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大金塔前的省思
從佛教深植於緬甸的盛況談我們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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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緣起

第一項 參訪的緣起

2010年2月底新春禪修營圓滿時，學院代

院長－觀淨尊者宣佈一項令人振奮的訊息：

學院預定於5月至緬甸帕奧禪林參學，歡迎

隨喜參加。部份禪修者聽聞後，即在分享學

習心得之餘，相互約定回去安排時間及相關

事宜，希望能夠跟隨師長同赴禪林參學，因

緣具足者也可以留在禪林繼續精進禪修，期

許在止觀的修習次第學程能更上一層。

此次參學之所以特別殊勝，最主要的原因是2010年1月至6月帕

奧禪林舉辦為期六個月的密集禪修營，由帕奧禪師親自指導，有逾

千的禪修者（其中約半數為比庫僧眾）參加。若在這段期間至禪林

參學，不但可以一睹盛況，更可親身體會團體共修的殊勝；留在禪林

精進 禪修者，也有機會

得到禪 師的 指導，真是

千載 難 逢。其 次是有學

院的代院長帶領，至禪

林後還可頂禮尚智禪師

等學院的指導師長。再

次是法藏講堂的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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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定長老將同行往詣禪林晉見禪師，同來隨喜學院向禪師邀請供養

學院處所－法藏講堂給禪師，並且邀請禪師蒞台弘法。(見下圖:慶定

長老在學院禮禪師)

帕奧禪林不但是學院所依循的宗教典範，更是國際上頗負盛

名的上座部佛教禪修聖地，也是所有好樂禪修者夢寐以求的學習處

所，完整地保留了佛陀時代傳統的僧團制度與生活。想到此行不但

可以回歸祖庭躬逢其盛，並且參與成就供養的殊勝善業，所有參學

者莫不充滿歡喜與期待。

末學的參學動機，除了上述兩點殊勝原因之外，在個人方面：首

先是，聽聞禪師威德及禪林的相關人事物已將近十年，一直沒有因

緣參訪佛教的國度－緬甸以及至禪林參學。在這段期間，雖然禪師

曾經五度蒞台弘法，一次親蒞學院指導，末學卻屢錯良機，未能親

近頂禮禪師攝受學習；經過漫長的等待，如今總算因緣成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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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學院師長帶領，思及世事無常，豈能不好好把握呢？其次是基於

好奇，不理解禪林為何可以吸引全球超過20個國家的禪修者或佛弟

子，不遠千里迢迢由世界各地遠赴禪林求戒、求法？乃至不惜捨棄

世間的榮華富貴、名聞利養（例如：博士學位、高薪、高位、），心甘情

願在森林道場的一隅，虔誠的禮跪在佛陀面前，接受禪師教誡、修

禪。

再則是，不理解為何有人到禪林修學返台後，卻反而在思想觀

念上生起負面、反向的變化？為何不同的人在同樣的禪林，所攝受

學習到的結果，居然是如此截然不同？禪林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地

方呢？就這樣，末學懷著既興奮又摻雜疑團的心情，於5月7日一早踏

上緬甸參學之旅。

第二項 撰文整理的緣起

此次同行有代院長觀淨尊者隨團指導，除了深化我們對緬甸佛

教的認識，也引導我們如何在禪林參學。

在參學之旅的通告上，已列有參學須知；觀淨尊者在機場也殷

殷叮嚀我們如何安住於禪林：「如《清淨道論》上之教導，至大道場

參學禪修，得善巧地遠離一些大道場難免會有的人事紛擾。我們此

行係以參學禪修為主，抵達禪林之後，大家要提起正念，善自守護身

語意業，遵守禪林的師長及執事人指導，切忌向外攀緣，恪遵禪林

的共住規約，以淨除不必要的煩惱。」感恩師長行前的提醒，到帕奧

禪林參學後，親身體驗，再經指點，幸而澄清了摻雜的疑團。

沿途，尊者還隨緣重點開示。在大金塔前的省思，精要概述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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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佛教之殊勝，進而省思及前瞻我們在台灣的佛教之時代課題，真

是暢展吾人心胸情懷!從而加深個人參學的意義，更指引自己學佛的

方向與目標。是以特整理為文，以嚮法友。

由大金塔往南，至達通─東南亞的南傳佛教之法源金地時，尊

者也即景從法源金地達通出發，概述佛教於巴甘王朝時植根於緬甸

的情形，再述其歷史地位以明上座部佛教在東南亞的建立過程(可

略參本文3.1節)，乃至由之論及印尼(婆羅浮屠)與高棉吳哥王朝的大

乘密教與印度教之共構，從而說明印藏的大乘密教與印度教，兼及

佛教在中國乃臣服在中國的皇帝文化及融入中國儒道思想而三教合

一。換言之，尊者不只概述判分了佛教的三個傳統教區、也含攝僅成

古蹟的東南亞印尼及高棉吳哥王朝的大乘密教與印度教。尊者個人

對佛教世界的豐厚學養，盡現於信手捻來卻深廣而簡要地言談中，

如此廣述概判佛教的傳統世界，可能自己太孤陋寡聞了，真是沒聽

過，希望將來能多學習，補充整理成文。

到了帕奧禪林，除了頂禮禪師隨喜供養，還親見尊者與學院指

導師長之同心協力，共商安排學院事宜。因學院師長的帶領，我們有

緣親近參訪禪林長老。心中欽羡師長們為僧共住於帕奧這樣的大

禪林，自己也對禪林親切熟悉起來。觀淨尊者還對隨行的學院護法

分享回禪林之感，以明我們植根佛教在台灣的進一歩修弘因緣。可

惜沒能錄音整理分享，否則結合上述二則開示，真是殊勝難得的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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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金塔代表的緬甸佛教

