華族（華人）和印度族（印度人），當地的文化

是以多元文化為主。當地的華人早在 20 世紀 70-80 年代，

已經開始接觸到泰國系統的上座部佛教。不久，斯裏蘭卡和

緬甸系統的上座部佛教也陸續傳入該地。因此，新馬一帶的

華人較早就接觸和瞭解南傳上座部佛教，也造就了一批優秀

的僧才。 

作為更純粹的華人區是中國的大陸和台灣，到上座部佛

教國家求法的大陸人和台灣人在英語方面較為遜色，所以必

須依靠翻譯才能瞭解。就以中國大陸來說，雖然 1986 年 11

月中國佛教協會派出圓慈、淨因等 5 位比丘到斯裏蘭卡留

學，可惜他們學完回國後，也沒有把上座部佛教完整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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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 

反而在台灣，更系統地接觸上座部佛教要比大陸稍早

些。1990 年到 1998 年，元亨寺先後出版了《漢譯南傳大藏

經》，開始比較完整地譯介南傳的經典體系。特別是 1998

年到 2001 年，緬甸帕奧禪師連續四年應邀到台灣來指導禪

修，於是比較完整的上座部佛教止觀禪法，特別是《清淨道

論》的實修傳承就逐漸被越來越多的華人所瞭解、接受和實踐。 

從此，南傳上座部佛教與漢傳佛教的交流就更加頻繁了。 

 ４借鏡漢傳佛教在華人區的發展經驗 

4.1 略述漢傳佛教獨立過程 

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區的傳播，必須經過最初的萌芽時

期，然後慢慢發展，才能有最後的獨立，就好像漢傳佛教一

樣。 

從中國佛教史來看，佛教從發源地—印度傳到中國，到

現在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但是其獨立的過程卻是相當漫

長的。佛教在中國獨立的時期是在隋唐，因為漢地的十宗全

都是在隋唐成立的，沒有一個宗在隋朝以前成立，也沒有一

個宗是在唐代以後成立的。隋朝在西元 581 年建立，唐朝在

西元 618 年建立，而佛教傳入中國是西元前 2 年，此間一共

花了近六百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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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佛教初傳漢地  

佛教初傳漢地，很多人用老莊、黃老的思想來看待佛

教，佛陀也被當作神仙來崇拜。由於當時對佛教經典的翻譯

和對教義的理解還很不成熟，所以無論在義理方面，還是在

語言方面，常藉助時人熟悉的儒道思想，以外學書論和用語

來附會佛教。 

4.3 逐漸發展  

漢滅之後三分天下，魏國統一中國，之後是西晉與東

晉，後來又分為南北朝：南朝是宋、齊、梁、陳，陳又被隋

所滅；北朝是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在魏晉南北

朝這三、四百年間，中國處於群雄割據的時期，那時適逢佛

教大規模地傳進中國。即使如此，由於當時的通訊、交通等

因素，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未能一下子獨立，於是從「附會

佛教」發展為「格義佛教」。所謂「格義佛教」，即以儒道思

想或外教義理來解釋佛教。例如用儒家的五常（仁、義、禮、

智、信）來配釋佛教的五戒，用道家的「清淨無為」來配釋

「安般守意」（「安為清，般為淨，守為無，意名為，是清

淨無為也。」《大安般守意經註》卷上）等等。這種「講肆

格義，迂而乖本」的格義佛教一直到釋道安(312-385)、鳩

摩羅什(344-412)時才得以廢棄不用。鳩摩羅什從龜茲（現

在的新疆庫車）來到漢地之後，翻譯了大量的大乘經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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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漢傳佛教在義理和語言方面才慢慢走向獨立。 

4.4 獨立期  

南北朝時期，由於義學發達，形成了很多專門研究和講

授某一經論或某種教義的「師」，例如攝論師、地論師、涅

槃師、成實師等。這些師的特點是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體系，也授徒說法，但是一直到隋唐才形成「宗」。「宗」是

在「師」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一、「師」側重

於師授徒學，但是傳承體系尚不明顯；「宗」往往由某個或

幾個僧人所創立，被奉為「祖師」，並由此形成自己的教派

傳承體系；二、所有「宗」都高抬某一部或某一類經論，並

據此而發揮和開展出自己的一套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三、

每個宗幾乎都有自己的判教11，根據自宗的一己之見，對當

時流傳的各種佛教進行分門別類，並把自宗抬到最高的地

位。這些是「宗」的特點。宗派林立與宗義發達，標誌著漢

傳佛教在中國已經到達興盛期和獨立期。 

4.5 衰落  

到了宋代，漢地佛教逐漸走向沒落。明清之際，已是腐

敗不堪，直到最近幾十年來才有復興之勢。 

                                                 
11
 大乘諸宗的判教有詳有略、有繁有簡，如天臺的五時八教，

賢首的五教十宗，法相唯識的三時說教，禪宗的宗門教下，淨土宗

的難行道易行道，密宗的顯教密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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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傳入台灣與東南亞  

明清之後，漢傳佛教開始傳到台灣，台南的開元寺即是

一例。同時，隨著中國人至世界各地的移民，漢傳佛教也傳

至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美洲、澳洲等地。二

十世紀初以來，有些大陸的老和尚去到東南亞，從而深化了

東南亞的漢傳佛教。1949 年之後，漢傳佛教也隨著一批大

陸的和尚遷台而大規模傳進台灣。 

從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來說，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是一個

漫長的過程。 

 ５認識上座部佛教的特點 

作為現代的佛弟子來說，視野更廣闊了，不僅可以輕而

易舉地學到漢傳佛教，也可以輕而易舉學到藏傳佛教，還可

以輕而易舉學到南傳上座部佛教。如此，我們的選擇性也多

樣化了。有了選擇，也有了對比。在座很多人前來這裡學習

和禪修，說明大家選擇了上座部佛教。 

5.1 重法的傳統性 

我們應該怎樣才能修學得更好呢？上座部佛教有個與

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皆不同的特點。學過漢傳佛教的人都知

道，大乘佛教講「圓融」，現在還有一些名僧大德提倡「與

時俱進」——與現代社會一起發展前進，佛教發展要追求現

代化、科學化、生活化，要有時代特色。但是上座部佛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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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傳統性，堅持原則——著重對「法」的忠誠與維護。從眾

生與佛法的關係來說，大乘佛教更注重利樂眾生，強調隨順

眾生的種種欲樂、意趣、愛好，用眾生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弘

揚佛法。而上座部佛教側重在佛法，強調一定要保持佛法的

純潔性，才能讓有緣的眾生學習和實踐到真正的佛法。上座

部佛教強調，佛法有不共世間性，與世間有所不同。猶如佛

陀在剛剛成正自覺者時所說的：此法是逆於世間流的。因為

世間人所追求的是欲樂、享受、貪瞋癡，但是佛陀的教法卻

與世俗人所追求的相反——息滅貪嗔癡。正因如此，要完全

瞭解與掌握佛陀的教法是有一定難度的。 

作為北傳佛弟子也好，南傳佛弟子也好，都有一個共同

的目標：希望佛陀的教法長久住立於世間。但要如何久住

呢？大家的做法就有所不同。北傳佛教更偏重的是讓佛教活

潑潑地，讓更多人受用；因此，很多北傳僧尼為了弘法而學

習各種世間學問，例如心理學、管理學、語言學等等，使佛

教能通過各種途徑傳達給世人。而上座部佛教卻認為：只要

保持佛法的純潔性，始終會吸引人來學習、實踐。這就決定

了想要學習上座部佛教的弟子必須以法為重，更多地從三

藏、從傳統去繼承佛法，相對地忽略對世間學問的學習和運

用。也就是說，上座部佛弟子應該花更多的時間來學習三藏

和實踐禪修，學有所成之後才去弘法。由於讓佛陀教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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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不同，因此上座部佛教對「法」的要求相對要高些。

涉及面可能沒有北傳佛教那麼廣，不需要學那麼多世間的東

西，但是對佛法卻要通達。 

5.2 文句語言與義理並重的傳統  

如何才能讓佛陀的教法久住呢？佛陀在《增支部·第 2

集》第 20-21 經中說： 

20. ßDveme, bhikkhave, dhammà saddhammassa 

sammosàya antaradhànàya saüvattanti. Katame dve? 

Dunnikkhitta¤ca padabya¤janaü attho ca dunnãto. 

Dunnikkhittassa, bhikkhave, padabya¤janassa atthopi dunnayo 

hoti. Ime kho, bhikkhave, dve dhammà saddhammassa 

sammosàya antaradhànàya saüvattantãûti. 

21. ßDveme, bhikkhave, dhammà saddhammassa ñhitiyà 

asammosàya anantaradhànàya saüvattanti. Katame dve? 

Sunikkhitta¤ca padabya¤janaü attho ca sunãto. Sunikkhittassa, 

bhikkhave, padabya¤janassa atthopi sunayo hoti. Ime kho, 

bhikkhave, dve dhammà saddhammassa ñhitiyà asammosàya 

anantaradhànàya saüvattantãûti. 

