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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

本叢書始於 2008年向帕奧禪師報告出版法務暨請求指導，

並蒙其隨喜簽名，我們逐次出版「上座部佛教叢書」。

    「上座部佛教叢書」含五小套，依次即為第一「巴利三

藏譯叢」、第二「帕奧禪師叢書」、第三「禪師弟子叢書」、

第四「上座部佛教選輯」、第五「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共

成本叢書，以闡釋與弘護巴利聖典為宗，以教修三藏為趣，歸

於斷盡煩惱、利樂眾生。

「巴利三藏譯叢」的內容即是三藏聖典的「譯」本。巴利

三藏當然是以巴利三藏文本為主體，並含傳統闡釋三藏的註與

疏，統稱為巴利三藏，以教修三學。廣含律、經與論三藏，不

偏重律、經與論之一，更不單依三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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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們最待加強的。

「帕奧禪師叢書」即是帕奧禪師本人著作的叢書，以華譯

為主。禪師的著作重於闡釋三藏，所釋都是依於古代註疏並及

今人佳作，內容不離戒定慧。「禪師弟子叢書」即是受學於禪

師（著作）的弟子之叢書，選入的不離禪師著作之主體，同釋

三藏聖典，助教修行。換言之，上二套叢都是為了闡釋巴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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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叢書。來到當代，能傳承三藏聖典是很難得的；幸運地，帕

奧禪林的教學典範是以巴利三藏及註疏為依歸，並由之教授三

學。在當代非巴利語系的傳統教區，帕奧禪林的教學典範已開

始在華人區傳承教法、成立道場，開始累積上座部佛教的教學

經驗。因此，本叢書首選「巴利三藏譯叢」，於上座部的當代

新教區，隨以「帕奧禪師叢書」與「禪師弟子叢書」來闡釋三藏，

以助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等華人區。

本叢書的最後一小套是「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重於弘

護巴利三藏（即「藏內文獻」），猶如在當今易見的緬甸第六

次結集版之巴利聖典的「藏外文獻」。簡言之，這四小套叢書

猶如巴利聖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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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述三寶之傳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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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廣可包含以僧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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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上座部佛教而與教外互顯特色或相交流或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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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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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叢書的第四小套是「上座部佛教選輯」，性質兼含闡釋

巴聖三藏與弘護，選輯上座部佛教名著，選風較為自由多元，

不限於上座部傳統教區，作者大都不是於帕奧禪師及其弟子。

總之，本叢書的前三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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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以第四小套的「上座部佛教選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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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解脫以令正法久住、利樂眾生。

本叢書略可表解如下：

出版計畫 主 要 內 容 出版叢書目的

1.巴利三藏譯叢
2.帕奧禪師叢書
3.禪師弟子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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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引皈依三寶、

譯述巴利三藏

以教修三學，

導向解脫以令

正法久住、利

樂眾生。

5.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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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叢書不單是台灣之需要，更為廣大華人所用。從叢書的

寫作、選編、出版、流通與大眾的受用，我們培養菩提資道糧，

滿心展望有更多師資、有計畫得以從事師資培訓，乃至建設教

學中心，以協助上座部佛教植根於台灣等新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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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佛陀世現是快樂」，真實的佛陀，終於出現，無上快樂。

「演說正法是快樂」，演說正法，照亮世間，歡享快樂。「僧

伽和合是快樂」，僧伽成立，和合無諍，安住快樂。「和合勤

修是快樂」，和合勤修，弘護正法，充實快樂。

    懷著依住三寶的喜悅，應學習者之方便，重刊合輯舊作

為本書。正文先是〈大金塔前的省思〉，乃應景的遊記，主旨

是「從佛教深植於緬甸的盛況談我們的時代課題」。朝禮大金

塔，面 大金塔代表的緬甸佛教之盛，分享學眾我們自己的時代

課題，也就是試擬〈「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大

金塔前的省思〉是後文的即興之談，經過妙筆一記，方便讀者

悠遊，嚮往佛教在緬甸的盛況，神思佛教如何植根在台灣，切

要淺談〈「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有後文的事先

構想，才可輕鬆閒話我們的時代課題。真是因緣美事，台灣的

慶定長老同行，烘托舊有漢傳佛教的味道，正可對話「植根上

座部佛教於台灣」的課題；鋪展場景，暢談主題，活化這個芻

議。誠邀有識之士同行，共來深思，修整辯證「芻議」，為「植

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更完善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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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思」與「芻議」是正文主題，完成於 2010年。相近

的先前文事因緣在 2008─ 2010年之間，一併選輯七篇要作為

附文，以便生動主題，理解其真義。從 2008年初在台草設「南

傳上座部佛教學院」，即有前三附文：〈上座部佛學院招生簡

章 (案 :僅重刊前二段）〉、〈學院宗旨之傳與承 (案 :舊於

2008，新則 2010整潤 )〉與〈籌設上座部學院護法會啟事〉。 

接著共四附文，乃是兩度與良師摰友瑪欣德尊者的文章對談；

蒙其不棄，分別在 2009與 2010年進行。師弟相資，主題不離

佛教世界，暢談上座部佛教於緬甸的興盛，更切中上座部佛教

植根於「華人區」。尊者慈悲、守護台地法友，特別回應上座

部佛教學院宗旨，帶領我們前進。這些既是生活點滴，也寫照

深厚法誼，更是縮要一再長談的法義。知恩思故，記錄自己的

成長點滴，也與諸友分享「僧伽和合是快樂」。

    附文七是〈上座部佛教在學院之春天與學院宗旨〉(以下

簡稱「春天」），算是前六附文的結要，也是正文的序曲。透

過與瑪欣德尊者的對談啟發，要選七附文的省思，輔以法友的

分享，終於沈澱「芻議」的主題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春天」是比較敘事的文章，以學院為例，要說植根佛教在台

灣。實際上，法義就是「芻議」的架構；而「芻議」是依於聖典，

試著擬議當代「植根上座部佛教在台灣」的思想典範。「植根

上座部佛教在台灣」絕非一人一道場之事，更非一兩代人之事，

實乃教法久住的行動網領，輪迴於世間的向覺者之課題；而言

台灣，只是剋就相對的地理空間。〈「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之芻議〉只是開始，在今日看來，當然極待改善與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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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一本於人間佛陀；思想典範

的三大環節可分「佛陀的教導」、「佛教的世界」、「世界的

佛教」。典範的核心結構乃人間「佛陀的教導」，說明預入聖

流（四預流支）的修學次第如何用為三重契機教導，形述佛陀

教導的深與廣。依典範的核心向外開展的第二環節，乃是條判

「佛教的世界」史，即依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來條流與判分

流傳至當代的佛教世界史。這是「當代」的佛教世界的判教，

不是傳統的，也非現代；並明植根教法於「台灣」的機宜，以

資理解。再廣用發展為第三環節，即是當代「世界的佛教」之

價值系統。這是廣從世界文化看小小的佛教世界，以點醒當代

「世界的佛教」之處境，指明佛教的價值。這網領應用於台灣

以利實踐，表顯上座部佛教對台灣之價值。簡言之，依本佛陀、

縱看古今、宏觀世界，立基台灣，諒想「芻議」，簡明植根上

座部佛教於台灣之思想典範。

先有「芻議」的理論與網領，才能淺出，趣談如何「植根

上座部佛教於台灣」，試呈「大金塔前的省思─從佛教深植於

緬甸盛況談我們的時代課題」。附標題的文義自顯，而奉獻於

全書正文的主題只是拋磚引玉，遠非教法的豐碩果實；實當藏

拙自珍，為教法之久住，粗野獻曝。再明遠緣之一，則是思擇

台灣為主的華人思想背景，審察現代以來華人佛教最重要的學

潮─印順法師（1906-2005）的新思想典範。在拙作《復歸佛陀

的教導（二）》（2006年出版），長文附帶〈略論印順法師的

新典範〉，明其思想背景與形鑄新典範的過程。該書正文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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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但蘊涵佛教的思想典範之凝想，並應用典範的三大環節

（如上一段所述），附論評述印順法師後期鑄成的思想，兼覆

有識之土對前書的討論，如對拙作《復歸佛陀的教導（一）》

（2004年出版）的部份。文章事緣，本當私珍自賞，為法友一參、

發揮「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為智者開展當代華人佛教教

想的新典範，小記於此。

    本書的正文與附錄大多以台灣為特例，看上座部佛教廣

植於華人區，更多的是佛教植根於非上座部傳統教區的當代芻

議。有志者自知！重刊舊文，有著各地相問者帶來的激勵，更

多的是親值佛法、入僧與事師之樂。除了要禮謝瑪欣德尊者的

法布施，也感念王寶昭居士整理〈大金塔前的省思〉、羅慶龍

居士擬具〈護法會啟事〉，還有黃昭陽居士助成編務，台灣南

傳上座部佛教學院（TTBC）承責出版。

    最衷心期待的是僧信同心，相互懷恩，知慚有愧，同來

增益「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共享「和合勤修是快樂」！

觀淨
誌於 靜樂禪林 台灣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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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緣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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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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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法藏講堂的住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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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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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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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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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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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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金塔往南，至達通─東南亞南傳佛教之法源金地時，

尊者也即景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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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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金塔代表的緬甸佛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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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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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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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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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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及國家全體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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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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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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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歷代國王興建保

留下來，或大或小的佛塔林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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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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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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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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三衣一缽及應具物外，傘、文具、書物、眼鏡

允許攜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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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供給；出家調伏行為，接受佛教教育，

修道則是出家眾最重要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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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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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自於其有種種殊勝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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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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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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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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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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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vaṇṇa-bhū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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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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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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乘僧團之威德輔以國王之護

持而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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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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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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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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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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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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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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護國佑民，未涉入人民之間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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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匯集佛教世界的各大傳統，並與世界各宗教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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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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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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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iṭakadhāra」， 

在今日緬甸還是活的傳統，「持律者 (vinayadhā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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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最有名的是甘達勇大長老 (Mahāgandha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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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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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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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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級還未真正直接譯釋聖典的《論藏》。七論第一論之

《法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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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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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例舉典籍與科目。聽 

後，學院師長還趣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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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達拉大長老教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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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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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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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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 ajjha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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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āsapassAsakammika）」與「禪那行者

（jhānakammika）」（DAmⅡ p.355）。在《長部疏》，也只進 

而分別地略疏解：前者「從色門（rūpamukhena）」、後者「從 

無色門（arūpamukhe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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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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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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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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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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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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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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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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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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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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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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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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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單從三寶僧伽的傳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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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契應教外人士的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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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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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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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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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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陀教法的地理空間是以佛陀創教的印度為

1  關於佛陀的三重契機之教，請參見本期會訊之〈「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之芻議〉的「2.1佛教的教導」。

教外人士

在家信眾

出家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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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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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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史為主而普遍化為四種宗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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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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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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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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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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

世界宗教

佛教世界

大金塔前的省思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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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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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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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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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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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語與心得分享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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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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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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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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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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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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dhu！ Sādhu！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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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之芻議 (上)

觀淨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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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1 序論

1.1 擬議之近因

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 TTBC) 自 2008 年草設以

來，即以「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otarantu. )」為宗旨。蒙諸多長老大德駐錫帶領或蒞

院教導，幸 得各方法友善信之共學與護持，小小的學院得以存

續，多少供 眾修學佛法，點滴參與植根佛教於台灣之殊勝功德。

植根上座部佛教之行動，貴在勤修三學以伏斷煩惱；輔以 

思想的引導則更理想。而 2009年學院的護法會訊發行以來，也 

逐漸深化討論植根佛教於台灣之宗旨，以凝聚大家的共識與目 

標。2010年第六期製作專題「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區」，刊 

有學院來自緬甸、中國及馬來西亞的師長之教導，及拙文〈上 

座部佛教在學院之春天與學院宗旨〉(以下代稱〈植根文〉)。

〈植根文〉於事述理，順著分享學院的法緣，闡釋佛法要 

義、條判佛教的世界、及學院的價值系統，以明植根佛教於台 

灣的宗旨之傳與承。刊出後，可能因為人事法緣親切，或因切 

中法友之所願而助暢本懷；學院護法王寶昭居士隨即撰成佳作 

以導讀並分享心得 (詳見本期會訊 )，帶動大家分享討論〈植根 

文〉之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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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師生法友熱烈迴響，參閱討論；期間兼以在院講述聖 