第一項 往詣大金塔

經過大約四個小時的飛行，抵達緬甸仰光。一行十人步出機

場，隨即在莊爾群師姐的引導下搭上專車，至住處安單稍事休息。近

晚時分華燈初上，大家同赴舉世聞名、嚮往已久的大金塔參訪。

金碧輝煌的大金塔，

在 夜色 及 燈 光 的烘 托下

更顯光輝奪目，猶如見到

佛陀般，一股歡喜、恭敬、

讚嘆之心油然而生。大家

叩 首膜 拜 禮 敬 繞 塔 一周

後，在寬闊的大理石平台

一隅，觀淨尊者有感而發，即席開示。

第二項 大金塔代表的意義

尊者首先以大金塔的起源為引，介紹佛教在緬甸的盛況。

根據律藏記載，最早供養佛陀的兩個緬甸商人（大布沙與婆利

佳tapussa & bhallika），在佛陀成正覺的七七日內供養佛陀缽食，佛

陀賜予八根頭髮，他們帶回仰光起塔，成為緬甸中最神聖的佛塔，這

是大金塔的起源。十一世紀蒲甘王朝時期，佛教成了緬甸的國教。據

說，當時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每年都要來大金塔參拜。直

至今日，大金塔更是男女老幼婦孺同來朝禮之處所，猶如舉辦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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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內心對三寶的尊敬、對法的好樂，希望在佛陀教法得到聖潔，許

願生命的莊嚴淨化、迴向功德。

大金塔初期塔高僅八米三，經過歷代國王多次整修增建；目前

主塔塔高九十九米四，塔體外面貼滿金箔，所用黃金達七噸多重。塔

頂有風標，下有寶傘，掛著一千多個金鈴和銀鈴。寶傘下鑲嵌著七千

顆各種寶石的巨大鑽球。塔內供奉著玉石雕刻的坐臥佛像，雕工細

緻、端正莊嚴。大金塔周圍如眾星拱月般環立著六十四座小佛塔，和

四座中塔。高聳的尖頂金色寶塔，有單獨成塔，也有多塔組合，形成

一片壯麗的金色塔林。

大金塔代表佛教照耀著緬甸這個國家，象徵著佛教乃是整個社

會的全民宗教；這在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是沒有的。佛教在台灣等華

人國域的發展，與當地社會、文化、國家、全體人民的關係，沒有像

緬甸這樣全面性的。在緬甸，佛教可以成為整個社會最重要的文化

傳統、宗教典範、修行以證的真理。而這是什麼因緣呢？

第三項 佛教的一般盛況

兩位商人供養的食物─沙度瑪度(satu-madhu)，成為緬甸特別

的宗教文化之一；居士常供養生病的比庫，以利在午後使用。沙度瑪

度(satu-madhu)乃緬式的巴利，沙度是巴利的四(catu)，緬語唸成沙度

(satu)，瑪度是甜食；這是由酥、蜜、油、糖等四種的七日藥結合做成

的四合一甜食，可作為比庫的七日藥。尊者以此為例，附帶說明來緬

甸參學者的學習情形，大多有學習到靜坐，經典比較少學習到，醇

美的宗教文化則更少學習。例如：來緬甸學習一兩年了，回台灣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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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沙度瑪度都不知道，更做不出來，表示他們未酣享緬甸的甜美宗

教文化，還很隔閡於緬甸食、衣、住、藥等佛教文化。

緬甸佛教的文化傳統富有種種盛況。又如：歷代國王興建保留

下來，或 大或 小 的佛 塔到處 林

立，塑造出佛教的環境及氛圍，

其中以巴甘佛塔城最為有名(見

右圖：巴甘)。緬甸人從小耳濡目

染、接受佛教文化思想薰習，因

此每個人臉上自然而然流露出

對三寶虔敬的神情，這在其他國

家是很少見到的。更殊勝的，緬

甸的家庭幾乎都會把家中的男

孩送去寺院短期出家。聽說，男

孩子未出過家就結婚，父母會很難過。我們台灣人的小孩子沒結婚

就出家去，很多父母可能會難過到哭！

出家當天通常以舉辦慶祝聖典方式，把小孩子打扮得像是國王

一般，頭戴皇冠坐在牛車或馬車上，全家人也都盛裝陪同，浩浩蕩

蕩的遊 行在 街上，往寺院方向

前進。樂於出家的沙馬內拉（即

小沙彌），二十歲就可進受比庫

戒。

出家後，除三衣一缽外及應

具物外，傘、文具、書物、眼鏡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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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攜帶；捨指環、手錶及一切嚴身物。飲食自托缽而來，日常所需由

俗家親屬及佛教信徒供給；出家調伏行為，接受佛教教育，修道則

出家眾最重要的事。出家後，如不想繼續過僧人生活，可隨自願捨戒

還俗，當在家信眾護持佛教。目前全國大約有50-60萬的出家僧伽，

何等之盛況！

第三節 佛教深植於緬甸的殊勝因緣
佛教在緬甸之所以如此興盛，乃至譽為今日(最後)之佛國，形成

自己特別的宗教文化，當然是由於它有種種殊勝的因緣。我們可以

從三方面看出佛教深植緬甸的堅固性：三寶的傳承、三藏聖典的學

習以及戒定慧修學的落實。

第一項 僧伽代表的三寶之傳統  

首先是堅固的僧伽傳統，單看50-60萬的出家僧眾，僧伽傳統

之堅固就可想而知！台灣一般人單從電視新聞看到所謂的「袈裟革

命」，看到緬甸僧眾為護祐人民與

社會而抗議軍政府(見右圖)，但

是卻不知緬甸的僧伽傳統與國家

及社會的關係。相對地，在南傳佛

教的泰國，一般人但知紅衫軍與

黃衫軍的輪流激烈抗爭，殊不知

佛教僧伽何以寂靜無聲地支持國家與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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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佛陀西元前六世紀於印度創教；佛滅後，長老們為首的僧