「諸比庫！有兩種法能使正法混亂、導致隱沒。哪兩種

呢？錯誤的文句語言和誤解義理。諸比庫，文句語言的錯誤

和義理的誤解，諸比庫，乃是這兩法使正法混亂、導致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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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有兩種法能使正法住立，不會導致隱沒。哪

兩種呢？正確使用文句語言和善解義理。諸比庫，文句語言

的正確使用和義理的善解，諸比庫，乃是這兩法使正法住

立，不會導致隱沒。」 

這兩段經文正好與北傳佛教的「法四依」不同。北傳佛

教有一句「依義不依語」(梵 artha-pratisaraõena bhavitavyaü 

na vya¤jana- pratisaraõena)，但是上座部佛教則認為佛陀強

調文句語言和義理都很重要。也許因為上座部佛教注重文句

和語言，所以連佛陀的語言—巴利語都不改動，現在我們講

經說法都會引用巴厘語。 

我們也發現，有巴利語基礎和沒有巴利語基礎是不同

的。因為巴利語有獨特的語境，必須深入到該語境當中，才

更能瞭解佛陀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當它被翻譯成另一種語

言之後，可能會造成原義的某種流失，假如再加上講解者沒

有巴厘語基礎，望文生義、信口開河，那就可能「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了。我曾看過一本著名法師講解的《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般若波羅蜜多」這個詞本來是梵文 praj¤à pàramità

的音譯，但是他在講解的時候卻將其拆開，「般若」講了一

大段，「波羅蜜」又講了一段，「多」字又講了一段，一共講

了好幾頁。這就是望文生義的一個例子。 

有些巴利語一個詞可能有好幾個詞義。舉 ßcittaû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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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彩色、繪畫、美麗的、種種的等意思，還可以是月份

的名稱。ßpattaû 可以是缽、樹葉、羽毛、步兵、到達、掉

落等意思。一個巴利詞語可能有好幾種意思，翻譯成中文之

後，一個中文字或詞又可能有好幾種意思。一旦將一種語言

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在解讀時如果沒有原語言基礎的話，偏

離現象就難以避免，對於那些喜歡天馬行空者尤其如此。所

以，不僅對義理需要理解，語言功夫也是必要的。 

5.3 借鏡各佛教傳統的發展路線  

比照佛教傳入中國經歷了五、六百年的時間才走向獨

立，現在上座部佛教被華人比較有系統地認識和瞭解才十幾

年、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還屬於不成熟的階段。另外，佛教

傳到中國，還有很多官方運作的因素；而上

座部佛教傳入華人地區都是民間行為，幾乎

沒有官方的介入。大乘佛教傳到中國，一開

始就走上層（帝王）路線；南傳佛教也是

走上層（帝王）路線，而且很快就被當地

人接受。民間與上層路線相比較，有優點

也有不足之處。優點是：它受到統治者個

人意志的干涉比較少；不足之處是普及性較差，不如帝王

路線那樣容易自上至下地傳播。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一開始

都是走上層路線的。上座部佛教還有一點跟北傳佛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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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上座部佛教傳到斯裏蘭卡、緬甸之後，在短時間內很快

就普及民間，並被廣大民眾所接受。但是佛教初傳到中國的

時候，還是停留在王公貴族之間，六朝時普及到士大夫階

層。隋唐時隨著淨土宗的興盛，佛教才大面積走向民間。不

過，當時大部分宗派的發展與興盛都與官方多少有關係，所

以到了晚唐，隨著唐武宗的「會昌滅佛」，各個宗派都受到

致命打擊，唯有躲在森林裡的禪宗還保存著，沒有遭到多大

衝擊。例如江西的百丈禪寺，現代即使是開車，也必須走沒

有人煙的山路兩、三個小時才能到達，在古代也許必須走

一、兩天才能到達。在大山裡面，若不是自己耕田種地肯定

會餓死，所以必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然而，退隱山

林的同時也遠離了廣大的民眾。 

 6 如何學習上座部佛教 

現代社會資訊發達，現代人接觸佛教擁有優勢。資訊發

達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一下子可以接觸到大量的東西，

不像在古代，連想要讀到一本佛經都很難。壞處是由於得來

太容易，反而不懂得珍惜、尊重，容易輕慢佛法。現在在台

灣想要獲得上座部佛教資料，獲得一套叢書太容易了。在古

代，必須先遠道去西域、印度留學、取經，回來後才翻譯成

中文，還要印刷。雕版印刷是宋代才普及的，之前大多數是

手抄。當時只有在大寺院裡才珍藏有皇帝頒賜的大藏經，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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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前叫「一切經」，隋唐時才開始叫「大藏經」。所以我們

現在學法有好有不好。 

既然我們現在更有條件學到更完整、更純粹的上座部佛

教，那麼應該怎樣學呢？ 

6.1 完整學習佛教的整體性  

正如剛才所講到，作為上座部佛教弟子，我們對於經

論、教理不能但求甚解，必須透徹瞭解。三藏聖典在提及佛

陀的教法時，經常這樣說： 

ßSo dhammaü deseti àdikalyàõaü majjhekalyàõaü 

pariyosànakalyàõaü sàtthaü sabya¤janaü; kevalaparipuõõaü 

parisuddhaü brahmacariyaü pakàseti.û 

「他（佛陀）所宣說的法是初善、中善、後善的，是有

義、有文的（既包含義理，又包含文句語言），說明完全清

淨的梵行。」 

這是佛陀教法的特點。佛陀的教法是完整的，不是支離

破碎的。也正因此，在義理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南傳上座部

傳統只注重某一部經或某一體系的經論。巴厘三藏是個整

體，不能人為地分割，不能說這部經最重要、最究竟，是經

王，其他是經臣、經民、經奴。佛陀所講的法構成了巴厘三

藏的主體，所以我們把握佛法要整體地把握。上座部佛教對

律藏很重視，對經藏很重視，對論藏也很重視。不能像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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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鼓吹的：「經律才是佛說，其他的不是佛說。」或者

又把經藏分割為「如來相應」才是佛說等等。佛陀的教法是

完整的，律經論才構成三藏，不是兩藏。根據上座部佛教傳

統，三藏是對應三學的。想要持戒，應當依據律藏；想要修

定，應當依據經藏，想要修慧，應當依據論藏。片面地把論

藏排除於佛說，就意味著作為解脫不可或缺的觀智是無關緊

要的。這種觀念是否已經本末倒置？ 

對佛弟子來說，皈依的都是三寶，不是兩寶。在世間還

沒有僧寶的時候才是兩寶，等佛陀初轉法輪之後，佛法僧三

寶就是一個整體。可是現在有些狂妄的在家人只皈依兩寶，

不承認僧寶，這是很不應該的。我們皈依的是三寶，依據的

是三藏，三藏不能分割。對於三藏來說，也要完整地把握，

這才叫「初善、中善、後善」。對於「有義、有文」，除了深

入義理，也要掌握好語言文字。對於義理來說，既不能捨義

逐文，片面追求語言文字的優美而放棄義理，同時也不能誤

解義理，經文明明應當這樣解釋，但我們卻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發揮。 

6.2 正確學習佛教的純正性  

對於文句、語言、文字，不要錯亂，不要顛倒，不要亂

說，不要濫用，不要自創。在《增支部註》中解釋「文句語

言」和「義理」時說：「文句語言」是聖典的文句、語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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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義理」是解釋經文的「義註」。我們在學習三藏時，

既要理解聖典的意思，也要正確地使用聖典的文句和語言，

這樣才能整體地掌握好佛陀的教法。如果能夠準確地把握佛

陀教法的整體性、系統性，這樣的話，無論我們是為了讓佛

陀的教法久住也好，為了讓以後的有緣人能夠接觸到純正的

佛法也好，一開始我們就做對了，做完整了，才能更好地把

法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傳遞給以後的修學者。如果一開始

錯了，以後要改正就比較困難。 

例如：有人在翻譯泰國禪師的作品時，把泰語的 achan

（讀音為「阿詹」，即老師的意思。出家人可以叫阿詹，在

家人也可以叫阿詹）音譯為「阿姜」(ajiang)，例如：阿姜

曼、阿姜查。現在大家看習慣了「阿姜」，一旦看見有人將

之音譯為更準確的「阿詹」，反而可能會批評埋怨呢。所以，

從事一門學問，剛開始如果準確的話，以後的人會更方便、

省力，不需再去求證、修正。我們剛開始學習上座部佛教也

一樣，能夠更準確、更純粹會更好。現在我們有條件學得更

好，學得更準確、更純粹，就不應該得過且過、不求甚解。

上座部佛教的學風素來以嚴謹著稱，對於義理、文字方面都

應儘量完整地把握，這樣不但我們自己能夠學得更好，對後

人的學習也有莫大的幫助。我們現在所做的東西後人可以看

到，但是後人所做的，我們現在卻看不到。如果我們現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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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準確，後人也都可以更快、更準確地學習，這樣就可以帶