典，以明佛陀契應出家僧眾、在家信眾與教外人士的三重契機 

教導。大家最受用的，以三重契機開展人間「佛陀的教導」， 

而確定自己在佛教的定位與方向。如簡美真居士的〈讀經筆記

─分享三重契機的學習心得〉(詳見本期會訊 )。好樂教史的論 

者，思考立於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如何簡而廣地條流與判分佛 

教的世界史，更而畫出「佛教的世界」之圖像。特別是，心誼 

法師提煉「佛法濃度」以判教 (詳見本期會訊〈台灣佛教的新 

綠〉)。人文社會素養強的法友，從中透視出當代「世界的佛教」

之價值系統。

引起法友最大迴響的，莫過於： 「解脫有路，菩提可證」；

同感此乃上座部佛教

對台灣的核心價值，

猶如正法一滴盪起陣

陣漣漪。這也正是我

們要走的「古仙人

道」，邁步開拓出林

間幽徑。來院參與討

論的法友，頗有好學

之士亦曾詳研過拙僧

舊著 2 ；激發大家思

擇台灣佛教之由來與

2《復歸佛陀的教導（一&二）》(台灣彰化：正法律學園2004&2006年初版，書
存於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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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況，闡釋如何植根佛教於台灣之殊勝機緣，舒展胸懷而傾心

述願。會後，即撰成本芻議之初稿。

特別值得分享一提的是，與台灣慶定長老 (學院所在的法藏 

講堂之住持 )於五月同往參禮緬甸途中，景緻情境相映，得暇反 

覆討論正法傳續於台灣之艱難與難得。此或為助緣，慶定長老 

於帕奧禪師前盡吐肺腑之言：「親自來到禪林邀請禪師，目的 

就是為了要讓正法植根

台灣，能夠在台灣流傳 

下去」( 詳見本期會訊 

〈願正法久住台灣〉)。 

法緣殊勝，促發靈感， 

於往朝佛教聖地大金塔 

時，個人也從佛教深植 

於緬甸的勝況，對眾簡 

述植根於台灣之省思

(詳見本期會訊〈大金

塔前的省思〉)。訪問駐院教學逾兩年的智行尊者，對顯學院的

教學因緣與成長，助顯台緬佛弟子共植教法的努力 (詳見本期會

訊〈植根佛教於台灣之殊勝功德〉)。

傾心之談令人回味，盡興之論引人深思量；正如佛說：「法

味勝過一切味」！法友品味正法之勝妙，舒懷暢論，一 發不可

收拾，而又可一語以共軌之：「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 灣」。是以，

集同參諸友的智慧及個人近日之開示，輔以舊著《復歸佛陀的

52 53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



教導 (二 )》(以下簡稱《復歸 (二 )》)3，顯態化〈植根文〉所

蘊涵著的佛教思想，試擬芻議以嚮諸友之共論法施， 或可稱做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otarantu. )」之佛教思想典範。條述填整諸友之讜 論，獻曝以拋

磚引玉，期賢友智士饋以法施。

1.2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世之源流

有人以為「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類的行動乃是創

舉。這真是不識佛教的史實，太過誇大之抬舉。事實上，植

根佛教之行動即是佛陀本人所創。就如覺音尊者 (Bhadanta 

Buddhaghosa)之傳述，佛陀何時植根教法於印度 (古稱「贍部

島 (Jambu-dīpa)」呢？佛陀成正覺、轉法輪、建立比庫僧團後，

接受頻婆沙羅王所供養的竹林 (Veluvana)道場時，即「植佛教之

根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otiṇṇānī)」於贍部島 (見《本生

經 註》)。

佛陀啟動法輪，弟子隨轉法輪。佛滅後，上座長老於印度 

傳續佛陀之教；終於阿育王時南傳，植根於斯里蘭卡 (古或稱為

「蘭卡島 (Laṅka-dīpa)」)(見《律藏註》)；上座部佛教漸次深

植廣弘於緬泰等國，終而形成南傳上座部佛教之傳統教區。

19世紀的現代，上座部等佛教傳統開始弘佈於西方世界， 

西方人終亦反省如何植根佛教於其土地，而有「西方乘」之

3   同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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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然，其植根之方向有所不同於我們。上座部佛教於現代 

也傳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等地，相同地，以華人為主的當地佛 

弟子終亦發起植根佛教於本土之行動，而幸於今日已非初植之 

功果。

上座部佛教進於二十世紀末的當代，終於傳至台灣等東亞

諸地。歷時約十幾二十年的「尋根」溯源，僧信法友們認識到

「植根」之必要，乃成立道場；而我們共組學院與護法會，同

參「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Taiwan-dīpa)」，以期教法「根深」

茁壯。

所以，我們透過上座部的傳承而植根佛教於台灣，這乃歸

本於佛陀親植教法於印度。當然，古德今士植弘教法於其時地

因緣，乃至已形成文化傳統；而我們何其有幸，得以隨步學仿，

淺嚐法味之一滴，而滴注於所處時地，以灌溉菩提幼苗。

1.3 思想與行動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這是目標，得由實踐而體現；

當然不能只是一種思想，但又需有一套思想來引導。猶如佛弟

子的共同目標是現證菩提、以令正法久住，則必須實踐戒定慧；

不能只是研習巴利三藏，但又必須研習三藏聖典而依之修行。

佛弟子解行相資以趣證涅槃，又親依於代表三寶的僧團以共組

教團，是則真正可能洞明時代文化之機以令正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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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始於佛陀 (於西元前五六世紀間 )創教，即是面對

教外人士主導的時代文化，於婆羅門神教思想的種姓社會中，佛

陀之教以新宗教而興革舊有的宗教文化傳統，度化教外人士而成

佛教的僧信，佛教才植根於滿佈教外人士的印度。這事實也同於

佛教植弘為世界宗教的過程；佛教正都是以新宗教、非當地的原

生宗教 (非原地原來的信仰而衍生的宗教 )，在不同的地域與時

代文化中弘傳，而廣佈於印度境內及遠播到印度境外之四方。

佛陀創教於婆羅門神教文化為主的社會之史實與教說，

廣被結集於巴利三藏，佛弟子正可條理佛陀之教說，以聽受佛

陀創教於大時代的教導，指導於今之思想與行動。上座部佛教

植根於蘭卡島等傳統教區之史實，則可見於《大史》等藏外文

獻。於佛教傳入斯里蘭卡的時代 (西元前三世紀 )，其時其地

還是素樸的宗教文化，未發展成堅固有力的文化傳統，完全不

若文明古國之印度神域與華夏禮義之邦。而阿育王之子瑪欣德 

(Mahinda)阿羅漢親為僧團之首，持巴利三藏蒞斯里蘭卡弘法，

大受國王人民信奉。依於佛陀教導的巴利三藏，僧團為全社會

的宗教文化之指導者，教導菩提之道；國王則既為信眾之首，

又學習阿育王護教之精神而保護人民。

佛教深植廣弘於斯里蘭卡的過程，轉化當地本有的素樸宗 

教文化，既不需順應印度神教的種姓社會，更不必適應中國皇 

帝至上的儒家宗族社會；佛教從強有力的宗教典範轉化為文化 

傳統。所以，上座部佛教南傳至蘭卡，植根為南傳佛教傳統文 

化之過程，不必如同佛陀創教般而化導教外人士的思想辯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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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參《長部第 1-13經》。到了西元五世紀時，覺音尊者依大寺

派的傳統編輯三藏註解書，再宣「覺悟之音」。而蘭卡即使曾

有它部異說或印度大乘 (密 )佛教，但大寺派都保護持守佛陀之

教於蘭卡，乃至更遠傳於東南亞。

在整個傳統時代的蘭卡，乃至東南亞的南傳教區，都恬靜 

地沈浸於上座部佛教的單純學風；而不若佛教在印度消融於婆 

羅門神教、在華夏文化圈融辯於儒道而變成三教合一！但是， 

現代西力帶來衝擊，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教學得回應時代思想， 

以任持佛教傳統於現代變局，更何況已進入當代全球化。例如，

泰國的佛使尊者乃德學雙美的現代大師，森林禪修僧而致力佛

教現代改革，曾著有《法的社會主義》等書，以期佛法導引社

會人心思潮。但是，泰國社會內部持續動盪，即使有大教團應

運而大弘於國內外，而今日泰國人民所謂的紅或黃衫軍輪流大

抗議，乃至流血喪命，正突顯佛教在泰國無力如傳統般之凝聚

社會共識，難以顯態地任持社會文化來保護人民。泰國如此，

其餘緬甸等南傳國家更是苦不堪言；固然有大德精湛於法而照

耀世間，但多數則幾近茫然於當代全球化，而受另類殖民壓迫。

即使在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國家，現代以來的挑戰都已迫使佛教

拓廣思想以回應時代思想與文化，更何況當代要「植根上座部

佛教於台灣」！

簡言之，佛陀於印度神教的種姓社會創教，曾從世界的起 

源而揭種姓的形成過程，示以四姓都有善惡業而平等，而社會 

職業分工有，乃至四姓皆得入於佛教，同證解脫，以解構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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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世史觀 (詳見《長部第 27經》)。上座部佛教形成堅固的南

傳佛教傳統教區後，傳統時代幾乎一味沐浴於巴利三藏為依皈

的宗教文化，而不必回應教外文化的衝擊！但是，南傳教區遭

遇現代西方殖民帝國，其文化衝擊力遠甚於印度神教與華夏文

明，佛教僧信大需應用佛陀之教來轉化吸收新時代的思想；今

則幾顯精進，而但現頭緒。

我們處宗教興盛與文化發達的今日台灣，頻繁交流於多元 

的世界宗教與文化，僧信法友何其難得地廣申弘論「植根上座 

部佛教於台灣」！隨喜之餘，不揣自陋，整頓而擬議之，以為 

行動之思想綱領，思想與行動相輔以期達至標的。

1.4 我們的標的與時代機宜

對各時代與地域的佛弟子，共同的終極指向都是趣證菩提，

又回應所處時空因緣的文化，以植弘佛陀之教為目的。相同地，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也賴僧信善士共修同弘，思擇台灣

之宗教文化而參贊實現之。

當今的台灣應合當代全球化，與西方為主的世界文化同步 

共構，交融於世界各宗教典範與文化傳統；隨著全球化的宗教 

交流與解嚴後的台灣之自由化，不僅上座部佛教傳至台灣，世 

界的各傳統佛教都已會集於台灣。可喜的，今日的台灣佛教已 

從社會的邊陲宗教進入多元社會的核心，化為台灣新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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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元；未於當代全球化而邊緣化，向外更熱絡交流於世界宗 

教與文化，參與帶動華人佛教之發展。

在這時代機緣，上座部佛教傳至宗教活潑開放的台灣，融

為多彩多姿的台灣佛教之一員。拂以清新的菩提禪風，觸動廣

大探尋真理者的心弦，仿若馬勝尊者之初現於舍利弗尊者眼前，

發而朝奔涅槃之標的。上座部佛教的價值首在助暢菩提大道於

台灣；其價值還可活現為宗教典範，乃至可生活化，融為台灣

新文化傳統之小而美的次元。要深廣應用上座部佛教的價值於

台灣，乃至世間有緣人，這端賴我們的信願，輔以正見為導的

佛教思想，化為淨化人心的行動；這正體現佛陀契應出家僧眾、

在家信眾與教外人士的三重契機之教，且相應於台灣佛教的社

會文化處境與當代全球化。

法友暢論無量無邊，盛況就如台灣佛教之活力湧現、社會 

文化之奔逸四放，擷取精華而規矩於：「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 

灣」的佛教思想典範，交互迴盪於佛陀三重契機的同心圓內， 

以滋養活力而安樂行於菩提之道。

2 芻議的正文

經過激發擴充的〈植根文〉，輔以《復歸 (二 )》，可精煉 

提昇，充實為植根佛教的思想典範之芻議。典範的結構可分為 

三大環節：「佛陀的教導」、「佛教的世界」、「世界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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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範的核心結構乃人間「佛陀的教導」，四預流支的修學