團續佛慧命，形成上座部佛教。早在阿育王之際(西元前三世紀)，上

座部佛教已南傳，深植於斯里蘭卡；並傳到東南亞佛教的法源金地

(suvaNNa-bhUmi)，位於今日緬甸南部之達通(Thaton)而廣延東至泰

國南部。達通當地的蒙族接受僧團的教導，很快地建立以巴利三藏

為中心的文化傳統小國。直至11世紀時，首次統一緬甸的國王，後

來歸依來自達通的高僧(名為阿羅漢)而護教，被譽為「緬甸的阿育

王」。受阿羅漢法師之指導，從達通迎請巴利三藏及廣大的僧團，以

改造原地各式的宗教；並帶回佛教的工藝之士，建設巴甘王都為佛

塔城。國王還請僧往斯里蘭卡迎

回巴利三藏，而後來的緬僧也至

斯里蘭卡承續僧伽傳統；終於，

南傳上座部佛教於斯里蘭卡的傳

統 也 在 巴甘王 朝 時 代 流佈 於 緬

甸，乃至深植廣弘於緬甸的巴甘

王朝，建立東南亞第一個南傳佛

教文化傳統的國家。來自法源金

地的佛教早就流傳於今日泰國的

(中)南部，加上斯里蘭卡的僧伽傳

統流佈於東南亞，泰國的大城王朝(14世紀)在東南亞堅固地建立另

一個南傳佛教文化傳統的國家，之後漸次植弘於高棉與寮國，形成

五個南傳佛教的國家。(見右上圖:東南亞四國) 

在緬甸強大的巴甘王朝時，乘僧團之威德輔以國王之護持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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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南傳佛教的堅固傳統，從而擴大傳佈，並且穩固為東南亞的南傳

文化之傳統底蘊。在緬泰之東的高棉，早已建立大乘(秘密)佛教和

印度教的王國；至吳哥王朝時建立東南亞史上的強大帝國，在11-12

世紀時極為強盛，吳哥窟可為見證(見左下圖:微笑高棉)，廣佔東南

亞大陸，而無法向西推進入到

緬甸；加以泰國後來整個成為

堅固的南傳佛教國家，高棉終

轉 為 南 傳 佛 教 之 最 東 邊 的 國

家。寮國與高棉北中部以安南

山脈而東隔越南的北中部；越

南北部西元前早已逐漸浸潤於華夏文化，後來漸及於中部，不僅未

西入寮國與高棉，越南南部原來的印度教與大乘(密)佛教亦終隨高

棉而成南傳佛教區。越南南部就成為東南亞的南傳佛教文化圈與中

華文化圈的交接地帶。這情形可對比中華文化從韓國之北而南，乃

至深入日本。

而在緬泰之南的馬來西亞開始屬於島嶼東南亞，早受制於印尼

的王國(都屬大乘密教與印度教之類的王國，如婆羅浮屠佛塔，11-12

世紀仍如是；即使12世紀早有伊斯蘭教的小王國建於北部的吉打，

乃至15世紀建立的馬六甲王國，都未能向北改變緬甸等東南亞大陸

的南傳佛教文化傳統，只傳為島嶼東南亞(如印尼與汶來)的文化傳

統。在緬甸之西的印度與西藏，11-12世紀之際的宗教乃是血緣相近

的印度教與大乘密教；而其時印度不僅小國紛立而勢弱，也開始受

到伊斯蘭教王國入侵，而無力東傳緬甸；乃至強大的蒙兀兒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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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帝國16世紀時穩立於印度，

亦無法改變緬甸的南傳佛教傳

統。

在緬泰之北的中國，乃至

是 東 南 亞 大陸的人種 來源 之

一。八世紀雲南的南詔國滅緬

甸的驃國；11-12世紀的巴甘王

朝值衰弱的宋朝，13世紀雖被

元朝忽必烈所滅。但是，因緬

甸離中國的華夏心臟遠，又是

交通不便，更因巴甘王朝建立

堅固的僧伽傳統來守護佛教文化；所以，即使緬甸之北的雲南後來

明顯進入華夏文化圈，而緬甸仍是一味的南傳佛教文化，乃至緬泰

的南傳佛教文化建立在雲南的西霜版納。相鄰之故，今日仰光中華

寺仍存有一部慈禧太后賜的漢譯乾隆大藏經以為紀念；大金塔也常

有漢僧前往朝禮。

因為僧伽獻身致命，輔以國王等信眾之護持，在巴甘王朝時的

緬甸，以巴利三藏為中心，改造原地既有的宗教文化，將在印度僅作

為有力的宗教典範之佛教，深植廣化為全民的文化傳統；從而，大力

助成南傳佛教廣弘於泰柬寮與越南南部及雲南的西霜版納。僧領信

以共同弘護東南亞南傳佛教文化，因而四周成熟的中華文化、印度

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即使建立強大的帝國，也無法入侵改變上座

部佛教的文化傳統。進入現代才蒙上新的文化面紗。(見上圖:南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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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直至現代西方入侵之前，佛教文化一直化育著斯里蘭卡與東南

亞大陸。殖民帝國東漸，傳統的南傳佛教國家幾乎全淪為帝國的殖

民地，其害深廣；而佛教作為文化傳統，仍撫慰受逼迫的人心，領眾

奮進。先是南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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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佛教支持皇室之改革以維持國家之獨立。而受殖民的國家即使爭取