領他們進入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核心裡去。 

 7 現階段我們要做的工作 

如果要讓更多學法的人接觸到上座部佛教，我們現在要

做的工作很多。要做哪些工作呢？ 

7.1 翻譯  

首先是翻譯。任何一種文化要被另外一種異質文化所接

受，語言是很重要的。 

例如：我們華人接觸到的泰國佛教大多數都是以森林派

的為主。為什麼我們接觸不到泰國一千年來的傳統佛教？泰

國傳統的佛教與近百年才興起的森林派有所不同，但是我們

對泰國傳統的佛教所知甚少，這就關係到語言問題！因為近

幾十年來，有些洋人去泰國求學，他們多數追隨森林派禪師

學習，然後將之介紹到英文世界。當這些英文作品被翻譯成

中文後，於是我們所瞭解到的泰國佛教多數是森林派的。我

們可能會認為泰國佛教是反阿毗達摩，其實泰國傳統的佛教

不是這樣。泰國傳統的佛教也注重教理，注重阿毗達摩。由

於阿詹曼只接受過很少的三藏教育，就到森林裡去出家，他

自己也說過他在三藏方面比較欠缺。但是到了他的弟子那一

代，有些人就認為三藏不重要，甚至出現輕慢經論的現象，

但這並不是阿詹曼的本意。如此，我們認為泰國的僧團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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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經論，其實只是某些森林派的做法，並不代表泰國傳統的

佛教。 

又好比現代緬甸出了一位被整個緬甸佛教界尊為「佛音

第二」的佛學家、教育家馬哈甘達勇西亞多 Mahàgandhayun 

Sayadaw bhaddanta Janakàbhivaüsa。之前華人佛弟

子幾乎不認識他，因為他的書籍只有緬文，沒有被

翻譯成其他文字。他的作品在緬甸受到高度推崇，

但是因為語言問題，我們對之所知甚少。所以語

言是瞭解另外一種文化很重要的工具。 

現在我們想要瞭解、學習和實踐上座部佛教，首先必須

通過語言。語言必須透過翻譯，這是第一步。我們要感恩這

幾十年來到上座部佛教國家去求法的前輩們，以及把上座部

佛教作品譯介成中文的大德們。如果沒有這些前輩們的努

力，我們現在很難有機會接觸、學習到上座部佛教。因此，

譯介階段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所能收集到、讀到的南傳上座部佛教作品，超

過百分之九十是第三手資料。元亨寺的《漢譯南傳大藏經》

是第三手資料，從巴利到日文，再從日文到中文。帕奧禪師

系列叢書，也是從緬文到英文，再從英文到中文。阿詹查、

佛使比丘的書，還是從泰文到英文，再從英文到中文。就連

想要接觸第二手資料都很難，這證明華人的上座部教理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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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還不成熟。英文世界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對巴利聖典

作比較系統的翻譯12。但是直到現在，中文世界還沒有一套

直接從巴利語翻譯過來的完整經典，或者是一藏，甚至連一

部都沒有。因此，我們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道路還很漫長，

但是這對華人瞭解和修學上座部佛教是很重要的。 

7.2 學習與弘揚完整的佛教  

第二、對上座部佛教的學習要完整。這需要有一批華人

在完整地修學了上座部佛教之後，出來講經、譯經、著書。

這個前提必須是要傳統性的，而不是個人性、經驗性和發揮

性的。沒有修行的上座部佛教很快會淪為學術化。我們不需

要培養出一大堆的學者來，出家人不需要做學者，出家人要

做宗教師！宗教師除了要有一定的學問素養，還要有一定的

修行，還要教導他人。學者只需埋首經典寫書就可以。學者

和上座部僧尼的最大區別是：學者既然要研究就要創新，要

不斷發現新問題，從新的角度去提出新的觀點，寫一本新的

書。但是作為上座部學人，我們不需要創新，只需要把傳統

的東西學到家就很好了。同時，不但只是學而已，還要去實

踐。 

我們從經典可以看到，佛陀從來都不會說：「各位學者

                                                 
12
 1881 年，英國學者 T.W.Rhys Davids(1843-1922)在倫敦創立

「巴厘聖典協會」(Pàëi Text Society)，專門從事編輯、出版巴厘聖典

及其英譯本的工作。而早在其前，已有許多巴厘聖典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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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們」，佛陀講法的對象大多都是專業的修行人——諸比

庫。這證明佛陀說法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學，還要實修。修行

是很重要的！唯有通過修行，才能真正落實佛陀的教法，才

能實踐佛陀的教法，才能體證佛陀的教法。我們現在要翻譯

介紹上座部佛教，並不是為了讓後人的書架上多幾本上座部

佛教的書籍。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們也沒必要花費那麼多時

間和心血去翻譯。我們為的是要讓更多的人來學習和實踐上

座部佛教的教法，獲得內心的清涼，獲得煩惱的解脫，而不

是書架上多幾本書而已。因此學還要修，修也要學，學和修

不能分離。對三藏教理的學習和對禪修（戒定慧）的實踐這

兩方面要相結合。沒有實修的教理會走向學術化，這不是我

們要走的路；但是偏離三藏的實修也會產生許多問題，它會

使佛陀的教法慢慢地走樣。 

在泰國和緬甸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每當有一位宗師出

來的時候，會有很多人追隨他，許多道場很快建立起來。但

是等這位宗師去世之後，這些道場很快就沒落了。這些宗師

普遍有個特點，就是他們講經、說法、教禪，都是以他們的

個人經驗為主。他們講的是個人的法，講的是經驗主義的

法，其禪法是以個人的經驗發展出來的，其體系也是依靠個

人的權威建立起來的。一旦這個權威中心倒了，整個道場就

開始沒落了，代表其個人的禪法也相應地衰敗了。但有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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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禪法就不是這樣，當他們還在世的時候反而不一定出

名，等他們去世之後，所留給後代的東西仍然受到重視。例

如緬甸的馬哈甘達勇西亞多 Mahàgandhayun Sayadaw 

Janakàbhivaüsa，從他的著作裡看得出他連禪那都沒有，但

是他留給我們的作品卻受到佛教界的普遍歡迎，許多僧尼都

學習和參考他的著作。這些精通三藏的長老們把三藏裡的傳

統精華介紹出來、發掘出來，等這些長老往生之後，他們的

作品仍然照耀著世間，不會因為他們的去世，其作品就完

了。因為他們的法是三藏的法，是經論的法。只要佛陀的教

法還住立世間，三藏就會存在，這些經論就有其價值。個人

的東西不能耐久，只有個人出來才光芒四射；個人往生，光

就暗淡了。如果一個人不是依自己的光芒，而是依三藏、依

傳統、依佛陀的光芒，這種光芒即使在他去世之後仍然還是

照耀著世間。這也就是修行不能偏離教理、不能隨意發揮、

不能走向個人主義的原因。如果走向個人主義，你自己出來

就產生你的禪法，他出來就產生他的禪法。如果你的方法是

錯的話，你就帶著大家一起走錯、一起墮落。我們尋求一位

導師，修學一種禪法，不要只是看到某些宗師個人的光環，

就輕率地把整個身心和生命投入進去。唯有他們的禪法經得

起經論檢驗、依照巴利三藏才有保險。 

有些人說三藏只是佛陀的法，經典是死的，唯有通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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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實踐，才能活出自己的法。不是這樣的！佛陀所講的法就

是為了實踐，他是為了我們而說的，我們沒必要另外再搞一

套自己的東西。如果我們的東西跟佛陀的不一樣，就把自己

的東西丟掉，佛陀才是權威！佛陀所教導的法是其智慧和覺

悟的結晶，難道我們的智慧還有可能超過佛陀嗎？所以我們

沒必要再去搞自己的一套，沒必要標榜自己、搞個人崇拜，

我們能夠做一名合格的佛陀弟子就不錯了。 

所以，如果想要讓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讓更多的

華人也能學習和實踐佛陀的教法，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第

一、自利，先讓自己在佛陀的教法中找到立足處，獲得法的

利益。第二、利他，包括弘法，假如我們現在能夠做的話就

儘量做，如果不能夠就做少一點。 

7.3 僧信同心致力於佛教住世  

作為佛弟子，我們能夠為佛教所做的事情總不出兩樣：

第一、住持佛教，第二、護持佛教。對僧眾來說是住持佛教，

因為僧眾是專業，除了修學佛法之外，沒必要做其他的事

情。護持的巴利語為 anuggaha，意思是保護、資助。護持

佛教是在家居士的責任。在家人除了宗教生活之外，還有家

庭生活、工作、交際、娛樂等等，不像出家人，除了宗教生

活之外就沒有其他的生活。在家人的宗教生活只是生命的一

部分，而出家人的宗教生活是全部，所以出家人住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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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護持佛教。護持佛教又有兩種方式：一、財物的護持，

二、服務性的護持。財物的護持就像一般的施主那樣做佈施

供養，服務性的護持是為道場做服務，做淨人，做各種操作

性的事務。 

佛教的住世，住持及護持這兩方面都需要。如果只有住

持沒有護持，就好像一間學校只有校長沒有學生，一間公司

只有老闆沒有職員。而只有護持沒有住持也不行，就好像軍

隊沒有將領，群龍無首。所以，唯有住持與護持相互結合，

佛教才能完整地保持和傳承下去。 

 8 結語與勸勉 

「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的三階段」這篇文章大家自

己看，我在這裡只是與各位分享一些心得。如果聽了剛才的

分享之後再來看這篇文章應該更好理解，我就不再重複講這

些了。 

不過，我還是希望想要學習與實踐上座部佛教的弟子

們，眼光放長遠一點，不要只著眼於現前。眼光放長遠有幾

層意思： 

第一、不要急功近利。我們剛才講到，佛教傳進中國經

歷了五、六百年才走向獨立，假如我們現在能用一百年的時

間，讓更多的華人瞭解上座部佛教已經很不錯了。 

第二、修學上座部佛教要考慮佛陀教法的完整性，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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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下續。上承是繼承兩千多年來的傳統；下續是要往後代傳