次第而用於三重契機教導。向外開展的第二環節，乃是條判「佛

教的世界」史，即依典範核心的佛陀之三重契機教導，來判分

與條流傳至當代的佛教世界史，並明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

機宜。再廣用發展，則是當代「世界的佛教」之價值系統，以

省察當代「世界的佛教」之處境與價值；應用於台灣，並顯上

座部佛教對台灣之價值。簡言之，依本佛陀、縱看古今、宏觀

世界，立基台灣而簡明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2.1 典範的核心：佛陀的教導

「佛教」，佛陀之教或佛陀的教導，出現於世而流傳至今，

乃根源於釋迦太子在人間成正覺、轉動法輪，續以弟子隨轉法

輪，而覺醒之音響於當代。修學人間佛陀之教，這是所有佛教

僧信最當為的；教外友人要理解佛陀，亦首當知道這位人間佛

陀的教導。

2.1.1 四預流支與三重契機之教

2.1.1A 四預流支

佛陀的教導之大要成分即四種預入聖流的支分 (「四預流支 
sotāpatti-y-aṅga」)：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 

行。如在《預流果經》(《相應部 55:55》)，佛陀教修四預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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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證初果；接著的三經 (《相應部 55:56-58》)教修四預流支， 

而導證第二果、第三果、第四果。換言之，始於親近善士而聞 

思修證佛法，四預流支可為「佛陀的教導」的大要，依之次第 

修學即可解脫。

隨文附經 1《相應部 55:55 預流果經》

比庫們 !修習多修習這四法，轉向作證預流果。那四法呢 ? 

(1) 親近善士 Sappurisa-saṃsevo, (2) 聽聞正法 saddhamma- 
ssavanaṃ ,(3) 如理作意 yoniso-manasikā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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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tārome, bhikkhave, dhammā bhāvitā bahulīkatā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saṃvattanti. Katame cattāro? 
(1)Sappurisasaṃsevo, (2)saddhammassavanaṃ, (3) 
yonisomanasikāro, (4)dhammānudhammappaṭipatt i  – 
ime kho, bhikkhave, cattāro dhammā bhāvitā bahulīkatā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saṃvattantī’’ti. Pañcamaṃ.#

開展這修學次第的項目，即是：親近善士以皈依三寶、

聽聞正法以進入研習三藏、如理思惟而落實於法隨法行之修證

即是勤修三學、息滅三毒。這些修學項目可簡攝於佛陀的教導

（Buddha sāsana）：信（saddhā）、解（教理，pariyatti）、
行（修行，paṭipatti）、證（實證，paṭivedha）。皈依三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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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三藏、勤修三學，以趣證於息滅三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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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修學佛法的次第要項，可表解如下：

表解 1：佛陀的教導與四預流支的修學次第

修 學 次 第

要旨 
( 核心 真 
實 sāra)

皈依佛法僧 研習律經論 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痴

皈依三寶
ti-ratana :
buddha
dhamma
saṅgha

研習三藏
ti-piṭaka:
vinaya
sutta
abhidhamma

勤修三學
ti-sikkhā:
sīla 
samādhi
paññā

息滅三毒
ti-kilesa: 
lobha
dosa
moha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佛陀之教 
(Buddha-
sāsana)

信
(saddhā)

教理
(pariyatti)

修行
(paṭipatti)

實證
(paṭivedha)

信 解 行 證

2.1.1B 三重契機之教的要義與聖典根據

「佛陀之教」的大要乃四預流支；這修學次第之原理，落

實開展，可修用於三重契機：出家僧眾、在家信眾、教外人士。

佛陀三重契機之教直接見於聖典之《相應部 42:7》，該經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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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三種田喻經》。本經的緣起乃：教外人士故意來問難佛

陀，欲迫佛陀說亦不得、不說亦不得。他提出看似兩難的問題：

若世尊不利益一切眾生，則與一般人有何差別？若世尊利益一

切眾生，為何對一些人詳盡徹底說法、對一些人未詳盡徹底說

法？

佛陀答以「三種田喻」。佛陀用田比喻人，用種子比喻佛 

法，自喻為播種在田的人，反問：若有三種田，肥沃的良田、 

一般的田、貧瘠的劣田，播種的順序為何？對方回答：良田為 

先，順次再播種。佛陀擇田，勤播法種，解釋三重契機之教： 

依人的資質程度（依田的肥美程度），差別地受用發展正法（種

子發育結果的程度）。佛陀又舉喻水瓶（完美、裂縫、破洞），

分析受持美水的差別。

結論：依受持度與學習發展狀況，說法徹底的程度與對

方 受益的程度相合，分類層析而教以三種契機：出家僧眾、

在家 信眾、教外人士。所以，契機說法，擇田播種，所說皆

善；隨 機受用，導入道次，進趣菩提。(參見《復歸 (二 )頁

65-66》)

隨文附經 2《相應部 42:7( 三種 )田喻經》

1. 序外道來問難

一時，世尊住在那爛陀之巴瓦離迦的芒果林。那時，綁刀 

氏之子村長往詣世尊；詣已，頂禮世尊而坐在一旁。坐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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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綁刀氏子村長如此告訴世尊：「是否世尊愍念一切眾生之利益

而住？」「如是，村長！如來愍念一切眾生之利益而住。」「尊

者！那麼為何世尊對某些眾生徹底說法，而未如此對某些 眾生

徹底說法？」

2.答以三種田喻

「村長！因是之故，我將就此反問你，如你所容受而回答。 

村長你認為如何，若農夫於此有三塊田，(1) 一為良田、(2) 一

為中田、(3) 一為劣田之荒漠鹽份劣地。這農夫若欲播種，則先

播於何處？此良田或此中田或此劣田之荒漠鹽份劣地？」

「尊者！這農夫若欲播種，則播於此良田之中；之中播後，

則播於此中田之中；之中播後，則可能播於此劣田之荒漠鹽份劣

地或不播。何故？至少可作牛飼料。」

「(1) 村長！這良田對我正如比庫、比庫尼。我為他們

說的法乃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地闡明全然圓滿清淨

之梵行。何故呢？村長！因他們以我為島、以我為洞窟、以

為我為庇護、以我為皈依而住。(2) 村長！這中田對我正如

優婆塞、優婆夷。我為他們說的法乃初善、中善、後善，有

義有文地闡明全然圓滿清淨的梵行。何故呢？村長！因他們

以我為島、以我為洞窟、以為我為庇護、以我為皈依而住。

(3) 村長！這劣田之荒漠鹽份劣地對我正如外道沙門、婆羅

門、遊方者。我為他們說之法乃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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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地闡明全然圓滿清淨的梵行。何故呢？村長！即使他們理

解僅只一句，那對他們將長 期有利益與快樂。」

3.答以三種水瓶喻

「村長！譬如人有三只水瓶，(1) 一水瓶無裂縫、不滲不 

漏，(2) 一水瓶無裂縫、會滲會漏，(3) 一水瓶有裂縫、會滲會 

漏。村長！你認為如何，這人若欲貯水，則先貯於那裡？此水 

瓶無裂縫、不滲不漏，或此水瓶無裂縫、會滲會漏，或此水瓶 

有裂縫、會滲會漏？」

「尊者！這人若欲貯水，貯於此水瓶無裂縫、不滲不漏者之

中；之中貯後，則貯於此水瓶無裂縫、會滲會漏者之中；之中貯後，

則可能貯於此水瓶有裂縫、會滲會漏者之中，或不貯。何以故？

至少可洗器物。」

「(1) 村長！這水瓶無裂縫、不滲不漏，對我正如比庫、

比庫尼。我為他們說的法乃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地闡

明全然圓滿清淨之梵行。何故呢？村長！因他們以我為島、以

我為洞窟、以為我為庇護、以我為皈依而住。(2) 村長！這水

瓶無裂縫、會滲會漏，對我正如優婆塞、優婆夷。我為他們說

的法乃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地闡明全然圓滿清淨的梵

行。何故呢？村長！因他們以我為島、以我為洞窟、以為我為

庇護、以我為皈依而住。(3) 村長！這水瓶有裂縫、會滲會漏，

對我正如外道沙門、婆羅門、遊方者。我為他們說之法乃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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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善、後善，有義有文地闡明全然圓滿清淨的梵行。何故呢？

村長！即使他們理解僅只一句，那對他們將長期有利益與快

樂。」

4.皈讚作結

如此說後，綁刀氏之子 村長報告世尊：「……從今終生皈 

依！」#

2.1.2 出家僧眾的「漏盡之道」

2.1.2A 三學與八正道 (及四法、五法、七清淨、十二法 )

教導出家僧眾修行解脫，這是聖典最明顯的主題；即使 三

果聖者亦受佛勵以不放逸、精進以證阿羅漢 (如《中部第 70 

經》。契教出家僧眾的修學次第，乃用心的法友最熟悉的。完 

整的修學次第如四預流支之始於親近善士，契就聞思佛法已通 

熟的人，佛陀常切就「法隨法行」而教導道次第。道目簡如三 

法之三學 (戒、定、慧 )；單就慧學而詳教，有四法之四清淨 (1 

戒、2心、3見、4解脫 )或聖戒、聖定、聖慧、聖解脫之四法，

更 而五法 (1戒、2定、3慧、4解脫、5解脫知見 )，乃至七清

淨 (1戒、2心、3見、4度疑、5道非道智見、6行道智見、7

智見 )。就上述而表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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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解 2：三學 四法 五法 七清淨

三學 四法 五法 七清淨 (M24)

戒學 戒 戒 一：戒清淨

定學 心或定 定 二：心清淨

慧學

見或慧 慧

三：見清淨

四：度疑清淨

五：道非道智見

六：行道智見清淨

解脫
解脫

七：智見清淨
解脫知見

佛陀也常就修習定與慧而教說法隨法行，詳如《中部第 

52&111經》之所修 (經文詳見本文之末的附錄 1-2) ，簡如《相

應 部 55:1(依 )定 (修觀 )經》上所教。

隨文附經 3《相應部 55:1 定經》

在舍衛城的因緣。比庫們 ! 要修定 ! 有定的比庫如實知。 

如實知什麼？如實知『這是苦』，如實知『這是苦的集』，如 

實知『這是苦的滅』，如實知『這是導致苦滅的行道』。

比庫們 ! 要修定 ! 有定的比庫如實知。因此，比庫們 ! 應

致力於了知『這是苦』，應致力於了知『這是苦的集』，應致力

於了知『這是苦的滅』，應致力於了知『這是導致苦滅的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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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vatthinidānaṃ. ‘‘Samādhiṃ, bhikkhave, bhāvetha. 
Samā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Kiñca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 Idaṃ dukkha’nti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ayaṃ dukkhasamudayo’ti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ayaṃ dukkhanirodho’t i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ay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 paṭipadā’ti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

Samādhiṃ, bhikkhave, bhāvetha. Samā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Tasmātiha, bhikkhave, 
‘idaṃ dukkha’nti yogo karaṇīyo, ‘ayaṃ dukkhasamudayo’ti 
yogo karaṇīyo, ‘ayaṃ dukkhanirodho’ti yogo karaṇīyo, ‘ayaṃ 
dukkhanirodhagāminī paṭipadā’ti yogo karaṇīyo’’ti. Paṭhamaṃ.#