獨立，仍得依靠佛教的文化傳統，從而建立佛教僧伽與國家命運之

特殊關係。這是傳統時期佛教與國家之關係而於現代的新構成。在

當代的表現，則如，斯里蘭卡政府平定坦米爾叛軍的過程一直有僧

伽的支持；緬甸僧伽為維護廣大人民權益而抗議緬甸軍政府；泰國

人民的抗議再大、衝突再激烈，僧伽仍默默護國家佑民，未渉入人

民之間的抗爭，而維續著人民共有的佛教文化傳統。

因為，佛教僧伽乃緬甸與泰國的文化傳統之核心，而於現代又

各有不同的際遇，才有當代緬甸之「袈裟革命」，對比於泰國之僧伽

寂靜於紅黃衫軍之輪流大抗爭。我們今天懷著朝聖的心情來參訪緬

甸，當然是隨喜讚歎緬甸堅固的僧伽傳統，以及三寶對國家與社會

的貢獻。但是，佛教在緬甸並非無缺點或困難。例如，緬甸佛教經現

代西方殖民之害，而獨立後的軍政府又帶來佛教與社會的災難，當

代全球化相伴而來的世界宗教多元交流更是緬甸佛教的時代課題。

在這些方面，台灣傳統佛教在現代以來的發展經驗，值得緬甸佛教

參考。台灣佛教的發展，從傳統的社會邊緣而復興於現代，當代乃

至趨為社會的核心宗教之一，不僅會集佛教世界的各大傳統，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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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宗教文化進交流。

即便佛教在緬甸有此現代以來的遭遇，信眾更加寄望於僧伽，

緬懷僧曾領信建立純淨的佛教文化，共庇於三寶之德，以迎對三大

東方(宗教)文化(中華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今日應對現

代以來西方為主的新世局與文化，值得期待僧伽帶領信眾安立佛教

於緬甸，更廣佈於當代世界。因為，緬甸僧伽帶領的佛教文化，還有

深厚的三藏教學傳統，更落實於戒定慧的修行。

第二項 三藏聖典的學習

學習與憶持巴利三藏，這是緬甸僧伽極富盛名的，也是最基礎

且一般的修學重點。即使斯里蘭卡可稱為

南傳佛教的母國，語言又同屬印度語系而近

於巴利語；但對通達巴利三藏而言，斯里蘭

卡出家人仍非常讚歎緬甸學習三藏聖典的

傳統。依止師長出家為僧而研習三藏；這正

佛陀教導鼓勵的：親近善士、聽聞正法、憶

持、熟誦、省察而精通之。被譽為現代華語

系佛學泰斗的印順法師，也聽受且實行這教

導；除了以身作則講述佛法，並曾鼓勵說：讀經要作筆記，作筆記還

可跟別人分享，乃至可以講、授課，教學相長，寫成書文則又更佳。

精通憶持巴利三藏，所謂的「持三藏者TipiTakadhAra」，在今日

緬甸還是活的傳統，「持律者(vinayadhAra)」更不用說。對於三藏聖

典的註解與綜述，每一個時代都有對於三藏聖典解釋的大長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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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最有名的是甘達勇大長老(MahAgandhayun Sayadaw)，被譽為現代

覺音。先舉其對律藏的系統性著作為例：

第一級、除了一般的戒法精神之述作，專為新出家的人有一書，

這是最基礎的入門書。

第二級、屬於比庫戒、比庫尼戒的譯釋（大約500頁到600頁）。

第三級、研習對《疑惑度脫》（或稱《度疑》）的譯釋（兩冊，大

約1,000頁）。《度疑》乃覺音尊者完整地解釋比庫戒以及比庫尼戒。

或是研習《小學》的譯釋，這是律藏的綜合書。

第四級、研習對《一切歡喜》(Samantapasadika)的譯釋之第一

部份(有四冊共3,000頁)。《一切歡喜》乃覺音尊者對整部《律藏》的

註。

第五級、研習對《一切歡喜》(Samantapasadika)的整體譯釋(共

十餘冊約8,000頁）。

甘達勇大長老一層、一層有次第地著作律學，以供專志研習；

再如對論藏的著述，緬甸一般都用《攝阿毗達摩義論》為入門書，即

使對這入門書也有五級的次第系統專著教學。

第一級、《生活中的阿毗達摩》，深入淺出以供一般學習。

第二級、《基礎的攝義論》。

第三級、《攝義論》之譯釋。

第四級、《阿毗達摩義廣釋》之譯釋。《阿毗達摩義廣釋》乃古

代對《攝義論》的名釋。

第五級、對「心路歷程」等主題的專書譯釋。

這五級還未真正直接譯釋聖典的《論藏》。七論第一論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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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論》的註解書是《殊勝義》，大長老單是對《殊勝義》的譯釋就有

四鉅冊(約3000頁)，對整體論藏的註解書都鉅著譯釋。在《經藏》方

面，例如《長部》分三品，第一品含有最詳盡的修行道次第等複雜又

重要的法義，單是對第一品註解書的譯釋就共有四冊，約3,000頁。

著述巴利語的文法書以引導學習，更是詳盡且系統，對程度不同、背

景不同的學習者，一層、一層的引導。

緬甸人對佛法的憶持、任持的力量，其系統化、詳細、徹底的程

度，由此可見一般。研習巴利三藏的堅固傳統，仍活於今日。緬甸不

但有老師可以背誦、憶持整部三藏聖典，而且對三藏與註解書也都

很瞭解。所以他們對三藏聖典很堅固，也有良好精深的教學傳統，例

如，對於律學有興趣的人，只要依循該五級的著作而研習，就可漸次

通達，加以憶持則專精通熟。想專精三藏乃至通達佛教傳統的人，只

要依持甘達勇大長老的全集鉅著，應該都可以成功。想來，我們對

三藏聖典的瞭解、思惟、解釋，乃至背誦起來、任持的力量還有很大

的學習空間，更不用說是教學系統了。

這種強有力的三藏聖典之教學系統，乃緬甸佛教堅固的根本原

因之一。有次學院誦戒日之後，

自幼浸潤於緬甸傳統的悉達拉

大 長老 ( 乃甘 達 勇大 長老 的 戒

子，曾任教於馬哈甘達勇聖典大

學)特別開示：研習三藏之重要，

乃植根佛教於台灣之必要，乃至

例舉典籍與科目。聽後，學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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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還趣談鼓勵某位緬甸師長：一定要在台灣開授這門課，才可回緬