續下去，而不要讓上座部佛教在我們這一代華人中畫上句

點。我們現在也算是第一代，第一代做好了，後來的人將會

很順利。如果第一代人對教法已經扭曲了，後來的人將會很

吃力。所以我們要看得更長遠。 

第三、現在越來越多人逐漸對上座部佛教感興趣，所以

有很多人已經去或者希望去緬甸、斯里蘭卡、泰國去求學、

求法。對於這些求法者，大致可分為兩類：1、有機會前往

南方上座部佛教國家求法修學，但他們畢竟是少數。2、大

部分時間生活在華人區，只能短時間前往南方佛國，或者偶

爾參加禪修營。這一類人占了絕大多數。對這一類人來說，

他們大多數還沒辦法投入時間去學習和實踐上座部佛教，或

者即使有機會短時間前往南方佛國求法，回來之後很快又被

世俗生活所淹沒。難道這些人就不想學了嗎？就不能繼續學

了嗎？要學！應該學！也應該要讓他們繼續、深入！讓更多

的後來人瞭解和深入上座部佛教的責任就落在第一批求法

者身上。還有一點必須考慮的是，雖然現在很多人到南傳佛

國去求法修學，但是他們總得落葉歸根吧！或者說他們總得

把所修學的法帶回到華人區吧！所以我們應該眼界放大一

點。 

如此，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區植根與傳播是遲早的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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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座每一位都可以隨喜、參與、促成和支援這件事情。 

 

因此，我們現在和今後應該在三方面多下功夫： 

第一、譯介經典與著述。 

第二、學習三藏義理。 

第三、實踐止觀禪修。 

做這些事情要有長遠心。要慢慢來，一點一滴地做，積

沙成塔，集腋成裘，不要急功近利、急於求成。這樣的話，

就能讓更多的華人接觸和瞭解上座部佛教，繼而學習和實踐

佛陀的教導。 

今天，後學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問題與回答 

問題：請問北傳佛教和南傳佛教兩者之間要如何互相交

流、互相融合？ 

回答：南北傳佛教之間的互相交流是必要的，但融合卻

不一定。互相交流與瞭解是為了互相尊重、共存，共同弘揚

佛法；不互相融合是為了保持各自的傳統與特色，沒必要把

南北傳佛教硬是混雜在一起。就好像兩兄弟，你有你的家，

我有我的家，只要彼此都在一個大家庭中，就沒必要強求

說：「因為你們是兩兄弟就不能分家，分家就是忤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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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希望在座各位無論學習的是南傳佛教或是北傳佛

教都好，你學習的是北傳佛教，請不要貶抑南傳佛教；學習

的是南傳佛教，也不要批評北傳佛教。不懂得尊重他人，就

是叫他人不要尊重自己。希望人家尊重，就要學會尊重他

人。所以不要隨便批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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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正 法 久 住 
參加第一期法工成長營的學習心得 

▓王寶昭 2010-1-28 

1 緣起 

今年一月，學院開始舉行法工成長營，師長與法工們同

聚一堂，從生活中親近師長，培養師生的道情，共同弘護佛

教的法誼。 

學院禮請吉祥尊者（註：尊者為學院常任師長之一）蒞

臨指導第一期的禪修及法工成長營。尊者不但慈悲應允，還

因此更改機票行程，無視於所增加的旅途跋涉，不顧身體的

勞累，這種無私、無我、為法犧牲奉獻的精神，令所有聽聞

的法工們為之動容、相當感佩。 

於生活營，尊者除了指導修學佛法之要，還語重心長地

對法工們諄諄教誡，勉勵如何善巧傳法與護法。末學特別有

感於正法久住之殊勝，為表對尊者的感恩與尊敬，轉傳尊者

的教授，以助正法久住。茲依個人所攝受學習到

的重點片段，摘錄如下，與大家分享。其中若有

筆記謬誤之處，乞請尊者及先進大德們諒察，並

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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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筆記 

1 佛陀時代，沒有電腦網路等現代的科技，佛陀靠什麼

來傳法？佛法住立在世間，靠的是什麼？怎樣才叫做正法住

世？怎樣才叫做正法沒有住世？明白這些以後，我們才知道

要怎麼樣去傳法。正法住世有賴於三個因素：（1）理論。（2）

實踐。（3）體證。正法的住世就靠人心的淨化。法是因為有

眾生而有，為了眾生的避苦而有，不是為了作一個擺設、裝

一個表面。眾生沒有苦不須要有正法，不須要有佛陀出現在

世間。因為眾生有苦，佛陀才出現在世間來傳法。如果佛陀

的法不能幫助眾生滅苦，那麼法就沒有在起作用，談不上正

法住世。正法住世是因為他還在扮演著讓人們跳出苦海的角

色，讓人們找到滅苦方法的角色。佛道也是解脫道，沒有解

脫道就沒有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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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必須要明白什麼是法？學法是要達到什麼？學

法、修法、證法、護法。現代人跳開了修法、證法，只要學

法、護法，能不能達到護法的效果？如果我們自己連因果都

搞不清楚，對自我還那麼堅持，可以來傳法嗎？在輪迴裡

面，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只有緣起生滅。正法住世不可

以只是靠理論、靠佛學，要靠人們去學佛、靠他的實踐（他

的修和他的證）。佛陀是修且證，我們怎麼能夠只學而不修、

不證呢？只要作為一個組織精神支柱的那個人有體證，就可

以發揮相當大的力量。 

3 整個佛教界很嚴重的問題是錯見，自己創造一套價值

觀，取代佛陀給我們的價值觀來誤導別人。老老實實來修行

體證，當自己還沒有體證時，可是當你默默在修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生命慢慢在改變。有人說：現在傳法不是

靠定慧來成就。這是不行的。戒是要去修的、要去實踐的，

只是學術傳不了戒律。大家要明白錯見很危險，一有錯見，

人們很容易做錯，所以要記得不能有錯見。當你一直在戒律

中成長的時候，你自己會知道。                             

例如，古人用的方法是托缽，去向人家化緣，化緣

是與眾生結緣，把福田的工作做好。當自己

好好修行做好福田，眾生就種了很多福。當

眾生種了很多福之後，他來修行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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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是現在人想：「我不要接受供養，自己養活自己。」

這是錯見。縱然這個心很好、有氣節，可是是錯見。托缽化

緣非常重要，這是很強、非常強的傳法工具，佛陀很注重這

個讓眾生種福田的工具。就從很有才幹的人做起，因為有才

幹的人有影響力；若是他自己沒有體證，對法不清楚就會開

始誤導，這是這個時代的問題。 

4 我們傳法就是要用整個生命來延續這個法，要有傻

勁、有一種單純的誠心，耐得住寂寞、沈得住氣，法的力量

就出來了。不論是打坐或傳法，很重要的就是「單純」跟「務

實」，這有很大的力量。你來打坐就好。為什麼緬甸人打坐

很容易？因為他們單純。華人比較難，西洋人更難，因為他

們的心複雜。打坐的時候，單純地注意呼吸，定力就來。現

在的人百般取巧，想盡辦法尋找有沒有更快速的方法可以成

就，甚至懷疑師父是否留一手沒教。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

不會成功，因為你的心已經複雜了。禪修須要單純，傳法也

是，越單純越有力量。眼前看起來似乎沒力量，時間一久就

有力了。 

5 佛陀時代就有這個工具了（單純），雖然當時已經有

文字可以抄寫下來，可是他們用背誦的方式來傳法。當你背

完了經，心的力量非常強。我不是要大家一定得背多少經，

而是舉例希望大家老老實實去修。古代的人就算只聽到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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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也是非常珍惜把它背起來、活出來，結果就修定成就

了。現代的人懂得那麼多三藏聖典，連最簡單的「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自淨其意」都不做，結果修得非常辛苦。不是要

懂得很多才能成就，一個《慈愛經》，若你能夠真正把它活

出來，其實是可以成就的。 

6 我們要清楚自己為什麼來傳法？為什麼來當法工？

為什麼要來奉獻？最重要的是出發點必須是無私的，沒有特

權，只有法在運作、在影響大家，沒有人的因素。在領導學

只要記住「依法如實」這四個字，大家都懂得這四個字，把

它好好活出來，領導方面就沒問題了。「依法」就是不要違

背自然界的法則，「如實」就是按照經典記載去做。「依法如

實」就是在不違背自然界的法則之下，散播因緣。作為一個

佛教工作者，你要有忠心於法的氣節、要有無我的勇氣，不

須要在乎別人認同或不認同，要相信法，把法的力量發揮出

來，這很重要。不要有利害關係來當法工，那就失去意義了。 

7 當有別的團體要加入我們的時候，或是要我們去建立

道場的時候，我們不談錢、不談道場，先談管理權，先交出

管理權給僧團，依據法來管理。若對方不肯交出管理權，寧

可不接。因為我們不要困難的管理、混亂的管理、模糊不清

的管理。我們是有次序的，在管理上僧團有僧團的智慧，你

要尊重僧團的智慧。若是交出管理權以後，你還在管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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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嚴重的錯誤，以後很多的是非、內部的鬥爭就會浮現出