佛陀乃至單就最核心的慧觀以教修行解脫，這也是聖典常 

見的。如在《相應部 22:59無我相經》(過程詳見《律藏．大品． 

大犍度》)，佛陀教導已證聖果的五比庫進而修證阿羅漢果時， 

廣修慧、深觀一切法的切要在於：對所有五蘊之任何法都從 五

對 (十一個方式 )如實觀其無我，如對所有色法之修觀：「因 

此，諸比庫，對於所有的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或現在 

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粗的或細的、低劣的或勝妙的、遠的或

近的，都應當以智慧如實見之：『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 

不是我的自我。』」( ‘‘Tasmātiha, bhikkhave, yaṃ kiñci rūpaṃ 
atītānāgatapaccuppannaṃ ajjhattaṃ vā bahiddhā vā oḷārikaṃ 
vā sukhumaṃ vā hīnaṃ vā paṇītaṃ vā yaṃ dūre santike vā, 
sabbaṃ rūpaṃ – ‘netaṃ mama, nesohamasmi, na meso attā’ti 
evametaṃ 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daṭṭhabba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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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的各項而詳教，則為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 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這是佛陀教導修道的要點。 

或如綜合《增支部 10:1-5&11:1-5》(經文詳見附錄 3)，可分道階

如：（1）戒 sīla（2）不悔 avippaṭisāra，（3）歡悅  pāmojja，

（4）喜 pīti，（5）輕安 passaddhi，（6）樂 sukha，（7）定 
samādhi，（8） 如 實 知 見 yathābhūtañāṇadassana，（9） 厭 離 
nibbidā，（10）離欲 virāga，（11）解脫 vimutti，（12）解脫知 

見 vimuttiñāṇadassana。三學、八正道與十二法之道次第，可表 

解如下：

表解 3：三學 八正道 十二法 4

三學 (八正道 ) 12 法

戒學 (正語 正業 正命 ) 1 戒 2 不悔

定學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 3 歡悅 4 喜 5 輕安 6 樂 7 定

慧學 (正思惟 正見 )
8 如實知見 9 厭離 10 離欲   
11 解脫 12 解脫知見

綜合上述二表解的修行道次第之道目，結以各道目的心智 

對修的所緣，可整合成於下之表解「道次第與所緣」 。

 
4   本表修整自拙著《南傳上座部 《攝阿毗達摩義》 的哲學思想研究》(頁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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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解4：道次第(三學  四法  五法  七清淨  八正道  十二法) 

　　　 與所緣 ( 四聖諦 )

道次第 所緣

三學

(八正道 )
12 法 四法

五

法

七清淨 

(M24)
四聖諦

戒學 (正語 

正業 正命 )
1 戒 2 不悔 戒 戒 一：戒清淨

概念法

(在家戒 出家戒 )

定學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

3 歡悅 4 喜 

5 輕安 6 樂 

7 定

心或 

定
定 二：心清淨

概念法 

( 四十業處 )

慧學

(正思惟

正見 )

8 如實知見 

9 厭離 

10 離欲

見或 

慧
慧

三：見清淨

世 

間 

四 

諦

苦諦

(觀察五蘊 )

四：度疑

　　清淨

集諦

(業果緣起 )

五：道非道

　　智見

道諦 (無常 苦 

無 我 )

六：行道

　　智見

滅諦 

( 諸法寂滅 )

11 解脫

解脫

解

脫
七：智見 

　　清淨

出 

世 

間 

四 

諦

涅槃

12 解脫知見

解
脫
知
見

上述從三學而詳開的道次第，在戒與定的階段，心的對象 

是五蘊之概念化，修證智慧的對象則是四聖諦 (如上引的《相應 

部 55.1定經》)。佛陀常契教出家僧眾這類道次第，以達漏盡解 

脫；當然樂法者都也可淺深隨行修學。在聖典中，對三學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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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之這些開合，大都只簡列道目，而未詳教各道目的修行內

容與 次第；這可稱為契對出家僧眾的「漏盡之道」簡式。

2.1.2B 四預流支與漏盡之道

簡式之「漏盡之道」切要教修四預流支的「法隨法行」。 

當然，出家為僧至少五年依止 (戒 )師長來培育僧格，以聞思

修學佛法；這就是圓修親近善士等四預流支而解脫。即使所

謂的老修行，乃至三果聖者，亦受佛陀策勵「次第學、次第

作、次第實踐 (anupubba-sikkhā anupubba-kiriyā anupubba- 
paṭipadā )」，初則始於親近善士，漸次終至解脫 (參見《中部

第 70經》)。該經的「次第學」之修學次第可為「漏盡之道」

簡式之代表，與四預流支可整合成下表：

表解 5：四預流支與僧眾的漏盡之道

 修 學 次 第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漏盡之道 
(《中部第 
70 經》為 
例 )

詣善士
承事服務

傾耳聞法 
憶持法

考察義

審諦忍… 
解脫 (以慧
通達最上
諦而見之 )

戒定慧
三學

相對於「漏盡之道」的簡式，在《沙門果經》等《長部第 

2-13經》與《中部》的諸多經典中，佛陀還詳教修學解脫的次

第，不僅用以辯破外道，還一再用來策勵出家僧眾修行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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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典中，該修學次第之德目最詳，而且最詳教各德目的修行

內容與次第。但都可開合於四預流支內，這可稱為「漏盡之道」

的詳式。(詳參《復歸 (二 )》頁 90-93)

2.1.3 在家信眾─兼明三重契機

2.1.3A 略明在家信眾與出家僧眾

佛陀或簡或詳契教出家僧眾的「漏盡之道」，即是四預流 

支的應用。這也是在家信眾可淺深修學的，但因僧信的宗教職 

份與目的之分，而「受持度與學習發展狀況」有別。所以，佛 

陀契機而說法徹底的程度有異，「擇田播種，所說皆善；隨機 

受用，導入道次，進趣菩提。」

佛陀的在家與出家弟子，都修學佛陀的教導。若顧名思義其

別，在家弟子乃以在家的社會生活為基礎，進而如弟如子般地擇

緣修證佛法的宗教生活；出家弟子乃出離在家的宗教生活為基礎，

專以弟子之身而進修體證佛法，有弘法之需而應緣涉社會生活，

仍以專業宗教師為唯一認同。即使最簡單的外相則有髮服之別，

所謂出家剃除鬚髮與著袈裟衣，而在家則如一般社會人士，或被

驚悚為頂著「煩惱絲」。相應地，受持戒法之別，在家的五或八

戒與出家的十戒或具足戒；宗教職份的重點有異，在家護持佛教

與出家住持佛教。至於皈依三寶的修學目的之別則廣如律與經所

見：出家時則說為求解脫、在家信眾則皈依以得安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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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契機教導出家僧眾修行解脫，即使三果聖者亦受佛勵 

以不放逸、精進以證阿羅漢；這是聖典最顯明，看似易曉的主 

題。而在家信眾以在家身修學佛法，大多數則高度過著與教外 

人士共處的社會生活，在佛世如此 (當今台灣也如此 )；所以，

主題看似不鮮明，而略加整理審思佛陀在聖典的教導，則易曉

易受持！

在聖典中，乃至已證三果的信眾，例如受佛讚美的郁伽長 

者 (經文詳見本文之末的附錄 4)，仍過著有家業的梵行生活，

佛陀未激勵其出家以現證解脫。當然，很多在家信眾聽佛開示

而求出家，佛陀也會圓滿條件成熟的在家眾出家受具足。佛陀

契對在家信眾的教導，則如在《增支第 4:61&5:43經》對證聖果

的給孤獨長者之教導：財富、名譽、美貌、快樂、長壽、死後

昇天乃世間可愛而難得的，可得之有道且宜善用。因此，佛陀

指導在家信眾的宗教生活，旨在修證菩提以確定生於人天樂趣、

永保脫離墮惡趣之苦。佛陀契教信眾現證菩提的修習次第，可

稱為「證淨之道」，以相對於出家僧眾的「漏盡之道」─旨於

不再輪迴。

2.1.3B 在家信眾的「證淨之道」─兼明三重契機

2.1.3B1 四法

佛陀契教在家信眾的「證淨之道」，最簡要的一般教導就 

是修習四法：信、戒、捨 (施 )、慧。如在《相應部 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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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導俗家的堂兄摩訶男居士，以皈依三寶為本而成為在家

信眾 (男女各稱為優婆塞、優婆夷 )，常持五戒 (兼持布薩八戒 )、

樂善施捨 (經中常教信眾供僧以護教以積福，如《增支部4:60》)，

依著自己具足戒、信與施的善行，而修戒隨念、佛隨念與施隨

念以成就定，再修定修觀以慧證菩提：「優婆塞有 (觀照五蘊 )

生滅之慧，具足導致苦之滅盡的聖抉擇慧；摩訶男！此則為此

為優婆塞慧具足。」亦即，佛陀教摩訶男修習具足四法：信、戒、 

施、慧，以現證菩提。

隨文附經 4 《相應部 55:37( 教 ) 摩訶男 (四法 )經》

1. 序明優婆塞

一時，世尊住釋氏迦毗羅衛城之尼拘律園寺。那時，摩訶男

釋氏往詣世尊；詣已，頂禮世尊而坐在一旁。

坐在一旁的摩訶男釋氏如此報告世尊：

「尊者！云何為優婆塞 (upāsako) ？」

「摩訶男！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此則為優婆 

塞。」

2.優婆塞戒具足

「尊者！云何為優婆塞之戒具足 ?」

「摩訶男！若優婆塞離殺生、離不與取、離邪淫、離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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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酒─導致放逸之穀物酒、水果酒、諸酒類；此則為優婆塞之戒

具足。」

3.優婆塞信具足

「尊者！云何為優婆塞信具足？」

「摩訶男！此中，優婆塞有信，信如來之菩提─彼世尊為 

阿羅漢、全自覺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陀、世尊；摩訶男！此則為優婆塞信具足。」

4.優婆塞捨具足

「尊者 !云何為優婆塞捨具足？」

「摩訶男！此中，優婆塞以離慳吝之垢的心住於家中， 是

放捨者、淨手者、喜捨者、有求必應者、喜施分與者；摩訶男！

此則為優婆塞捨具足。」

5.優婆塞慧具足

「尊者！云何為優婆塞慧具足 ?」

「摩訶男！此中，優婆塞有 ( 觀照五蘊 ) 生滅之慧，具

足導致苦之滅盡的聖抉擇慧；摩訶男！此則為此為優婆塞慧具 

足。」#

佛陀教導信眾修具四法 (信、戒、施、慧 )，以現證菩提而

常保人天之莊嚴福樂、永離惡趣之苦，更有種種之應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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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拘羅父 5與母是彼此忠貞不渝之夫婦，乃佛陀「可信賴第一」 

(etadaggaṃ vissāsakānaṃ)的在家信眾。曾相協親向佛陀傾述心 

願：彼此欲於今生來世同生共命 (「我們欲既於今生得相遇見、 

又於來世得相遇見。」)。佛陀為淨暢其欲、圓滿其願，而教他 

們修習「同信、同戒、同捨、同慧」的四法。這教導見於《增 

支部 4:55》(經文詳見附錄 5)。在接著的一經《增支部 4:56》，

則 佛陀也呼對「比庫們」，來解釋這個原理。當然，佛陀可能

是 以比庫為上首之代表，而呼在場的各種聽法者；可確定地，

佛 陀不是要鼓勵教出家僧眾如此發願、如此修行而遂夫妻之願。 

在這對經，佛弟子宜應明佛陀之契機而受教。相對地，在《增 

支部 4:53》，佛陀契教一群教外的男女在家人，夫妻若行殺邪 

淫妄語飲酒、慳 而辱毀沙門，則如死屍共住，離此而共住則如

天人 (經文詳見附錄 6)。在接著的《增支部 4:54》，佛陀對比

庫僧眾解釋這個原理；佛陀當然更非教出家僧眾過夫妻生活，

而是令知之，乃至用以教人。在這四經《增支部 4:53-56》，接

續而成兩對，佛弟子不僅宜應機受用，亦當明佛陀契教之用意。 

而契於教外人士的夫妻居家相待之善方，且通於在家信眾的教 

導，則如佛陀在《長部第 31經》所教的六方禮之第五方：西方 

代表的夫妻相待之道。

5   「那拘羅父」(ṇakulapitā):字義是那拘羅的父親，以兒子「那拘羅」的名字來
命名。又如舍利弗(sāriputta)是名叫舍利的母親所生的兒子，以母親的名字來命
名。佛陀曾讚美那拘羅父與其妻，是「可信賴第一」(etadaggaṃ vissāsakānaṃ)的
在家信眾(《增支部1:14:6》)。他們證得初果，皈依三寶以來，過著忠誠的夫妻生
活，彼此扶持勸勉(《巴專典》頁3)(書名之代稱可參考《復歸(二)》)。在《相應部
22:1》，佛陀安慰那拘羅父的老病苦，開示了著名的「身苦心不苦」之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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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佛陀教導：孝敬父母則是真正「與梵天同住」(經文