甸。

緬甸佛教浴沐於巴利三藏所傳的佛陀之教，傳統建立以後安穩

地統緒文化生活於三藏聖典。這個優點不僅緬甸人懷念，更值得我

們大力學習。但其傳統時代鮮有教外思想之侵或交流，即使曾有亦

缺乏文獻以供研習；而現代不僅受西方帝國殖民，更伴隨宗教與文

化入侵，乃至當代的世界宗教與文化交流之課題，都顯不足於應時以

禦外!相對地，佛教傳入中國曾與本土思想激辯，又要學習委曲臣服

於皇帝至上的帝國，富有應時以禦外的經驗；即使傳統末時的明清，

佛教轉化為三教合一，但未如佛教滅於印度。今日台灣，經太虛與

印順法師創建的佛教現代改革思想之引導，復興於現代，更於當代

發展佛教新思想以應用於台灣社會及交流於世界宗教與文化。華人

佛弟子熟於這種應時以禦外的經驗，若能深入通達三藏聖典、領悟

佛陀回應婆羅門神教文化而創教之精神，並提供該經驗供緬甸佛國

參考，應是功德一樁！

第三項 戒定慧三學的落實

此外，緬甸對戒定慧的修行也是很堅固，廣傳於當代世界。講

到禪修，世人莫不提到緬甸。例如：我們這次要去的帕奧禪林，平時

保持將近一千位禪修者，其中約半數是比庫僧眾，還有來自近二十

個國家約一兩百位的外國人。在今日的全世界，可能很難找到如此的

其他禪修道場。

對於禪修方法，完整系統地教導的禪師，真是不乏其人，當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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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帕奧禪師對於修行方法系統性、鉅細靡遺地

解釋。禪師在幾年之內完成五大冊的《趣向涅

槃之道》，共約4,000頁。我們現在可以依之而

修的《智慧之光》中譯本，主要內容來自禪修者

的操作手冊，就已很殊勝了，更何況《趣向涅槃

之道》廣引三藏義海而教導禪修。

解行相資，我們是聽過了，但仍很需要學

習。緬甸的禪修傳統如何依巴利聖典與註疏的教導，且綜合詳釋而

教修呢？倘若真能體會其中精湛的妙處，可謂修學佛法之大樂。舉

我們親近而較熟悉的帕奧禪師為例，來幫忙了解。禪師在《正念之

道》譯釋《長部．大念處經》，其中曾詳盡指導佛陀略教安般念而

修習止觀以解脫之次第。經上先教導前行，再教導修安般念成就定

學：禪師曾於《顯正法藏》廣教修至第四禪的過程；這乃至可為《清

淨道論》之譯釋。

接著的依定修觀則是關鍵的修法。經上略教如下：

「如此，他安住於觀照內在的身為身、安住於觀照外在的身

為身或安住於觀照內在與外在的身為身(I t i  aj jhat taṃ vā kāye 

kāyānupassī viharati, bahiddhā vā kāye kāyānupassī viharati, 

ajjhattabahiddhā vā kāye kāyānupassī viharati.。)」#

對 依 定 轉 修 觀 的 關 鍵 步 驟，《 長 部 註 》註 解 出 兩 種 修 行

的進 路：「呼 吸行 者（a ss A s a p a s s A s a k a m m i k a）」與「禪那 行 者

（jhAna kam m ika）」（DAmⅡp.355）。在《長部疏》，也只進而分

別地略疏 解：前者「從色門（r Upa mu k hena）」、後者「從無 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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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pamukhena）」而修觀禪（ＤTmⅡp.300）。說實在的，即使通達

三藏的人，單單參閱《長部註與疏》，真的很難下手修行。如何綜合

詳釋這簡要的註疏，以化為具體詳盡的修行次第呢？在禪師的《正

念之道》則綜合詳釋，具體打開前後二者的門路，教導修習止觀而至

解脫的過程(頁102-105與頁105-106)。

依安般念而修習止觀，以達解脫的過程。這在聖典傳載有另一

方式：依安般念而修四念處，開為十六項修行次第，如《中部第118安

般念經》。這在聖典亦只簡要一語列出十六項次第，而在《清淨道

論》雖有詳釋並且綜釋融貫這兩種方式，待禪師條整分判教導，則

成明白且可落實的修行次第。這些殊勝修行指導，可參考學院出版

的《禪修入門與次第─帕奧禪師叢書選編》之第七與八章。該書依

戒定慧三學的次第，以禪師教修安般念而通往觀禪為主要線索，選

編禪師教學的要旨。有興趣的初學者可先參閱，《智慧之光》等禪師

著作仍富含系統且深廣的禪修次第，較適合專心的禪修人士，一般

初學者不易一窺堂奧。

今天的台灣佛教盛況空前，乃至有人並談隋唐，或說有超過之

處。為了隨喜推展台灣佛教的榮盛，為充實人間佛陀之教在台灣的

存底，以永續佛法慧命，這種解行相資而系統的禪修次第，真是值

得我們學習。行於暢通的菩提之道以現證菩提，在台灣落實佛陀度

人解脫煩惱之本懷；此則台灣佛教即使處於當代盛行的欲樂文化，

仍將外爍其光而內懷佛法真義。

總之，我們親遇佛教在緬甸的盛況，可以從三方面深看緬甸佛

教的堅固性：三寶的傳承、研習三藏聖典以及勤修戒定慧，從而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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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大金塔的智慧之光，更帶領佛弟子現證菩提以令正法久住。這也