來。不可以有人佔功勞，不可以有人功高害主。主是誰？主

是法。依據巴利三藏的法跟律來管理，只有一套價值觀，就

是佛陀的原始價值觀，這是雙方共同的基礎─法跟律。管理

上有疑惑，由僧團依據巴利三藏去解釋；若不能解決，可以

請教師長或有大威德的僧團，當然我們會請教帕奧禪師或請

帕奧禪林的僧團協助。 

8 我們要傳法，一開始要有很明確的概念，就是要依據

巴利三藏的法與律。如果只是要功德，而沒有很明確的概

念，那沒有力量。所以我們在做咖提那袈裟供養的時候，是

大家一起來參與集體供養，大家都有功德，而不是由一個人

單獨供養。當我們真正以無私的心來管理、來服務、來修行，

整個團體就很有力量，大家都很有力量，我們不畏懼什麼，

因為一切都依法、都是為法，該有的就有，不該有的就不要

有。 

9 傳法的人一定要有氣節，在法上不動搖，在其他的細

節上則可以柔和。「依法如實」在生活、領導、管理、傳法

都可以用得上，如果要付出代價，那也是最少的代價。如果

生命裡是要付出這個代價，我們就毫不保留的付出，這樣會

過得很快樂、很有意義、很充實。以無私、無我的心去奉獻，

而不是為了「我要得到什麼」，只是「不忍佛教衰、不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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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苦」。佛陀那麼辛苦，走了那麼長久的菩薩道才成佛，留

下這個法，我們不能讓佛陀的犧牲平白了，我們要來延續、

肩負延續的路。大家以這樣的熱忱，有些人出錢、有些人出

力，當時你有多少法，就有多少力量。當你的生命真正活出

「依法如實」，你要放下很多的自我，只有放下自我，我們

才有功夫，才能把「依法如實」這四個字好好活出來，這時

候肯定會有法的力量。這只是單純的對佛陀、對佛陀的教法

有信心，自己踏踏實實、老老實實去做，我們就會看到法給

我們生命帶來力量、給我們禪修帶來力量、給我們組織帶來

力量、給我們周圍環境帶來力量、給整個世界帶來力量。 

 

3 結語 

末學忝為學院護法會法工之一員，我們衷心期盼能有更

多的佛弟子加入護法法工行列，共同來守護學院。一方面護

持有志禪修的法友們能在僧團師長們的指導下、依著道次第

實修實證，以累積菩提資糧；另一方面自己也得以親近善

士、聽聞正法、如

理思惟、法隨法

行，行趣涅槃，預

入聖流，並願正法

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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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友慈安: 

    滿懷喜悅地與諸法友第三度分享帕奧禪師(Pa Auk 

Sayadaw)的法訊，暨學院師長的動態，以利大家憶念善知

識，更擇緣隨護乃至親近學習。 

    我們尊敬的帕奧禪師(Pa Auk Sayadaw)(學院的精神導

師)於 2010 年 0101 至 0630，在帕奧禪林主持密集進階禪修

營(intensive advanced meditation retreat)。已於 0101

正式開營，原先預定參加的學員須經禪師選定，而今禪師慈

悲、為正法久住而精進奉獻，每天約 8-9 小時接受禪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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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2 月之際，禪修者總共約 1100 人，包含約 250 外國

人。   

目前，帕奧禪林的海內外分院的住持與禪師等僧團重要

師長及長老，幾乎皆集中於禪林精進禪修，接受禪師親自指

導。而學院指導師長(nayaka)尚智禪師(Bhante U AggaJJa)

與智行尊者(Bhante U NyanAcAra)、客座師長悉達拉大長老

(Sayadaw U Cittara)皆早已回禪林參加禪修營。至於德勝尊

者(Bhante U PuJJaseTTha)與妙喜尊者(Bhante U Sunanda)二

位師長，則都已到院達一年上下，而在 3月返緬。常任師長

淨法尊者(Bhante U Dhammasubho)已於 2月底抵禪林；瑪欣

德尊者(Bhante U Mahinda)亦將更改弘法的行程，於 4月上

旬返禪林。至於另一常任師長吉祥尊者(Bhante U MaGgala)

則依原計畫領眾往印度、尼泊爾朝聖及禪修，並邀請緬甸康

沙那尊者(Bhante U KaJcana)(曾於2009 年5-7月蒞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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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同前往指導。另外，新加坡分院的禪師與駐馬來西亞檳城

分院的尊者亦都早已返蒞禪林。  

而學院則預定於 5月 7日，由指導師長(兼代院長)觀淨

尊者(Bhante U SopAka)帶領大眾返禪林參學與禪修。有心一

遇禪林盛會的法友，歡迎早日向學院報名隨行前往參學。期

間，學院至少還有客座師長自信長老(MahAthera VisArada)

駐院指導，一切學習正常。 

5-6 月之際，悉達拉大長老與智行尊者將先行返蒞學

院，並由大長老主持禪修營。有心參加此禪修營者，請注意

學院的公告。而代院長返蒞學院的時間則視情形而定。將來

台主持今年(2010)雨安居的大長老乃曼德勒分院的住持給

薩琳達大長老(Sayadaw U Kesarinda)，目前亦在禪林，將於

七月間蒞台。並歡迎法友善信同來隨護僧眾的雨安居，乃至

參加雨安居的精進禪修。 

這次的禪修營至為難得，我們也隨喜護持學院的師長返

禪林接受禪師的指導。隨喜禪修營成就的殊勝功德，願此功

德資益正法久住。可預期的，此功德亦將輾轉助益學院的諸

多僧信法友及善施，滋養佛陀的教法植根於台灣！ 

 

TTBC 代院長 觀淨比庫  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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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貴人 
─生命逢變時親近善知識的心得 

▓簡美真 

 

騎著 50cc 的摩托車幾次奔波

在來往員林和埔心的大馬路上。這條連接高速公路的主要道

路車多車速也快，小小的機車顯得渺小而脆弱，猶如人處在

狂野的洪流中，無助無奈卻也必須掙扎著前進。若人能夠選

擇，我一定不吃這個苦，但是苦已不請自來。有ㄧ次也是在

路上，正在擔驚受怕，心裡閃過ㄧ個念頭，我覺得我應該從

這種苦中得到某些有意義的東西吧！世上不可以有白吃的

苦頭；世上不可以有白生的病，每一種苦都可能敎我們如何

尋找快樂；每一種病都可能引導我們積極尋覓藥方。 

    或許這樣的心念牽引，而觀浄 bhante 又看到自己

都在陪伴與憶想身心受苦的人，所以 bhante 當天晚上，給

了我ㄧ個功課：思惟善知識的特質，並試著整理出十點。這

幾天，照顧身心受苦者的同時，思惟善士的念頭也不斷地佔

據我的心。紛擾雜亂中，似乎漸漸有ㄧ點點清明和穩定。茲

將思惟結果略做整理，一則提醒自己，一則分享諸信厚友，

最希望的是從中得到更多的教誨，作為自己成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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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知識是真誠溫暖的。 

    正如在署彰醫院急診室門外，Bhante 微笑而鎮定的開

示重點之ㄧ：“Bhante 今天似乎是應病人的因緣而來，但

更要緊的是關心提醒健康的你們”。大多數人病了死了才找

神佛或師父，而 Bhante 提醒大家，能在健康的身心狀況下

學習，才是真正保護自己的良方。在急診

室裡，Bhante 左手握住病人的手，右手

輕輕拍撫著病人的頭，嘴裡提醒病人這

時會有一些痛苦，也要一點忍耐病的

不舒服，要努力配合醫生的醫療行為。

鼓勵病人，也安頓家屬親友茫然慌亂的心。 

   善知識是活潑輕鬆的。 

一般人遭遇不幸打擊，總有一些好心人急著去關心，結

果往往是大家一起不斷地複習各種苦境苦況，又身陷苦的泥

沼中，恐懼不安。善知識了知苦與苦諦，好像打過預防針，

遇上苦時，總能四兩撥千金避免第二箭的再次傷害。 

    善知識是精進的全力以赴的。 

學院的師長過午不食，甚至日中一食。Bhante 們除了

托缽、應供開示以外，都在學院自修教學，法談中除了佛法

還是佛法。不管出家人或在家人來學院分享各種苦樂事項，

bhante 們總會引導大家根據佛陀的看法來看事件。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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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樂在精純法義裡，不知什麼叫疲倦。 