詳見附錄 7)。這對於生處婆羅門神教文化傳統的在家信眾而言，

佛陀真是切要地契機提昇淨化神教信仰，而非鼓勵信眾皈依梵

天神。佛陀還進而教導真報父母恩的方法：即使致力服侍父母

乃至榮耀以王位皆不足報恩，真能報父母恩則是勸導修具四法：

信戒捨慧，以證菩提而永脫惡趣苦；如佛陀在《增支部 2:34》

所教：「勸導無信之父母入住於信具足，勸導無戒之父母入住

於戒具足，勸導慳吝之父母入住於捨具足，勸導無慧之父母入

住於慧具足」(經文詳見附錄 8)。在其上一經《增支部 2:33》，

佛陀教知恩之原則：「諸比庫！而善士乃知恩、感恩。 諸比庫！

如此知恩、感恩被善人所稱讚。諸比庫！此純為善士之地，亦

即知恩、感恩。」(經文詳見附錄 9)這三經都是呼對比庫僧眾而

說，而其應機受教而用，則有契應教外文化的轉化受用，有契

合在家信眾受教而用的；至於比庫僧眾的報恩，則應是：釋迦

子 (sakyaputta)之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即是生於佛陀之家而修

行解脫，如《中部第 111經》對舍利弗尊者之讚美。這些教導，

正是佛陀三重契機教導的報父母恩；上一段有關夫妻相待之教

的聖典，也是契機而三重教導。

更一般的教導，再如佛陀教導給孤獨長者：修具「信、戒、

施、慧 6」者則能確保得在家人喜歡但難得的四種事 (如法得到

財富、親友稱讚、長壽、投生善趣 )(《增支部 4:61》)。在《增 

支部 5:43》，佛陀還正面教給孤獨長者不放逸修功德行 (即是

6    這裡的「智具足」在文字上雖不同於教摩訶男，而實質上都是現證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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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戒施慧 )，才能真正獲致可愛而難得的事；並提遮處：非教外

神道的祈禱或許願即能得到，若祈禱即得可愛事，此則世間不

缺、更非難得。這又是契機引導在家信眾離開教外婆羅門神道

的方法。對於這四種在家人喜歡但難得的，佛陀如何契教僧眾

呢？對財富資具，少事少欲、知足易養；平淡以對毀譽、夭壽

而不求；最重要的，解脫輪迴之苦，乃至不願求善趣，何況是

長壽。

2.1.3B2 五財與八法

針對四法之慧學，佛陀詳教慧證菩提之學，開而教在家信

眾修具「五財 (paJca-dhanAni)」。這使整體慧學的次第更詳細，

猶如契對僧眾而詳教慧學；於四法 (戒、信、施、慧 )，加上「聞」 

思修擇佛法。「聞財」之教的內容與次第乃是「多聞、憶持所聞、

積集所聞。法乃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教說全然圓滿清淨

之梵行；多聞如此之法、憶持、以語熟知、以意考察、以見善

通達。」這裡教的「聞」廣含多聞、憶持所教法的文句，並以

語熟知諸文之義、以意考察思惟諸文之義，還修觀而善通達；

亦即聞思修慧的次第，以進而體證「慧具足」：「(觀照五蘊 )

生滅之 慧，具足導致苦之滅盡的聖抉擇慧」。

「五財」還在《增支部 5:45-47》這套經中被應用教導。於初 

經，佛陀先開示：比庫具足無量心定而受用佈施者的五物 (衣、 

食、住、床、藥 )，佈施者則得可愛之「財」；這乃契對信眾的 

教導。中一經則開示修行信、戒、聞、施、慧為五種圓滿；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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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則開示佛法之五財：「信財、戒財、聞財、捨財、慧財」。又 

在《增支部 5:63-64》這對經裡，佛陀呼對比庫開示：在家男與女 

(upAsikA)信眾修這五法，即是以聖法來增長身命，「受取堅固

之身、受取最勝之身」(經文詳見附錄 10-11)。當然，佛陀不反對

出家僧眾以聖法來堅固身，但更鼓勵解脫有身之累。對此增長身

命之法，佛陀比喻樹雖依大雪山而住，仍得靠樹上的枝樹皮肉而

增長 (經文詳見附錄 12)，而家眷家屬雖依住有信的族姓子而受

益 (如《增支部 5:42》如教，經文詳見附錄 13)，真正的成長仍得

靠自己「依信而增長，依戒而增長，依聞而增長，依捨而增長，

依慧而 增長。」(《增支部 5:40》)這五法還用來教修「天隨念」，

念自己的「信、戒、聞、捨、慧」之功德即可昇天。「天隨念」

很契合婆羅門神教氣氛的在家信眾，佛陀用以淨化導正拜神祈禱

以求昇天的教外信仰；若有呼對比庫們而教說的經，豈是教出家

僧眾嚮往死後昇天！聞法則當受教修證，但宜善思契機之用！

佛陀對堂兄摩訶男教導在家信眾四法：信 戒 施 慧；可就「慧」

而開為五財，乃至就慧而詳教摩訶男，廣開為八法，並鼓勵兼行

於自利與利他而成十六事 (經文詳見附錄 14)。「摩訶男！ 若優

婆塞 (1)自信具足，且勸導他信具足；(2)自戒具足，且勸導他戒

具足；(3)自捨具足，且勸導他捨具足；(4)自欲見諸比庫，且勸 

導他見諸比庫；(5)自去聽聞正法，且勸導他聽聞正法；(6)自憶

持所聞之法，且勸導他憶持法；(7)自遍審察所持法之義，且勸導

他遍審察義；(8)自知義、知法而法隨法行，且勸導他法隨法行；

此則為優婆塞行趣利己且利他。」於自利與利他都具足八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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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度讚譽，乃至被喻如日之照耀大眾。這真是在家信眾之極致。

2.1.3B3 四預流支與信眾的證淨之道

佛陀教導在家信眾四法 :信 戒 施 慧，以現證菩提；並對四 

法而詳教慧學，而成五法與八法。實則五法與八法的項目可說

相 同，偶有同詞而多義或寬廣不同，如「聞」或「法隨法行」。

實 則可大致開合應用八法與五法，而整理為如下的表解。

表解 6：契教在家信眾的五法 八法

八法 信 戒 捨 見比庫 聞法 持法 審察法 法隨法行

五法 信 戒 捨
聞

聞 持 考察 善通達 慧

佛陀略教摩訶男而契對信眾的四法，詳教慧而為五法、八 

法。如此略教或詳教，都只是四預流支之應用，可整理如下表：

表解 7：四預流支與信眾的證淨之道 ( 八法 五法 四法 )

修    學    次    第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證 
淨 
之 
道

八法
信

 ( 戒捨 )
見比庫 聞法 持法 審察法

法隨法行
(戒捨 )

五法
信

 ( 戒捨 )

聞 慧
(戒捨)聞 持 考察 善通達

四法
信 

( 戒捨 )
慧 (戒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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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信眾親近善士而起信皈依佛為本之三寶，一般宗教生

活的修學項目乃持守五戒與捨施護持三寶；進而聞思法義而修

慧，止觀成熟而現證聖慧，乃至深證聖果則為信眾宗教生活的

極致成 就。事實上，作為信眾的一般宗教生活之「戒」與「捨」，

也就 是信眾法隨法行之初基，猶如僧眾以戒為基進修定慧。

2.1.3C 四預流支與僧眾的漏盡之道及信眾的證淨之道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隨法行 )作

為修學佛法之大要與次第，不僅用於契教出家僧眾，以成「漏

盡之道」，亦可用於契教在家信眾，以成「證淨之道」。四預

流支用於契教僧信，而成漏盡之道與證淨之道，可表解如下頁：

表解 8：四預流支與僧眾的漏盡之道及信眾的證淨之道

修    學    次    第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漏盡之道 
(《中部第 70 

經》為例 )

詣善士 
承事服務

傾耳 聞法 憶持法 考察義
審諦 
忍… 
解脫

戒定慧 
三學

證 
淨 
之 
道

八法
信

(戒捨 )
見比庫 聞法 持法 審察法

法隨法行
(戒捨 )

五法
信

(戒捨 )

聞 慧
(戒捨)聞 持 考察 善通達

四法
信 

( 戒捨 )
慧 (戒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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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淨之道」與「漏盡之道」如何契機而有說法徹底的 

程度之別呢？最顯而易見的，受持戒法的淺深次第乃在家弟子

的五或八戒與出家弟子的十戒或具足戒；宗教職份的重點之別

具如在家護持佛教與出家住持佛教。再如，佛陀為了引導在家

信眾現證菩提以常保人天之莊嚴福樂，教導修具「五財」以為

「增長」身命的方法。為方便攝導信眾之善願，還契教信眾增

加修集「慚」財與「愧」財，所謂「聖弟子有慚，慚於身惡 

行、語惡行、意惡行，慚於落入惡不善法。⋯⋯聖弟子有愧， 

愧於犯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愧於落入惡不善法」。信 

眾要保福樂莊嚴，宜修具這不被世間災難所破的「七財 (satta- 

dhanāni)」：「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捨財、慧 財。」

(經文詳見附錄 15)。

佛陀對七財的廣略教導與應用，可見《增支部 7:5-7》這 

三經。前兩經成對而由略與廣地教修七財；在後一經，佛陀以 

不可破之佛法「七財」，契教賴世財以慢之富家人，如佛於經 

說：金銀之財「共有於火、水、王、賊、不肖子孫。⋯⋯而這 

七 (聖 )財不共有於火、水、王、賊、不肖子孫。那七呢？即

是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捨財、慧財。」(經文詳見

附錄 16)在這三經，佛契教信眾「七財」；可對照在之前的另

一對 經《增支7:3-4》，由略與廣地教修「七力」：在五根五力 (信 

進 念 定 慧 )之中加入慚與愧。這五經 (《增支 7:3-7》)分成兩

對，契教在家信眾「七財」、並教導了「七力」。相同地，佛

陀契教在家信眾「五財」以增長生命、修這五法以昇天；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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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三十七菩提分內的五根五力，佛陀教修五根五力以究竟解

脫。可見，佛陀契應在家信眾而著重教導「五財」或「七財」，

修習「證淨之道」，以安穩受用人天之莊嚴福樂；契應出家僧

眾則是著重教修「五力」與「七力」，修習「漏盡之道」，以

現生漏盡解脫。

以「財」來喻佛法，很契合信眾受教，古今皆同；

當然，不適合出離財物的僧眾。以「捨」心佈施為財，

更是契信眾而教；如佛陀教給孤獨長者「行正家之正行

(gihisāmīcipaṭipadaṃ paṭipanno)」乃供養食衣住藥給比庫僧

團，而得稱譽與生天 (《增支部 4:60》)。佛陀對比在家與出

家更生動的契機之教， 如教兩種精進之捨：在家眾佈施四資

具、出家眾棄捨一切依執 (sabbūpadhipaṭinissaggatthaṃ)，

而出家當學更勝之捨一切依執，以漏盡解脫！ (《增支部 2:2》)

相對於五與七「財」有「捨」的德目；而五與七「力」則有「精

進與念與定」，即含攝八正道之屬於定學的德目。當然，信

眾現證菩提，乃至第三聖果， 也都是依定修觀；「法隨法行」

即是持戒而以進修定慧為核心。

至於出家而朝修證漏盡解脫，則更適合徹底深廣修習止觀，

且更需要。如《無我相經》所教，須依定觀察「過去的、 未來

的或現在的，內在的或外在的」的五蘊；又得觀察分別五蘊之

粗與細、劣與勝、遠與近。如觀個己內在於三世的欲界不善心

為低劣、善心為勝妙，欲界善心為低劣、色界善心為勝妙，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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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色界善心為低劣、無色界善心為勝妙；又觀這些法之無我，