正是佛陀教導的四預流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

行。

第四節 我們的時代課題與方向
尊者開示了佛教在緬甸的深植堅固、生動廣弘，並偶對比台灣

佛教而相互為用，我們深有所感。接著尊著回來一描佛教在台灣的

線索，為我們穿針，引導至人間佛陀之教的動線。

佛陀傳統的教導（或稱原始佛教、南傳佛教）呈顯同參於台灣

的佛教，距今已逾二十年，與我們同在的慶定長老算是第一代學習

的人。因為長老很關心佛陀教法在台灣的弘揚、生根，廣為大家受

用，所以十多年前就曾創設原始佛教學院，乃至再次同來緬甸參學。

我們沿途在車上作了很多討論，長老謙詞，由我在這裡代言，跟大家

分享我們在車上的討論，這個屬於我們的時代課題。

第一項 台灣佛教的一條線索

我們從《太虛大師全書》

可以看到，太虛法師於民國初

年，中國佛教還很亂的情況下，

能夠加以整頓、反省及前瞻未

來。因為他對當時佛教的任持

著述，只要能夠讀懂這部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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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對當時佛教有所瞭解，不但可以安住，而且堅固有力，開展佛

教的未來。印順法師就是受益者，而更專志於佛教思想之條整，以印

度傳來的漢譯佛典為基礎來活化衰落的傳統佛教，讓很多台灣佛弟

子有方向。所以虛、印二師相繼共構的佛教現代改革思想，對台灣為

主的華語系佛教所面臨的當時問題，提供整體的參考架構與指導。

再往前追溯到古代中國天台宗的智者法師。古代中國幅員廣

大，空間距離印度又很遠，對佛教很陌生且沒有經驗。智者法師之時

離佛陀創教已逾千年，但是其將印度傳來的佛教綜合中國文化的特

質，在中國樹立起來，讓佛教在中國可以獨立、可以穩固。因此，助成

華語系的佛教，而遠潤台灣；雖然台灣傳統的漢傳佛教乃三教合一

式的，用於喪葬等儀式的民俗佛教。這樣的漢傳佛教在今日的緬甸

華人寺院還很普遍，大金塔附近就有！

回顧這些前輩大德對台灣佛教的貢獻，我們可以想一想：佛陀

的原始法音響於台灣已逾二十年了，「依據三藏聖典的佛陀教法，在

當今的台灣應該如何任持、生根？」我們是否也要對這個課題提出看

法、檢討及建議。

第二項 當代我們的時代課題與方向

天台宗智者法師的時代課題是：佛教如何在中國建立傳統？太

虛法師和印順法師的時代課題是：衰亂的中國傳統佛教如何現代復

興？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如何面對時代、瞭解時代的困境、並且提

供充實平衡的解決方案。由於他們對所繼承的整個佛教思想已經充

分瞭解，而且能夠提出四平八穩的解釋；所以，進入這個思想典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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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但可以理解、安住在佛教的傳統，而且可以為佛教奉獻，乃至

獻身致命來成就菩提資糧，從而促成台灣佛教的現代復興。

當然，我們是依佛陀創教以導引時代人心的教導作為依皈。今

天，我們一起來緬甸參學，看到其盛況，都很隨喜讚歎；點滴理解到

佛教植根緬甸的深廣，一定也想學習這樣的美好傳統，審思我們的

時代課題

第一目 第一個課題

我們的第一個時代課題是：如何對佛陀教法提出完整的說明，

而不是只偏一個部份，例如但重三寶僧伽的傳承、或是單學述三藏

聖典、或單修弘止觀。佛教深植緬甸，提供我們極佳的範本；我們要

去參學的帕奧禪林就是很好的例證，五百僧眾為主的道場依著三藏

聖典勤修三學，以期斷盡三毒令正法久住。

我們應該對整體的佛陀教法，依本於佛陀原始的法與律，系統

說明。如何對出家眾有用、對護持的信眾有益，而且僧領信而住立佛

教在廣大的社會，讓眾多的教外人士有機會接觸佛教、乃至出家傳

承佛教。台灣現今除了出家眾可能是安住在佛教裡，絕大部分的信

眾無論是在家庭、在工作單位、在社交生活裡，面對的大多數是教外

人士；情形大異於緬甸的佛教社會，猶如佛陀當年在印度的處境一

樣。由於佛陀是創覺，他開始所面對的每一個人都是異教徒，有很

多契對教外人士的說法，可以指導我們今日之用。

而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即使是在印度最雄偉的阿育王護持時，

佛教其實從來沒有改變過印度神教的種姓社會，乃至最後消融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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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地。佛教來到中國，即使在最