    善知識是正語且謙和的 

這次因舍妹家人重病的因緣，焦急絕望地跑去求德勝尊

者誦“保護經”。德勝尊者慈悲地教誡道：“Bhante 誦的

是轉法輪經，天人聽了很歡喜，而你們有供養、有服務僧團、

有認真學習，也就是有善業，所以天人也願意幫忙你們”。

接著妙喜尊者懇切地教誡道：“我自己有ㄧ個弟弟和一個妹

妹，我努力的給他們吃、住、穿衣和藥，想像自己可以用嘴

巴含著來保護他們，他們還是死了。”兩位尊者語重心長，

殷殷敘述著四聖諦的真理，我常憶念起當時兩位 Bhante 和

煦慈藹的眼神，祥和的教說，內心便自然生起一股暖流，溫

馨而有力。佛陀的教導不是教我們如何得到富貴長壽，應該

是教導我們面對這世間突如其來的狂風暴雨時，要具備什麼

態度和方法才能安然度過。 

    善知識是講求方法給人希望的 

舍妹家逢巨變，恐懼不安而請示觀淨 Bhante，Bhante

教導說：那種突然發生的境，撞擊我們的心太強烈，留在心

中很難去除，這對常人是很自然的。這種時候可以憶念著一

尊自己相應的佛陀聖像，思惟著佛陀的功德，多次反覆可以

使心靜下來，然後念住在入出息，用心在自己平時熟練的業

處，心就會安穩平靜。實驗結果證明這是真實不虛有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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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方法。三寶給人方法、使人清涼、而透過自己的努力可

以獲得平安讓人覺得有希望。 

    善知識是把握宗旨而堪忍的 

佛陀創教初始，即知弘揚教法絕非易事。世人不想知道

生命的真相，沒有意願面對自己，即使有幸窺得自己絲毫缺

失，也甚少有勇氣和毅力去改善自己；不用等到下一世，此

世即不斷重複著悲苦爛劇，活在悲哀當中享受悲情，綁住一

竿子相關人等，彼此楚囚相對。善知識知道自己的目標，忍

耐著各種困難和寂寞，一步一步往前走。Bhante 有趣的口

頭禪「三年四個月」耐人尋味，值得細細思量。多半我們像

那無頭蒼蠅到處亂飛，不僅很難點到，有幸點到也常常因好

逸惡勞半途而廢。    

    善知識是朝向減少貪瞋癡乃至斷除，也勸人如此。 

這的確反世道而行。在這瞬間變化不可預測的時代，各

種五花八門的誘惑，連植物都搞不清楚時序，亂開花；活在

此時的人，不患精神疾病也真難。瑪欣德尊者開示說：要修

到初果時，才能真正對三寶有不動搖的浄信心。修到初果有

多難呀！要多少的堅忍和波羅密呀！這也許正是南傳上座

部佛法難傳的原因之ㄧ，更是可貴之處。Bhante 們往往教

者諄諄，而聽者藐藐。但也幸虧有 Bhante 們的堅持，我們

得以聽聞佛陀素樸典雅的教法，知所慚愧，有所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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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知識是很好的老師 

佛陀的功德之ㄧ是人天導師，如果我們願意敞開心胸學

習，Bhante 們也都是很好的教導我們去除愁、悲、苦、憂、

惱的老師。他們根據佛法教導我們守戒、習定、修慧，善巧

柔軟循循善誘，唯一的條件只是提醒我們要努力。每次離開

學院，Bhante 總是提醒我“要好好守護自己”，最近更體

會到有三寶守護的安全，和缺乏三寶守護的危險。    

    智者善知識以身作則 

像一個鋼琴師ㄧ樣，善知識示範給我們看如何減少煩

惱。讓我們錯以為我們可以肆無忌憚的把煩惱一股腦兒丟給

他們，完全沒考慮到老師是不是一定能消化。仔細想起來，

Bhante 還是凡人哪，一定也有自己的苦，只是要笑笑地帶

領大家以身作則啊。他們主要的功課是：皈依三寶、研習三

藏、勤修三學、熄滅三毒，也鼓勵學生那樣努力。 

    智者善知識自知所能也知道自己的侷限性 

有ㄧ次吉祥尊者開示說“你們覺得對於一個很苦的人

我們能幫他幾分？事實是我們很難真正幫助一個很苦的

人，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只能選擇稍微保持距離，這是保

護自己，不是自私。佛陀不會敎我們自私。”觀浄尊者也曾

經教誡說“內心充滿煩惱的人，正如一個全身都痛的人，我

們如果不小心碰到他，他一定立刻哇哇叫，他們為了保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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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會哭、會叫、還會反擊，智者宜量力而為，適當遠離這

些人。” 佛陀怎會敎我們自私呢？有ㄧ次悉達拉長老開示

說“最近我們有去幾個地方誦經，一個人不久病好了，另一

個卻死了”長老邊說邊自己也笑起來。Bhante 們從來不說

自己是萬能的，甚至常常提醒我們佛陀也會生病，也會離開

大家。善知識是務實而不是現實。 

    最近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用自己

的能力、在各個自己所處的環境裡辛苦努力的活著。很多時

候事情往往不像自己所看到的那樣，很多時候其實人也都不

願意像他表現的那樣。自己很幸運，有機會到學院學習，親

近善知識就好像生命碰到貴人！ 

常常聽人家說要善待自己，才能善待別人，可是究竟自

己長什麼樣子，自己需要什麼，可能自己也不清楚。就這樣

在業的瀑流裡載浮載沉，而且沉的時候往往比浮起來多得

多。佛陀開展一條單純的道路讓我們學步，善知識顯得必要

和可貴，引導我們走上菩提大道。 

個人以管窺天的淺見寫下些許善知識的特質，其實是觀

淨 Bhante 應是要我在家時有個目標可依循，藉著思惟善知

識的特質，有個業處可用功，這不就是僧隨念的應用嗎！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還有許多成長空間，這條成長的道路

還十分遙遠，宜多多努力。願藉此小小篇幅感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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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nte、Sayalay 及眾多佛友在這次舍妹家人病缘中諸多慈

愛的散播、無條件的支持、積極的迴向和鼓勵。 

Sadhu！  Sadhu！  Sadhu！ 

 

 

 

 

 

 

 

 

 

 

 

 

 

 

 

 

上座部學院/法藏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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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學院 出版法訊 2010-3-8 
    學院 2010 年初已出版瑪欣德尊者的《上座部佛教修學

入門》(修訂版)。近期預定將再出版同一尊者的著作，如《沙

馬內拉學處》(修訂版)、《大護衛經》、《上座部佛教唸誦集》

等。好樂請閱的法友善信可相互周知同好，並歡迎大眾 

(透過學院網站)請閱。 

 關於尊者著作的特色，則如作者如下的〈作品聲明〉： 

 

作品聲明 

瑪欣德比庫(Mahinda Bhikkhu)的佛

法作品内容以翻譯巴利三藏和介紹南傳

上座部佛教止觀禪法為主。其中，巴利三藏乃依據

三藏義註等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方式進行翻譯，止觀

禪法乃依據緬甸帕奧禪林的修學方法進行介紹。 

瑪欣德比庫   2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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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ṭṭhānasuttaṃ 
起 來 經 

 

 

                觀淨尊者中譯 

 

333. 

Uṭṭhahatha nisīdatha, ko attho supitena vo; 

Āturānañhi kā niddā, sallaviddhāna ruppataṃ. 

起來！坐起來！睡覺有何用？ 

中箭折磨受苦者，睡覺是什麽？ 

 

334. 

Uṭṭhahatha nisīdatha, daḷhaṃ sikkhatha santiyā; 

Mā vo pamatte viññāya, maccurājā amohayittha 

vasānuge. 

起來！坐起來！堅定學習，以致寂靜。 

勿讓知你懈怠之死神所愚，而任其擺弄。 

 

 

經集第二品―小品 



 

 98 

335. 

Yāya devā manussā ca, sitā tiṭṭhanti atthikā; 

Tarathetaṃ visattikaṃ, khaṇo vo mā upaccagā; 

Khaṇātītā hi socanti, nirayamhi samappitā. 

人神依戀與欲求，而住立(於輪迴)；越過那執著！ 

勿錯過時機！因爲錯過時機者，墜入地獄時悲哀。 

 

336. 

Pamādo rajo pamādo, pamādānupatito rajo; 

Appamādena vijjāya, abbahe sallamattanoti. 