而行證解脫。這需修習何等深廣的止觀，才能圓滿「漏盡之

道」！

2.1.3D 在家信眾的正命之道─兼釋三重契機

在家信眾與出家僧眾的宗教生活之修學次第都是四預流支 

之應用，而有證淨之道與漏盡之道。而在家信眾又有家庭及工 

作等社會生活，這大異於出家僧眾之離俗或有弘法等因緣而應 

導世俗。正對信眾兼有社會生活與宗教生活，切就正命工作以 

謀生計為基礎的社會生活，佛陀結合宗教生活的證淨之道，而 

教導「正命之道」的八法；如台灣諺語所說：「顧腹肚、顧佛 

祖」。

如在《增支部 8:54》7，佛陀教導長膝，帶來男子現生利樂 

的四法：勤勞具足、守護具足、善友、平衡生計。另教帶來男 

子來世利樂的四法，即是證淨之道：信、戒、捨、慧。這就是 

佛陀契對男眾居士教導八法的「正命之道」。下一經教另一男 

子；在《增支部 8:75-76》，佛陀呼叫比庫們，或略或廣地解釋 

這八法。

佛陀還在《增支部 8:54-55》的「平衡生計」之後，特別教 

導如何守護錢財：離女色、離酒、離賭、不結惡友而交善友。

7    長部第31經》與《增支部8:54&4:61&5:43經》，可參見學院出版的瑪欣德尊著
《你認識佛教嗎？》(頁99&121&126&)。《長部第31經》在古代類同的漢譯名叫
《善生經》或《六方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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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支部 4:61》，佛陀還教導善用錢財的方法：用於家庭成 

員而助其安樂、儲蓄以備災難、酬對親友與納王稅與為祖先作 

功德與祭神、供養有德的宗教師 (沙門婆羅門 )。這些契信眾的

教導，針對正命謀生、守護與善用錢財、擇友為主的社會生活， 

通用於教外的在家人；詳則在《長部第 31經》，佛陀教導教外 

男子應當避的 14種不良行為。遠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即 

有如此詳盡的教導，真令人讚歎；還特別詳教理財與交友，更 

是深富啟示於當代全球化的社會。

佛陀也就男女有別的社會分工生活，契教持家婦女以八法

的「正命之道」。如先教：「毘舍佉！具有四法之女人，行於

此世勝利，此世成就。那四呢？毘舍佉！此處，女人善理事務、

攝受僕從、行夫悅意之事、守護資財。」#《增支部 8:49》 (經

文詳見附錄 17)；再就他世勝利的，則都是男女共同的「證淨之

道」。合社會生活的此世之四法與宗教生活的他世之四法，共

成八法的「正命之道」。在《增支部 8:46-50》，這群經都有類

同的教導，受教對象除毘舍佉，還有那拘羅母，都是女信眾的

典範人物，更有呼叫比庫們而解釋的。

而就夫妻相互善待之法，契教在家信眾又通於教外人士 

的，則如佛陀在《長部第 31經》所教「居士子！丈夫應以五種

方式善待西方之妻：尊重、不輕慢、不越軌、授與主權、贈送

裝飾品。居士子！受丈夫以這五種方式善待的西方之妻，以五

種方式慈愍丈夫：善理 ( 夫家 ) 事務、攝受僕從、不越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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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資財、精熟與勤勞於一切事情。受丈夫以這五種方式善待的

西方之妻以這五種方式慈愍丈夫。如是則西方安穩、無怖畏。」

# 至於廣就社會關係之親子、師生、夫妻、朋友、主顧，及宗

教關係之宗教師與一般的社會人士，則《長部第 31經》契教外

人士而教授六方禮，實即通於佛教的信眾。

正是因為在家信眾有社會生活與宗教生活，所以佛陀除了

教導宗教生活的「證淨之教」，還結合社會生活並兼顧男女分

工，而教導「正命之道」。但是，出離社會俗務的僧眾則只有

宗教生活，以獻身修弘佛法為單一的身份認同；而男女雖果報

不同而有戒律等之差異，但不影響於同證解脫，所以只有唯一

的「漏盡之道」。正因在家信眾的社會生活，所以需要契用正

命之道；從而，是深證聖果的證淨之道，而非漏盡之道。正是

在家信眾 (於佛世之印度 )大都與教外在家人共同生活於世俗社

會，所以正命之道的前四法，乃至護用錢財、擇友等等的社會

生活，常類同於契應教外在家人之社會生活。當然，佛陀也有

契機引導教外人士的宗教生活，究竟則是「入信之道」。因為，

佛陀的教導普應三機，依當機者的受持度與學習發展狀況之分，

各顯重點，各適其機，而說法徹底的程度有別，以切合其益；

聽聞而隨機受用，導入道次，進趣菩提。從而有三種契機之教，

層分疊合，會整於四預流支，構成佛陀之教。

2.1.4 教外人士─入信之道

佛陀創覺說法，世間始現正覺光明，最初的對象都是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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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攝導之後而有佛教的僧信。佛陀之教在印度為非原生宗 

教；植弘於佛教世界的各傳統更顯非原生宗教的特色，必須轉 

化或適應當地的宗教文化。來到當代全球化的社會，佛教更多 

機會迎對世界各宗教與文化，共處於教外人士！今日溫習佛陀 

契應教外人士而說法創教，大為啟發受用佛法於生活，還可鬆 

動佛教傳統對外道的可能成見。

佛陀契教外人士的教導，非常的生動多元，充滿巧妙的化 

導，深富自由對談與各自申論，即使有漫罵攻訐者，佛陀亦毫 

無一絲火藥味；如與農場財主的輕鬆對談 (如《小部．經集．特 

尼耶經》，經文詳見附錄 18)，又如化導怒慢的婆羅門 (如《小 

部．經集．無種姓經》，經文詳見附錄 19)；《小部．經集》有 

諸多契引教外人士的對談教導。調伏度化三迦葉的千人修行集 

團，大概是最生動的，不得不令人以「刺激」來形容。 (過程詳 

見《律藏．大品．大犍度》)

2.1.4A 一般的教導

佛陀對應教外的一般在家人士的教導，最直接的是端正善 

良的社會生活，大致類同對佛教信眾的社會生活之指導，如上 

一節所述 (2.1.3D)。最常特顯的不同則是契應教外信仰而善巧引

入正行正信，如佛陀教導：在家信眾敬父母則是真正「與梵天

同住」，以之導引婆羅門神教的「與梵天同住」之信仰，轉而

正行孝敬父母。又如《長部第 31經》，教誡名叫新嘎喇的外道

在家人之子 (Siṅgālaka-gahapatiputta)，其父遺命：令子朝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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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下上之六方以期生天；佛陀順應其履行父命，而教以六種

人際關係的禮義之方。因為共用於教內外在家人的人際關係，

所以，在第六方宗教的宗教師與一般信眾之禮，乃教在家人廣

就有修行的沙門與婆羅門而佈施。但是，佛陀教給孤獨長者「行

正家之正行」，則特指比庫僧團而供養食衣住藥。

佛陀與教外人士對談引導宗教生活，最一般的是離十不善 

業而行十善業：身則不殺 邪淫，口則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

則不貪不瞋與正見 (如《中部第 41經》，經文詳見附錄 20)。 

意的不貪乃指不懷非分之想，不作順手牽羊之念，非指毫不愛 

惜貪執自己的喜好的人事物。意的不瞋乃指不幸災樂禍、不懷 

恨而設計殺害眾生，非指已無對生老病死的愁悲苦惱。意的正 

見之要乃指信受有眾生造善惡業而於樂苦趣輪轉且有修行人可 

以智了知，即是佛教的「有漏」正見，而非「無漏」正見：現 

證四諦之正見 (《中部第 117經》)。例如，佛陀用十善與不善業 

解釋往生樂趣與苦趣，對談引導迷信：水浴與拜火的婆羅門能

「超度亡靈」 (參見《相應部 42:6》8與《增支部 10:176》)。又 

如，對談引導「佈施亡靈」的問題 (《增支部 10:177》)。

2.1.4B「入信之道」與四預流支

佛陀對教外人士的宗教對談引導，更進一 的則是教導

「入信之道」。針對深富波羅蜜的利根教外在家人，對方當 

時雖未正式皈信三寶，佛陀在適當的事緣下攝受之，有的教

8    參見學院出版的瑪欣德尊著《您認識佛教嗎？》(頁115)。

大金塔前的省思

88 89



外人士親蒙佛陀的教導，在受教善引的特殊因緣中，當場先 

見法成聖、立即皈依入信。這種情形，就是教學「次第之論

（anupubbi-kathā）」的修道次第之過程，可代稱為「入信之 

道」。

佛陀施教「次第之論」的整體過程，若細加體會，有助理 

解「入信之道」的旨趣。茲舉耶伽長者為例，可三分成序緣、 

正宗、結皈。(A)首先序緣：初見佛，即內生淨信心但尚未三皈

依。接著：(B)聞佛教以「入信之道」，當場即見法成聖。最後，

(C)當場即皈依入信。

(A:序緣 )「尊者！當我初遙見世尊時，尊者！一見到時，

我 心淨信於世尊者。尊者！我有這第一種希有、未曾有之法。」

「尊者！又我淨信心而敬奉世尊，

(B：聞佛教「入信之道」而見法 ) 世尊為我教次第之論，亦 

即：(1) 施論、戒論、生天論；(2.1) 闡明諸欲之過患、低劣、

雜 染，出離之功德。(2.2) 當世尊了知我乃堪任心、柔軟心、離

障 心、歡喜心、淨信心，(3.1)對我闡明那諸佛最勝之法教：苦、 

集、滅、道。(3.2) 譬如清淨無污染之布而完全可染；正如是， 

我就於其座生起遠塵離垢之法眼：『任何集法，彼皆為滅法』。

(C：當場即皈依入信 ) 尊者！我見法、得法、知法、悟入

於法，超越懷疑，斷除猶豫，於師教得到自信而不依緣於他；

就在其處，我即皈依佛、法、僧，受持梵行為第五之戒。尊者！

我有這第二種希有、未曾有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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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過程，可謂經歷四預流支的修學次第。(A)序緣之見

佛即被攝受，可謂前行，同屬「親近善士」，即使尚未三皈依，

佛見其已有清淨的信心。接著是正修的部份，(B)聞佛教以「入

信之道」，隨「聽聞正法」而「如理思惟」，落實於修行而當場

見法成聖則是「法隨法行」。最後，(C)當場即皈依入信，乃是

結行。正修部份的入信之道乃是核心，道目可分成三階。(1)施

與戒的善業可以生天。這即是十善業的應用，大同於佛教的在家

信眾。(2.1)了知諸欲之過患與樂於出離，重點即是修定之離五

欲；(2.2堪任、離障 (vi-nīvaraṇa)等心，重點即是修定之離五蓋

(nīvaraṇa )。亦即是離五欲五蓋而成就定學。(3.1)佛知其堪受四

聖諦而教修，(3.2)隨教而修證四聖諦。亦即是成就慧學。

四預流支與入信之道的整個修學次第，可以表解如下：

表解 9：四預流支與教外人士的入信之道

 修    學    次    第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入信之道 蒙佛攝受 聽聞法 如理思惟
施 戒 生天 定
(離五欲五蓋 ) 
慧 ( 四諦 )

2.1.5 三重契機之教─佛教根弘於世界

2.1.5A 四預流支與三重契機的道次第─佛教植根於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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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導究竟的真理，契機說法，導向正覺。就法的真實，