興 盛的時候，也沒有改變過儒家

以皇帝、家庭為主的傳統結構，終

而臣服而變調為三教合一。記取這

沈痛的歷史教訓，所以我們一定要

保持佛法的原味，傳承現證菩 提

的佛教，這值得信眾隨護隨行而僧

眾致力修弘。佛陀在印度創教，化

導教外人士為佛教的僧信，從而讓佛陀教法生根在大地，這是佛陀

教法的次第、契機的受用，也是佛教植根在自己所處時空的原則。

佛陀三重契機 的古教，次第攝引聞法者朝證菩提；這完全合用於今

日的台灣。

我們如何依本佛陀原始的法與律，讓佛法全面的開展，這是我

們的首要課題。這個課題有前賢智士已經做過很多好的帶領，今日

還在深廣中。例如：很多人從事止觀的弘揚，有一部份人是作三藏聖

典的譯述，也有人是用心於僧伽傳統或持弘戒法。這些都很好。但

是，作為全面性的、系統的說明與實踐，應該是我們先要著手進行之

處。

第二目 第二個課題

佛陀的教法在這個時代已經流遍到世界各地，我們不能視而不

見、固步自封。以印度為地理位置的中心，依時間的先後，往南傳是

南傳佛教，往東是東亞佛教，往北是藏傳佛教，往西是西傳佛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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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陀教法的地理空間是以佛陀創教的印度為中心，南、東、北、西

傳遍世界。以所依靠的聖典依據：南傳是巴利語系的聖典，東亞是漢

語系的聖典，北方的西藏是藏語系的聖典，西方是歐美語系翻譯的

聖典，所以聖典的語系不同。

宗教特色與法味的純度也有差異。在印度佛陀入滅後初500年

的第一期，發展出僧伽為主的佛教；第二期（第二個500年）在家信

眾的佛教明顯發展起來；第三期（第三個500年）是契應教外人士的

佛教較為明顯。就像在印度有三期的發展，把佛陀教法對於出家僧

眾、在家信眾、教外人士不同重點發展起來；傳播到印度本土之外的

南傳佛教，以僧眾為主的佛教也是明顯的、高度的發展起來；傳到華

夏中國是以信眾為明顯的佛教高度的發展起來；傳到西藏地區，契

對於教外人士的教導而或深或淺的淨化發展起來。現代傳到西方，

則是綜合南、東、北這三個傳統而發展起來。所以這個時代的佛教已

經不是佛陀創教時代的佛教，而是已經流演來到當代，並且成為世

界性的佛教。同時，世界的各佛教傳統也已多元共弘於台灣，形成當

代的台灣新佛教。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課題是：我們有需要依據人間佛陀的教導對

佛教在世界的流變，作一個條流的判分，也就是當代的判教；不偏

依佛教之一隅或後代的師說，而是依據原始的佛說而疏暢佛教的源

流。天台宗的智者法師是根據古代神化想像的佛陀來判教；來到現

代的太虛法師與印順法師，他們都知道要以歷史的釋尊作為基礎，

但是他們都是對於傳統佛教的說明，而且前者重於中國為本而對傳

統佛教的三期和三系之判，後者以印度佛教史為主而普遍化為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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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趣。對於佛陀教法傳播來到當代，我們則有新時代的課題。假如

我們希望佛陀教法可以住立在台灣，而且可以任持佛教而用於當代，

我們的第二個課題：依據佛陀原始所說的法與律為原則，來判分、

條貫流變於世界的佛教，貫穿於一般的世界史之中。

這個課題，前賢大德曾貢獻過。來到當代，我們作為佛陀弟子，

有緣學習人間佛陀的教導，又可參學優遊於佛教的廣大世界，這是

我們相對的課題，也是我們可以發揮智慧、可以修集波羅蜜的特別

功德之處。前人自有他們成就功德的因緣；在這個時代的人，有這個

時代的功德因緣。

第三目 第三個課題

來到當代全球化的社會，所有的宗教大部份已經變為社會的非

主流價值。我們住的台灣雖富宗教活力，仍明顯如此。即使在緬甸，

還是很純樸的地方，僧眾、在家信眾還很強，教外人士的因緣隨著西

方思想的傳入，屬於教外人士思想文化與價值的世界，也在加大中。

泰國就是一個例子，泰國也是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國家，但是泰國人

即使心在佛陀，屬於教外人士的世界已經越來越大了；僧眾快速減

少，小朋友出家的人數也是快速減少，以俗世生活為主的世界慢慢

成為主導，紅黃衫軍長期輪流大抗爭就是明證。類似情形不只在傳

統上座部佛教的國家，即使是傳統穆斯林國家也都難以迴避；全世

界的每一個文化傳統，它的宗教大都已經從這個社會的最核心價值

退出來，成為輔助性的價值了，由西方科學唯物及資本主義的消費

文明取而代之。大學的學系與課程安排，這是鮮明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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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佛 教 的 處 境 也已

經跟古代傳統社會、現代社

會不一樣。以大家最熟悉的

台灣為例，全世界的宗教在

台灣，全世界的文化也在台

灣，而且快速的交流。所以，

我們可以佛陀為中心而將整

體佛教世界當作第一圈，世

界宗教是外圍的第二圈，世

界文化是再外的第三圈。也就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應用佛陀的三重

契機教導，開展為契應新時代的價值系統。就我們這個時代佛教所

面臨的真正處境，事實上是要面對廣大的教外人士，以及西方世俗

文化強勢主導的價值觀。而台灣今日有另一新處境，一峽相鄰的中

國大陸正快速經濟發展；而中國傳統文化早經現代西方沖洗，又特

別是共產文化大革命，宗教被視為鴉片而大受破壞，今日又值快速

經濟成長的發富文化。兩岸語言方便，血緣相親，熱於文化經濟等高

度交流；交流而互惠，乃至能帶來和平，當然是好事。但是，台灣的

佛教不宜雜入所謂的經濟掛帥，更當以佛法的智慧來化導所謂的民

族情感大義。而若以政治至上來處事，則完全不是佛教了！而在華夏

中國，佛教若能隨著社會進步而興革，乃至攝導人心之淨化，以趣證

菩提；這當然是最值得隨喜的！

古代天台宗是透過佛教的人界去吸收儒家，天趣去吸收道家，

應用佛陀教法裡本來的六道，開而成其自己所謂的十法界。這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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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智者法師吸收中國傳統世俗價值的方式。太虛法師有現代思