懈怠懈怠是塵垢，塵垢起自懈怠； 

應以精進和明知，拔出自己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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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通 告 
2010 四月份共修  活動通告 6 

主    旨：為植根佛陀的教法於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本學院在 2010 年4 月 24 日(週六) ― 25日(週

日)，舉行共修會。 

師    資：禮請自信長老及觀淨尊者主持。 

活動說明：學院成立兩年多來，漸趨穩定，歡迎佛友同來參

與學院的學習與生活，參加每月第四星期的週六

與日之共修，攜手共造法船，同乘遊於佛陀教法

中繼往開來，以航度輪迴之流。 

活動時間與內容： 

0424  09:30 完成報到，並集合禪堂(歡迎提前至學院掛單) 

0425 17:00 離營 (晚上可在學院掛單) 
 

  20102 第三期禪修營   活動通告 7 

主    旨：為植根佛陀的教法於台灣(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本

學院在 2010 年 5 月 28 日(週五) 

― 6 月 6日(週日)，舉行禪修營

暨短期出家。 

師    資：禮請悉達拉大長老(Sayadaw U  

          Cittara)為營隊禪師，主持禪修營。曾代理禪林

的住持。目前乃帕奧禪林的資深禪師、第二

(second)住持。2008 年 7 月至 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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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駐錫學院指導，歡迎舊雨新知來參加。長老預

訂 5月下旬蒞院。(曾國興居士協助翻譯) 

禪    法：依巴利三藏聖典暨清淨道論，循三學七清淨的 

          次第，由安般念或四大差別等業處入門，次第傳

授止觀，以現證道果。 

戒    法：在禪修營期間，至少持守八戒；可請求短期出家。 

         或終生出家。 

報名方式：禪修者得申請續住學院，專志禪修或選修巴利聖典。 

         5.1 僅參加禪修者，可全程參加或選擇數日精進 

         禪修。錄取者另行通知。 

         5.2 請求出家者，須先約定時間面談。錄取者，  

         即日可先住到學院。傳授戒法後，參加禪修。活 

         動結束後，短期出家者離開學院前，經學院師長 

         許可；亦得申請繼住學院，參加後續課程。 

活動時間：預定 5月 28(18:00-19:30 報到)-6 月 6 日。自

選參加時間者，於報名表註明報到及離營時間。 

活動地點：上座部學院(設於法藏講堂)  

          台南縣歸仁鄉南保村民權 8 街 85 巷 1 號 

連絡方式：06-2301406 (代表線)  Fax:06-2391563     

          email:taiwandipa@gmail. 

          com 網址 http://www.taiwandipa.org.tw/     

         http://myweb.ncku.edu.tw/~lausinan/ 

 
交通方式：1.搭高鐵，台南站下車，搭計程車至法藏講堂約 200 元。 2.搭

台鐵至台南火車站，到火車站鈄對面的中山路，轉搭興南客運，前往歸仁，

於「姓李仔」站下車，徒歩經行 5 分鐘至法藏講堂。3.搭中山高的巴士，在

仁德─台南站下車，轉搭往歸仁的公車，在「姓李仔」下車，徒歩經行 5 分

鐘至法藏講堂。或搭計程車，約 200 元。  4.自行開車。走南二高，從「關

廟」交流道下，開往歸仁；走中山高，從「仁德」交流道下，開往 

歸仁。轉入中山路三段 138 巷，直走到底右轉 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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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宗旨之傳與承 

佛陀於贍部島(Jambu-dIpa)創覺，弘法建僧；長老聖弟

子於蘭卡島(LaGka-dIpa)傳承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廣植

為緬泰等地之文化傳統；就上座部佛教的現代傳佈，願教

法廣傳於華人區，並植根於台灣島(Taiwan-dIpa)，即是令正

法光照台灣(Taiwan dIpet i)，成為台灣之光(Taiwano 

dIpaM)。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立基於台灣為主之華人文化傳統，承續緬甸代表之上

座部佛教文化傳統，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化；以帕奧禪

林之教學為宗教典範，指引方向；依巴利三藏學習佛教真

理，勤修三學，息滅三毒，以令正法久住。 

 

學院宗旨文之舊版 

佛陀於閻浮島(Jambu-dIpa)創覺，弘法建僧；長老聖弟

子於楞伽島(LaGka-dIpa)傳承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就弘

揚上座部佛教於台灣島(Taiwan-dIpa)而言，即是令正法光照

台灣(Taiwan dIpeti)，成為台灣之光(Taiwano dIpaM)。一言

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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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設 上座部學院 護法會 啟事 
1.緣起 

歷史的世尊，自悟真理，斷盡煩惱，證悟涅槃。轉正法

輪，演四聖諦；法與律平衡，建僧攝僧；弘法創教，根植教

法，利樂世間。佛世的弟子，親炙佛陀之教，無數人證得解

脫。 

在佛法傳佈的過程中，世尊的正法、律曾被沾染，菩提

之道間或隱於荒煙蔓草。佛弟子有的盲修瞎練，有的忙得不

亦樂乎，目標卻是空中樓閣！佛陀的教法真的失傳了嗎？不

然！由於南傳上座部佛教守護教法的作風，保持了法義的純

淨性；僧團尊敬佛陀的教誡，學習奉持戒律。至今，菩提之

道仍修證於上座部的正統傳承裡。 

在當代南傳大師住持的道場中，緬甸帕奧禪師帶領的帕

奧禪林，正是代表性的一個僧團。在禪林，尊者們服務三寶、

研習巴利三藏聖典、依戒修習止觀，進而取證道果、住持佛

法。不少的華人、台灣人探溯教法，正在禪林精進修習；有

些曾修學於禪林的尊者，目前則參學或弘法於台灣等國度。 

源於這些遠近的因緣，誕生上座部學院(全稱 TTBC: 

TaiwandIpa TheravAda Buddhist College：台灣南傳上座部佛

 護法會 
(Taiwandīpa Kappiya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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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院)，而為植根教法於台灣，所以我們籌設學院的「護

法會(kappiyagaNa)」。 

2.宗旨 

    台灣的佛弟子探溯佛法，遵循南傳上座的僧伽傳統，已

歷十多年。我們的師長們，參與了溯源期，認識到：復歸佛

陀的教導，已到了植根期。 

尊 者 們 為 了 『 植 根 上 座 部 佛 教 於 台 灣 』

(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令正法光

照台灣(Taiwan dIpeti)，成為台灣之光(Taiwano dIpaM)，

在台創設上座部學院，指導籌設護法會，統合僧信，於台灣

(TaiwandIpa) 推 展 教 法 。（ 2008 年 活 動 參 見

http://www.taiwandipa.org.tw/或 2008 年學院招生簡章） 

傳教是出家眾的責任，護教是在家眾的責任；僧信依律

共構教團，僧團帶領教團 令正法住世。傳教、護教乃教法

之雙翼；抉擇因緣，承擔責任，我們籌設護法會，旨在護持

上座部學院、植根教法於台灣。 

3.護法進程 

學院在初期，雙向並進，禮聘緬甸帕奧禪林為主的尊

者，蒞台指導；也帶領學員到帕奧禪林修學。逐漸地，禮請

尊者們長住台灣，帶領教團修學與弘法，指導禪修，教授與

譯述巴利三藏；讓佛弟子安心依止修學，願出家者得以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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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安住。進而，早日共融於上座部的大傳統，利樂台灣

等華人教區，以助佛弟子修證菩提。 

護法會現在籌設中，初期的工作是護持學院的運作。逐

漸地，籌建森林禪修道場，成立綜合性的上座部佛教中心。

進而，讓台灣承續佛陀的教法，連結華人教區，以佛法分享

世人。  

4.邀約參與 

「由於不能徹知四聖諦，你我長久以來皆迷失於生死輪

迴之中。」（《相應部．邊際村經》）為了愛護自己，我們

應當為自己的解脫而努力；為了護念世間，我們也應該為自

己的解脫而努力。 

護法會除了護持僧團，更讓我們有機會開始親近善士，

學習正法、律，累積菩提資糧，修證菩提。 

讓我們從加入護法會開始吧！護法會需要您，沒有您，

護法會不能成事；您也需要護法會，沒有護法會，恆古正法

難以住立台灣。加入我們的行列吧！請和籌備會或籌備委員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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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啟建玉佛禪林」因緣生變致歉 

祈請佈施建設的施主諒解並信任護法會的善後處理 

 

１.緣起 

     籌建森林禪修道場乃護法會護法進程的中期目標。在

護法會訊第 2期特稿「募集淨資 籌建森林禪修道場啟事」

中，邀約法友集腋成裘，早日設立森林禪修道場，以利台灣

承續佛陀的教法，以便佛弟子修證菩提之道。 

經各方的努力與協力，2009 年 10 月之間「籌建森林道

場事宜，已接近決定地點的階段」。這時傳來有人想供養道

場給學院的消息。承創建玉佛淨苑的恆圓與心昱法師之熱

切，多次至院邀請，終於 2010 年 1 月 3 日正式「供養玉佛

淨苑給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禮請學院指導(nayaka)

師長帶領」。之後，護法會募集淨資以致力整建玉佛禪林。

而今二位法師無法落實佈施，護法會隨 喜學院指導師長們

安心奉還的決定。 

在此，我們略說明佈施與奉還的過程，並感恩與致歉所

有曾因護法會之誠邀而護持「啟建玉佛禪林」的各方法友善

士，且邀約大眾繼續護持籌建森林禪修道場，是以護法會作

(Taiwandīpa KappiyagaGa)2010 年 3 月 25 日  

 護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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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公告。 

2.佈施與奉還的過程 

2.1 佈施的過程 

在護法會訊第 5期的「集集玉佛禪林供養紀要」文中，

詳細報導玉佛禪林供養的經過。略述其要：緣於創建玉佛淨

苑的恆圓與心昱法師之發心，2009 年 11 月 7 日以來的多次

蒞院邀請；12 月 2 日再蒞學院，親自在學院師長們面前供

養玉佛淨苑給學院，並邀請學院師長帶領道場，且熱切禮請

師長於 2010 年元旦間至淨苑指導禪修；12 月 14 日進一步

於玉佛淨苑討論確定學院接受後的帶領細節，諸如新任住持

人、處理淨資的原則及於 2010 年 1 月 3 日舉行慶典與供養

儀式等。於 2010 年 1 月 3 日舉行的「玉佛禪林禪堂啟用慶

典暨供養儀式」，在二位法師所宣讀之「供養玉佛禪林給台

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供養文及發願文」中，宣告「供養

玉佛淨苑給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禮請學院指導

(nayaka)師長帶領，以玉佛禪林之名弘法利眾」。 

學院護法會隨後發起〈邀約佈施「啟建玉佛禪林」啟

事〉，初步階段是特別為二月份的禪修營而募集，以增加生

活設備。於 1月 26-27 日與 2月 6日的會議中，二位法師都

一再表達確認「供養玉佛淨苑給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禮請學院指導(nayaka)師長帶領，以玉佛禪林之名弘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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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以，我們繼續募集淨資並用於整建禪林，以應二月