有普遍性，都歸趨清淨寂滅；就個人受用的能力，有淺深差異，

都導向菩提。佛陀慈眼視眾，平等說法，「有教無類」；觀機

逗教，契應不同的機緣，引入修行道，朝向正覺。普遍的法，

個人淺深受益，歸向寂樂涅槃；平等慈教，各得其用，導入正

覺解脫。

佛陀教導的大要乃四預流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

思惟、法隨法行，落實而教修於三重契機：出家僧眾、在家信

眾、教外人士，而有三重契機教導的道次第：僧眾的漏盡之道、

信眾的證淨之道、教外人士的入信之道。四預流支與三重契機

的道次第之關係，可以表解如下：

表解 10：佛陀的教導─四預流支與三重契機的道次第

修    學    次    第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隨法行

漏盡之道 
(《中部第70

經》為例)

詣善士

承事服務

傾耳 聞法

憶持法
考察義

審諦 

忍…

解脫

戒定慧 

三學

證 

淨 

之 

道

八 

法
信 (戒 捨 )

見比 

庫

聞 

法

持 

法
審察法 法隨法行 (戒捨 )

五 

法
信 (戒 捨 )

聞 慧 

(戒 捨)聞 持 考察 善通達

四 

法
信 (戒 捨 ) 慧 (戒 捨 )

入信之道 蒙佛攝受 聽聞法 如理思惟
施 戒 生天

定 (離五欲五蓋 ) 
慧 ( 四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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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入信之道」，大家可能很熟悉給孤獨長者的範例， 

感動其初見佛聞法而當場見法皈依、乃至隨之的供養道場。事 

實上，對於佛陀教法初植根於世間，佛陀施教入信之道的最重 

要教學，又是最豐富且有力的教導，首推第一位聽受「入信之 

道」而見道成聖的耶舍；從而，引來其父母受教入信之道，而 

當場見法請求皈依，成為第一位皈依三寶的男與女在家信眾； 

再引來其 54位在家的朋友都如耶舍受教而出家解脫 (詳見《律 

藏．大品．大犍度》附錄 21)。

這時，世間共有 61位阿羅漢。佛陀之外，原為教外出家沙 

門的五比庫已聞佛初轉法輪 (《轉法輪經》)及教授《無我相經》 

而成為阿羅漢；加上耶舍及其 54位朋友。這六十位佛陀的阿羅 

漢弟子之出家受具足的方式都是如此：「來！比庫！法已善說，

為完全滅盡苦而實踐梵行！」而耶舍等 55位則原為教外的在家

人，聽受入信之道而當場見法成聖；乃至耶舍未正式蒙佛親許

出家受具足前已解脫，而必然得從佛出家，如佛陀對耶舍父的

開示：「居士！族姓子耶舍以有學 (聖者 )之知與見，而如你一

般的見法。他如所見如所知而省察觀照 (自己所知見之 )地，其 

心無執取而解脫於諸漏。居士！族姓子耶舍不能夠還 (俗、)而

下劣地如以前在家時享受諸欲。」這例證佛世以在家身而證解

脫者必出家，亦例說以證淨之道而深證聖果接續漏盡解脫之道

次第。

佛陀度化五比庫及耶舍等 55人之後，世間共有六十一位

阿羅漢。佛陀遣六十位弟子弘法，而自己往度化三迦葉兄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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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千人教外沙門修行團；接著，往王舍城，以入信之道的教

學因緣度化頻婆沙羅王及其眾隨從。從而，佛陀接受頻婆沙

羅王所供養的竹林 (Veluvana)道場，這時即是「植佛教之根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otiṇṇānī)」於印度。接著，佛陀度
化雙賢上首第子─舍利弗與目犍連、及隨同其修行的二百五十 

位教外沙門，成為解脫的出家弟子，從而構成經典常提到的 

1250(1000+250)位大比庫僧團，以隨轉法輪。

佛陀正覺出世，轉動法輪，教法初植根於印度，就是度化 

教外的出家與在家人而成為佛教的僧信，輔以信眾供養道場成 

為三寶住立於世間的場所，佛陀的教法植根於世。而度化教外 

的在家眾，「入信之道」的教學因緣乃最有力的。在入信之道 

的三階道次之末，乃 (3.1)佛知當機者堪受四聖諦而教修，(3.2)

聞教而隨修證四聖諦。四聖諦正是佛教不共世間的真理，亦即

是佛陀在教授五比庫時所轉動的法輪；當然，佛陀引教外沙門

入信，還有很多元善巧的契機教授，乃至思想對論，廣見於律

藏與經藏。

簡言之，佛陀本人植根教法於印度，正是契教外的在家與 

出家人而應機教授；這類如佛陀推續教法時，分別契教在家信 

眾的證淨之道與出家僧眾的漏盡之道。

2.1.5B 三重契機之教的性質與應用─佛教根弘為當代「世 

界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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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三重契機之教的道次第：教外人士的入信之道、佛教 

信眾的證淨之道、出家僧眾的漏盡之道，其性質乃三重契機而 

聞法受益：教外人士之根性極佳、波羅蜜至強者，可能於親見 

佛陀 (或弟子 )時，聞法隨修而當下入道再求皈信，而大多數則

當然只是少分受益乃至未皈依，即使蒙佛親教；在家信眾可深

證聖果，淨化生命，永保人天福樂；出家僧眾則教以漏盡，解

脫生死輪迴。亦即，這三重契機的引導，不是三類截然不同；

不是三類劃分階級，而是佛陀之教層分疊合，普被三根，各顯

重點，各適其機，切合其益。甚深的法，落實於律動的生活倫理；

依適宜性，教授可學可修的法，引入修行道次第。法的真理結

合倫理價值，條貫正法律於修行道次第，導向正覺解脫。

依四預流支的修學次第而用於三重契機教導，這是人間

「佛陀的教導」之大要。如此三重契機教導可以做為僧信共組 

教團的原理，教團相益於社會，以令正法久住。因為聞法受益 

的三重連續發展，相應於各自的宗教目的；又是宗教身份的選 

擇與轉變，乃由外向內，從教外人士至教內信眾到僧眾。亦隱 

含宗教職能之不同，教外人士可能是潛在的佛弟子，良善的教 

友外護而支持佛教；在家信眾隨護隨行於佛陀為上首的僧團； 

僧團住持佛教。質言之，僧信共組教團，教團相益於社會，以 

令正法久住。當然，教外人士更多是佛教的教外之道，或有競 

爭者，乃至有些教外人士就是為了攻詰才來見佛陀；因此，佛 

教僧信更當學習佛陀的三重契機之教，以共組教團而弘護佛教 

於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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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契機可用以外觀迎

對時代而創教的歷史背深度理

解佛陀創教的大時代，批判在

家祭司為主的傳統婆羅門神權

種姓社會，發揮出家沙門的勤

修精神，度化為佛教的信眾與

僧眾；回到佛陀創教的歷史現

場，觀察新創的宗教之維續與

傳演。這些佛陀的教導與佛陀

創教所對的歷史動態，傳載於聖典；相對地，三重契機教導可

作為理解聖典的線索，判攝聖典的宗旨與契機受用。環環相扣，

相互助益理解與修學人間「佛陀的教導」，以用於今人所處之

時地。

如此的三重契機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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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上圖 )。這個動態

結構，始於佛陀成正覺而轉動法輪，迴盪於三重契機，以植根

佛陀的教法於印度，並維續新佛教的發展。這三重契機的佛陀

之教，除反應佛陀創教時代的教內外背景、乃至重於宗教的印

度文化傳統，還通於更廣大的宗教心理與制度。

換言之，以佛陀為中心的三重同心圓，啟動法輪，交互迴 

盪，推展佛陀之教。

 

教外人士

在家信眾

出家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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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滅後，正是以佛陀為中心的這三重人士的不同組合及 

其所相應契機受用的法，人法兩相交互迴盪，推動佛教的歷史 

與構成現況，而傳至當代。從而，依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正 

可條判「佛教的世界」。

當代「世界的佛教」之處境已進入全新的時代，佛教身處 

廣大的世界各宗教與文化之中，亦即置身於教外人士為主的世 

界，佛教世界的僧信正可隨分善用佛陀應教外而創教的三重契 

機教導，化佛教的價值由隱而顯。就今日處於台灣，我們透過 

上座部佛教的傳承來助顯佛陀的教導，亦即是落實佛陀的三重 

契機之教於台灣。

簡言之，依於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環扣綜述「佛陀的教 

導」、「佛教的世界」、「世界的佛教」，剋就所處的相對時空，

則是明植根佛教於台灣。亦即是，依本於佛陀的教導，縱看由

古而今的佛教世界，反顯當代世界的佛教處境與價值；著眼於

台灣之用，簡擬「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思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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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2.1.6 結語：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以學院的初步教學為例

「佛陀之教」的大要乃四預流支，落實開展而修用於三重

契機：出家僧眾、在家信眾、教外人士。植根於今日台灣，首

即修習四預流支而用於三重契機；這早有前賢今士之播種培育。

若就學院的教學為粗淺的案例，以茲理解；這在學院的初步學

習，可如〈植根文〉所述。

該文第二節以「2.1勤修三學」為始，實為契應於台灣之修

學南傳或原始佛教者重禪修之風氣，正對此機而於事中明理：

僧信和樂同修之正常道，兼而導引從教外而初來的禪修者；這

對照於「2.4斷盡三毒」，則明顯看到漂流於教外或初入佛門者

對修證佛法的樣態。所以說，即使修證佛法於南傳的圈子，也

確實存在三重契機所顯之結構。

由「2.1勤修三學」為始，導引至基礎之持戒，則需「2.2

皈依三寶」而學戒，乃至護持出家僧眾持戒。於中，就學院

之事而闡述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以師長為主的僧圖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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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以弘護佛教於廣大的教外人士而立基於斯士。如此地『僧信

共組教圖，教圖相益於社會，正法久住。若以圖說，接近三

重的同心圓，佛陀立於圓心，敢動三重同心圓的交互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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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彷彿初顯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

以待僧領信來共桓佛教於社會，

擴大落實佛弟子『皈依三寶』的生

活」。

進而於「2．3研習三藏」 述學

院出版計畫時，喻以佛陀的三重契機

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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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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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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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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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解 11：巴利聖典與學院出版計畫

巴利聖典 出 版 計 畫 主  要  內  容 出版叢書目的

律 經 論 l巴利三藏譯叢
2帕奧禪師叢書
3禪師弟子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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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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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外文獻 4上座部佛教
弘護叢書（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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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植佛教於社會，擴大佛弟子皈依三寶

信眾及善施讓持

TTBC 僧團為核心

大金塔前的省思

98 99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之芻議 (下 )

觀淨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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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佛教的世界：條判佛教的世界史

2.2.1 序論

「佛陀的教導」之三重契機受用，植根佛教於印度，猶如 

佛陀立於圓心的三重同心圓，敢動三重同心圓的交互迴盪。這 

個動態結構，始於佛陀成正覺而轉動法輪，迴盪於三重契機； 

佛滅後，正是這三重人士的不同組合及其所著重的契機受教之 

法，人與法兩相交互迴盪於三重同心圓，推動佛教的歷史與構 

成，而傳為今日「佛教的世界」。

當今之佛教的世界，始於佛陀二千五百多年前創教於印度。

佛滅後，於印度本士歷時逾千五百年流傳而消失，未形成佛教

的傳統；而在印度境外的南東北方，先後形成三個傳統教區：

巴利語系的南傳佛教、華語系的東亞佛教、藏語系的北方佛

教。到了現代西方主導的世界史，佛教的三個傳統教區，還傳

入「西」方，可稱作歐美語系的西傳佛教，並回傳到印度本士。

當代的世界佛教，時經傳統與現代，共可分成五大區，印度本

士與境外的「南」、「東」、「北」、「西」。

對於佛陀的創教而形成今日的佛教世界，我們不能視若無 

睹，或執一隅而廢各方。我們這世界的佛陀只有一尊 人間釋尊，

佛弟子不會超勝佛陀之功德，能學得一分已屬難得。虔敬皈仰

於佛陀，而立本於佛陀的教導，不執於一區的後代師說，以條

流與判分「佛教的世界」史。亦即，依佛陀的教導來觀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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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各傳統或區域，以顯明其契應於佛陀的教導而特勝發展