想，也以中國佛教為主，不以釋迦契經為本。印順法師的方式雖仍以

傳統華語系佛教的重生為職志，而傾心於人間佛陀的教導又決心不

以民族情感為依歸，最是難能可貴而更值得參考。我們這個時代的

方式雖有參學之，又顯然不一樣，而是要依據人間佛陀的教導，最重

要的是保持佛法的純度，記取教訓：佛教融於印度神教而滅、佛教

在中國融為三教合一乃至落於僅存於喪儀為主的民俗佛教。而當代

佛教最大的危機正是所謂的「外道化」，乃至五欲化、金錢化。保護

持守佛陀教法的核心真義：「解脫有路，菩提可證」！我們來緬甸參

學，就是要學習南傳佛教保守原味的佛陀之教。當然，若編織來世

美景以取代現證菩提的佛教，乃至巧言誘以在欲樂中解脫煩惱的佛

教，可能最符合當代俗世人心的欲求。但是，這不僅不是的佛教，反

而將更促使佛法快速走向滅亡。

我們這個時代的方式，應該是要有一個新的價值系統：就是依

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以佛陀為圓心而將整體佛教世界作為核心內

圈；第二個，將宗教世界作為環外的一圈；第三圈，放眼世界文化胸

懷一切有情，乃至我們住與用的大地。這樣一個三重的價值系統，看

到佛教在當代世界的位置與價值，可以真的住立在世間大地裡，永

續利樂台灣子民，這是我們的第三個課題。

第三項 結要時代課題與方向 

當代我們的三個時代課題與方向，簡要重述如下：

第一、「佛陀的教導」可以在台灣作完整的說明，至少包括：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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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德和傳承、三藏聖典的譯述、戒定慧的修行與解脫。並且透過

這樣的說明，讓教外人士能夠有機會可以引導進來、在家信眾可以

契機受用、出家僧眾可以安頓自己的修行及解脫。

第二、立基於佛說，條流與判分「佛教的世界」史，以顯佛陀之

教的淺深大用，暢接於人間佛陀的教導。

第三、佛教世界交流相涉的先是世界宗教，再來是世界文化。所

以，我們應該建立於以佛陀創教的教法為核心，對世界佛教、世界宗

教、世界文化作一個層分判攝，這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進一步往外

開展的價值觀，顯示當代「世界的佛教」之特殊意義。

第五節 結語與心得分享

第一項 結語

我們今天來緬甸大金塔朝聖，看到大金塔放射出佛教的光輝，

代表緬甸是一個佛教傳統堅固的國家。在這裡我們反思與前瞻佛教

在台灣，因為我們都對佛陀教法有興趣，也都希望佛陀教法能夠在

我們的生命裡生根，能夠跟家人、朋友、同事分享佛陀教法，進一步

希望將來能夠跟這塊土地上更久遠的人分享。也就是，讓佛陀教法

能夠永續的傳遞在這塊土地上，植根在台灣。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台

灣佛弟子的共同課題；對此，我們需要共同貢獻智慧，建立當代的佛

教思想典範。

華人的祖師大德，有兩個最明顯的思想典範，天台宗智者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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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華嚴宗)建立的傳統思想典範，和太虛法師跟印順法師共構的現

代佛教思想典範。

當今，我們應該要有一個當代的典範，意即依據人間佛陀的教

導，吸收華人前賢今士的精神和優點，取法緬甸代表的南傳佛教之

堅固傳統，作當代的說明。

這是我們這次一起來朝聖、禮拜大金塔，特別想跟大家分享來

參學的價值。作為一個佛陀弟子，在台灣我們可以自受用，也可以作

為跟別人分享。這些分享也特別隨喜慶定長老同來參學，感恩沿途

熱烈討論的法佈施。

第二項 心得分享

尊者今天的開示真是「暢展吾人心胸情懷」！最後的結語更是

餘音迴盪，引人深思。希望所整理的文稿，方便法友參考，助益擇定

修行的方向、畫出弘護佛法的藍圖!

當天晚上在大金塔的朝聖之旅歸途中，雖然腳底下踩著經過整

天炙陽照射餘溫猶存的大理石地板，內心卻因聆聽了尊者理性又感

性的開示，感到無比的清涼。

透過尊者精闢的解說，大家除了對緬甸的佛教概況有所認識與

瞭解之外，又由回顧臺灣佛教的歷史中，往前追溯緬懷印順法師、太

虛法師、智者法師等前賢大德對中國佛教的貢獻，省思當代我們的

時代課題，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大金塔前，上了寶貴的一課。

末學除了更加確信「佛陀三重契機之教是貫穿古今」，也會隨行

於「古教今用」。在感恩三寶之餘，更感動於尊者發自內心對弘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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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教法那份誠摯的使命感。每次開示皆再三耳提面命、殷殷叮嚀提

醒每個人要找到自己在佛教中的位置，讓佛陀教法能夠在我們的生

命裡生根，能夠跟親朋同事分享佛陀教法，進而希望將來能夠跟滋

潤庇護這塊土地上更久遠的有緣眾生。也就是，讓佛陀教法能夠永

續的傳遞在這塊土地上、植根在台灣、植根在華人區，永住世間。

最後，在巴利語的功德迴向唸誦聲中，和著不遠處傳來縷縷悠

揚的銅製古鐘聲，享以徐來的清風，眾人於大金塔的廣場，圍坐在穿

著紅褐袈裟的尊者跟前，虔誠又恭敬的神情，彷彿時空又回到2500

多年前佛陀住世的時代。此情此景至今仍在腦海迴盪，永難忘懷，

特為之記。SAdhu！SAdhu！SAd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