份禪修營之用。 

    護法會及諸方的法友善士前後投入於禪林的心力人

力，難以細數。就禪林場地修改整理及建設工程而言，舉其

大要向諸位法友報告：1.二樓另闢一門作為出入口，2.二樓

向外至大殿間的遮雨棚，3.大殿右側之托缽堂，4.簡易停車

場，5.尊者及男眾的簡易住房（貨櫃屋 8只及衛浴設備 8

套），6.會客室兼禪修報告室、護法會辦公室（貨櫃屋 2只

及簡易廁所 2間），7.水電設施、通訊設備等等。整體共約

價值新台幣 280 萬元。 

又如，大家得知：兩位尼師因先前未完成的大殿前廣場

美化工程，而和包商有工程糾紛。包商乃至已準備進行法律

行動索賠！先經預定的新任住持之協助，後由學院師長、護

法委員出面協調，及熱心法友居中斡旋，終於在農曆年前達

成和解，並由護法會於年前先支付部份給包商以落實和解之

誠意。 

再如，1月底二月初，正當托缽堂興建及貨櫃屋安置之

際，又傳出林務局官員來勘查，說禪林有部分建築佔用國有

林地。護法會立即積極協助和林務局交涉處理，尋求解決之

道。3月間，護法會繼續協助處理之際，二位尼師則說：在

集集就近和林務局交涉比較方便，拿回玉佛淨苑之印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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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拒護法會協助處理侵佔國有林地的問題。 

其無法落實佈施的事實，逐漸曝露出來！ 

2.2 生變的過程與奉還 

護法會協助的法律事宜，再如推舉玊佛淨苑新任住持與

法律登記之事宜。二月初，兩位尼師交出淨苑的印信和住持

的印章以供辦理相關法律事宜。承蒙中華佛寺協會指點協

助，護法會寄出禪林執事名冊及公函給集集鎮公所，並請呈

轉南投縣政府核備，開始進行相關法律手續。但該住持卻於

3月初由家屬陪同，說因辦理俗家事務需要而取回私章！ 

3 月間，春陽和煦，正當護法法工還在回味護持禪修營

的殊勝功德時，二位尼師無法落實佈施的事實，終而完全清

楚呈現。兩位尼師告訴原初介紹供養淨苑的兩位法師，說自

己已改變供養心意；並曾私下告訴護法會成員要學院師長另

找其他森林禪修道場。護法會得知上述資訊後，於 3 月 18

日召開臨時護法會，除兩位介紹法師列席，學院師長也蒞臨

指導。會中她們一再表示愧對學院與護法會，並進一歩說

出：玉佛淨苑的二位尼師已領出並積壓集集鎮公所關於禪林

執事名冊的回函公文；還要求鎮公所除了當事人之外不要回

答任何人有關法律登記之事，並要求兩位介紹人保密，不準

備召開禪林執事會議。護法會感激她們，學院師長並開示兩

位介紹人：這件事她們只有功德，並無過失。大家交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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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所見所知的事，理解整體事緣後，達成善後處理的準

備，在 sādhu 的安樂聲中結束會議。 

會中並決議：請二位護法會成員(一位乃負責法律事宜

的護法、一位乃代表護法會而擔任玉佛淨苑的執事人) 3 月

19 日去集集向兩位尼師施主確認心意，以便繼續下一階段

建設或歸還禪林。轉告她們因供養時有公開儀式，如果要停

止供養亦應向學院指導師長們正式報告。她們的答覆支吾其

詞，並說不準備南下學院正式報告，也無意配合進一步的法

律登記事宜。 

護法會和各方法友善信投入淨資建設，發心護持的之人

力物力諸多，詳說則細不可數。現今二位法師無法落實佈施

的明顯事實，被學院師長與護法及法友善士們所看到；當然

也被預定的新任住持所知見。既然大家都親有所見，又有充

分的理解與共識，善後的共識隱然已形成。經學院在台駐院

的指導師長先行討論、並聽取餘駐院師長之建議，再用通訊

與目前在緬甸帕奧禪林的指導師長討論後，以學院指導師長

為首組成的僧團決定奉還玉佛淨苑給二位法師，並開示：清

淨的佈施以喜捨利樂為要。護法會隨喜學院指導師長們安心

奉還的決定。特此公告： 

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奉還玉佛淨苑給二位法師，

護法會同時終止〈邀約佈施「啟建玉佛禪林」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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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後事宜 

世間無常，人所難料。我們隨喜學院師長與世無爭的精

神，安然奉還玉佛淨苑給二位法師。同時也轉達學院師長(1)

對佈施淨資、時間、體力與心力者之感恩、並對未能圓滿施

主的善願之歉意，(2)師長請求大眾勿因此而陷於紛諍、並

憶念為此曾有的善業，(3)勸勉大眾修習安忍並散播慈心給

任何與此事有闗的人，安樂於法，用心致力於菩提之道。 

   事到如今，護法會基於對佈施信眾的責任，必須當機立

斷，不能以拖待變。這樣對有心繼續護持禪林的法友無法交

代。我們必須宣佈現在是一個停損點。是以，學院護法會在

此正式公告： 

1.向因〈邀約佈施「啟建玉佛禪林」啟事〉之相關名義

而護持者致謝與致歉，同時終止〈邀約佈施「啟建玉佛禪林」

啟事〉。原來用於募集淨資的第一銀行專戶不再用於玉佛禪

林，而轉回作為繼續籌建森林禪修道場之用。 

2.請求施主體諒與同意我們負責善後並全權處理。在玉

佛禪林的建設與生活支出，至今總共約價值新台幣 300 萬

元；以玉佛禪林之名募集的淨資，至今總共價值約新台幣

180 萬元。往後若能從投入的資具中收回些許成本，將繼續

作為籌建森林禪修道場的基金。若有施主要取回因〈邀約佈

施「啟建玉佛禪林」啟事〉之相關名義而進行的佈施，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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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起兩個月內向學院護法會連絡，我們將會儘速奉還。 

 

護法會辦公室法工位於上座部學院(設於法藏講堂) 

台南縣  歸仁鄉  南保村民權 8 街 85 巷 1 號 

No. 1, lane 85, Ming Chuen Street 8, Guei Ren Siang,Tainan, Taiwan 

06-2301406 (代表線)  Fax:06-2391563  

email:taiwandipa@gmail.com 

網址 http://www.taiwandipa.org.tw/  

http://myweb.ncku.edu.tw/~lausinan/ 

 

    我們謙心學習佛法與護法，不會和兩位尼師對簿公

堂，更無意責怪任何人。如佛陀的教導：果報如此，我們如

理作意的承受，重點是現前的善後處理，以開展未來。即使

護法會的所有資具已消耗殆盡，甚至透支，而護法會所念茲

在茲的是：愧對專門為護持啟建玉佛禪林而發心佈施的施主

法友！我們實在無法向所有施主及關心森林禪修道場的法

友交代。只能再次表達誠摯的歉意，請求諒解，並給我們時

間進行妥善的善後處理。 

4.分享心得與誠邀籌建森林道場 

護法法工在這次經驗中獲益良多，親見師長的出家離俗

之精神，更加凝聚共識。我們也更認識到正信三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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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隨順修學於南傳上座部佛教的殊勝，並誠邀諸方法友來院

學習。 

     我們也因這次的經驗學習，更了解如何護法，堅定護

持學院的信心。最後，我們再次確定護法會護法進程的中期

目標：籌建森林禪修道場。如會訊第 2期特稿「募集淨資 籌

建森林禪修道場啟事」所說，邀約法友集腋成裘，施主善信

共來護持佛陀之教植根於台灣，早日建成森林禪修道場，以

便佛弟子禪修，趣證菩提，台灣承續佛陀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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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法 會 誠 邀  
 

0 護持學院與講堂項目 

1.護持禪師暨弘法師培訓計劃～ 

2.籌設森林禪修道場基金～ 

3.助印學院出版品（聖典暨禪師們著作中譯及出書計劃）～ 

4.一般其他～ 

 

 

0 護持專戶（請註明護持項目，共四大項） 

 

1.銀行轉帳：銀行:京城銀行 分行:歸仁分行  戶名:法藏講堂 

 帳號：0501-2501-2067（銀行代碼 054） 

 (請在轉帳收據上，註明姓名、電話及地址，傳真至 06-2391563) 

 

2.郵政劃撥： 帳號－31451523    戶名－法藏講堂 

 

3.籌建森林道場：銀行：第一銀行 分行：新化分行 

    （專用帳戶） 帳號：6255-0287-595  戶名：法藏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