的。

佛陀契機之教的三重同心圓，以佛陀為圓心的三重同心圓：

第一層是出家僧眾，第二層是教內信眾，第三層是教外人士，

交互迴盪而推動形構「佛教的世界」。因此，即以佛陀的三重

契機之教來條判佛教的世界史；應用於台灣，並明植根上座部

佛教於台灣之時代機宜。

2.2.2 條判傳統的佛教世界（條判佛教 圖組 A1-3)

依「佛陀契機之教的三重同心圓」來條判佛教的世界史， 

先就傳統時代，來簡束條判。佛教的世界始於佛陀創教於印度；

佛滅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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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末在印度形成佛教的傳統。正

是這三重人士的不同組合及其契機受教之法，人與法兩相交互

迴盪，而重心逐漸向外順應印度教文化，乃至以教外人士為主

而盪離佛陀，盪出三重同心圓，而佛教消融於印度。

佛滅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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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境外形成的這三 

個傳統教區及其特色，對應地，大致重點發展了以佛陀為中心 

的三重契機教導：出家僧眾、在家信眾、教外人士。依特色可 

稱為「南傳上座部佛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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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當地的原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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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隨分修學漏盡之道為主而開展的佛教；「漢傳大乘佛教」（簡

稱為漢傳佛教）：契應於廣大在家信眾確離苦趣保生樂趣為主

的需求，適應華夏文化，以隨分修學證淨之道為主而開展的佛

教；「藏傳秘乘佛教」（簡稱為藏傳佛教）：契應於教外人士

之秘密修行以期能化煩惱為菩提，轉化當地的原來文化，以隨

分修學入信之道為主而開展的佛教。正是這三重人士的不同組

合及其契機受教之法，人與法兩相交互迴盪，植弘佛教於印度

境外；而動力逐漸向外，乃至以教外人士為主，但仍迴向佛陀，

迴盪於三重同心圓之內，而於境外形成佛教世界的三個傳統教

區。

因此，始於佛陀的創教及佛滅後的傳統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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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三重契機之教條判，略表解如下：

表解 12：三重契機之教與傳統的世界佛教

佛陀時代
的三重契機教導

印度本土
佛戚後的三期發展

印度境外
的三大傳統教區

出家僧眾的

漏盡之道

初期

（初 500 年）

「巴利語」系的

「南」傳佛教

南傳

上座部佛教

在家信眾的

證淨之道

中期

（第二 500 年）

「華語」系的

「東」亞佛教

漢傳

大乘佛教

教外人士的

入信之道

後期

（第三 500 年）

「藏語」系的

「北」方佛教

藏傳

秘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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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重契機之教條判傳統時代的世界佛教，其動態可圖像

化為如下之圖組 Al-A3。

圖組 A1-3：三重契機之教與傳統的世界佛教

圖組 Al：佛陀時代

中心點　佛陀

第一層　出家僧眾

第二層　在家信眾

第三層　教外人士

 

圖組A2：判分印度三期。以「佛陀契機之教的三重同心圓」

對佛滅後的傳統時代，於印度本土的三期發展。

中心點　佛陀創教

第一層　初期僧圖為主

第二層　中期在家信眾為主

第三層　後期教外人士為主

教外人士

教內信眾

出家僧眾

後期教外人士為主

中期在家信眾為主

初期僧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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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組 A3：判分印度境外三 

區。以「佛陀契機之教的三重同

心圓」對佛滅後的傳統時代，於 

印度境外的三個傳統教區。

中心點　佛陀創教

第一層　南傳上座部佛教

第二層　漢傳大乘佛教

第三層　藏語密乘佛教

 2.2.3 條判佛教的世界史（判教圖解與表解）

佛教世界的三個傳統教區，到了現代西方主導的世界史， 

遺傳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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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才有之歐美語系的西傳佛教，若單就當代西方人所謂

的「西方乘」而言，且不論亞裔人士的佛教，雖源自三大傳統

而同受佛陀的三重契機之教，但佛教氣味更淡，乃至只內於心

而不成宗教。因為佛教所適應的其本有之宗教，（都）是（在家）

平信徒導向而弱於出家僧眾的堅固傳統，思想乃是上帝創造而

藏語密乘佛教

漢傳大乘佛教

南傳上座部佛教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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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佛教的業果輪迴，行證乃待上帝救贖人之原罪而乏個人修證 

解脫；亦即，原來的神教大異於佛教的信解行證。另則當代之 

西方物質文化發達而樂於享受五欲，相應於人天福樂之宗教。

簡言之，以人間佛陀之教為中心來條判佛教的世界史，依

空間為橫軸，乃以佛陀創教所在地為中心，分為印度本士與境

外之南東北西；依時間為縱軸，乃以佛陀為軸心，同步於多軸

共構的世界史而分為傳統、現代與當代；就所依的聖典，可分

為巴利語系、華語系、藏語系、歐美語系。進而再依時間距釋

尊時代的由近而遠、離三重同心圓的佛陀之由內而外、與契機

所受用發揚的佛教之「佛法的純度由濃而稀」，亦即從受教者

應機所顯的「佛法濃度」，來條判「佛教的世界」史。

因此，就佛教的整體世界所各弘之法要，可用佛陀創教為

中心，條流與判分佛教的世界史。可先用世界地圖作如下之圖

解（未顯示兼顧的對應關係），再表解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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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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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解 13：佛教的世界史之條流與判分

空間
時間
(世界史 )

印度
本土

印度境外

南 東 北 西

傳
統
時
代（

 
遠
古
自
十
五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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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僧眾 )

巴利語系的
南傳佛教：
蘭卡 緬 泰 
東 寮、越
南南部、中 
國雲南

約西
元後 
0-500

佛滅 
500-
1000

中期
(在家信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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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西
元後 
500-11
世紀）

佛滅 
1000-
1500

後期
(教外人士 )

藏語系的北
方佛教：中
國的 藏 蒙
(青 康 )、
蒙古 尼泊
爾 不丹

現 代
(16-20 世紀末 )

19世紀
從四方傳
回印度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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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上座部佛教的世界史與傳至台灣而形成的宗旨

於佛教傳弘於世界史的發展之三期：傳統時代、現代與當

代，來觀察「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期發展」，即是本於

佛陀 2500多年前之創教，上座帶領的僧圖之攝信，經三期而植

弘於世，終於當代傳至台灣。茲舉學院為例，以說明上座部佛

教之傳來而植根佛教於台灣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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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溯本佛陀於印度（古稱瞻部一島 Jambu-dīpa）創教

以植根教法於世間。所以，學院宗旨文之首為：「佛陀於瞻部

島（Jambu-dī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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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ṅka- 

dīpa）、漸植於緬泰等而弘化成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教區。相應地，

宗旨文接著：「長老聖弟于於蘭卡島（Laṅka-dīpa）傳承上座部

佛教（Thera-vāda），廣弘為緬泰等地之文化傳統」。

在傳統時代，上座部佛教未真正傳入華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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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院最直接關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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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島 Taiwan-dī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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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植根文〉頁 31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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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台灣佛教的史與要（條判佛教 圖組 A4）

今日台灣的佛教乘當代全球化之時代機緣，已會集佛教世

界的各傳統，交融於世界各宗教典範與文化。而，台灣深富華

人文化的底基，台灣佛教主要的仍是傳統時代即有的華語系東

亞佛教。這是敏於世界文化而又關心台灣或身處斯土的人都知

道的。

台灣的傳統時代，自古即有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雖很早就

開始接觸到華夏中國，但一度曾受西方現代荷西殖民，而伴基

督宗教之暫存。而早在（明）清，隨華夏本土之向海外移民，

台灣已形成漢人為主的社會；三教合一的末式漢傳佛教伴以民

俗喪祭就相融於台灣的宗教文化。其大都屬於所謂的「民間佛

教」，在當時實為文化邊障，處於社會的底層。事實上，海外

華人的傳統佛教之底基都類同於此，今日緬甸華人的傳統佛教

或可見證。

日據台灣而大力現代化台灣，曾短暫傳來現代改革的日式

佛教，但仍不脫本屬的華語系東亞佛教，而未有大影響；但其「帶

妻僧」，則又推佛教更離出家僧眾而向教外人士的氣氛。佛教

即使開始有出家眾主持的四大法脈，實未有獨立的佛教與思想，

不脫庶民佛教的氣息。台灣佛教的現代興革，大為受惠於來自

華語系中華本土的太虛與印順法師；其所共構的現代改革型之

佛教思想，隨國民政府入台，導引傳統佛教以行於時代文化中，

至 1980年代已復興於現代，乃至漸為社會賢達所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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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的當代台灣，台灣佛教不僅幸已度過現代化的考驗，

佛弟子遍於社會各階層與社群，從社會的邊睡轉為有力的宗教

典範；隨著全球化的宗教交流，不只藏傳佛教明顯躍上台灣佛

教的舞台，南傳佛教更深觸台灣佛教之心髓。不只佛教世界的

各傳統已會集於今日台灣，台灣佛教向外更挺立參與當代的佛

教世界，帶動（海外）華人佛教之發展。

今日的台灣佛教已超越華語系佛教的傳統，融會佛教世界。

於此台灣佛教的時代機緣，正可依人間佛陀的三重契機之教來

層分判攝會集在台灣的佛教，以利交流相益，更深植廣弘佛教

於台灣，歸顯「佛陀的教導」之多重應機受用。

圖組 A4：植弘佛教在台灣。以所在之台灣為圓心，如阿以

佛陀為圓心的三重阿心圓。

中心點　植弘佛教於台灣

第一層　南傳上座部佛教

第二層 漢傳大乘佛教

第三層 藏傳秘乘佛教

2.2.6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源於 2500多年前的佛陀創教，南傳上座部佛教直到 20世

聽傳秘乘佛教

漢傳大乘佛教

南傳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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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末才正式傳入台灣。外在機緣逢當代之全球世局大變、及台 

灣與東亞更新的時代，而其能於當代正式傳入台灣，更內在而

「最重要的動力來自上座部佛教傳統教區的長老之教誡（thera- 

ovā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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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傳上座部佛教在這時代機緣傳入台灣，示以「解脫有路，

菩提可證」，正合熱於探尋真理的同參法友。植根上座部佛教

於台灣之核心價值，乃是助暢台灣佛教的康莊大道，遂佛弟子

現證菩提之心願。上座部佛教傳承的佛教真理，還外顯為一種

近於新而實為古老的宗教典範，讓嚮往佛制出家沙門修行者，

可安於律軌以致志修弘正法。有出家僧伽安心於佛陀之教，則

有佛法苗種，漸可僧信共耕一 綠地，同組教圖於道場而受庇蔭，

弘護佛教於社會。或如有的學者所說：南傳佛教對既有的漢傳

佛教之影響深遠於藏傳佛教。

乘大時代的內外機緣，順佛法之威勢，而「我們幾經探索，

尋趨真理，進而值過長老的教說（Thera-vāda），指向智慧之光，

終於安頓在佛陀的教導（Buddha-sāsana）。」約歷經十幾二十

年的尋根探源，「我們認識到：復歸佛陀的教導，已從『尋根』

期到了『植根』期」。是以，學院僧領信共組教圖；蒙三寶恩澤、

龍天護法及法友善信支持，初步修學佛法，隨同參與植根教法

於台灣，而更認識到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價值，乃至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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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思想典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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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證菩提；眾大眾的點滴，教法逐將「根深」

茁壯，涼蔭後人。

2.3 世界的佛教：三重價值系統的世界史觀

2.3.1 當代世界的佛教之處境與價值

西方開啟的現代世界，主導影響傳統時代的舊世界，延至

當代全球化而更甚。當今，西方的科學唯物論所相應的資本主

義，形成享受五欲的全球新文化與社會，不僅傳統的世界宗教

幾乎淡出全球社會的主流價值，乃至重創眾生依存的大地之母。

而佛教傳統對當代世界的參與，甚至被當代世界新秩序的領導

學者所隱而不顯！在當代世界中，佛教竟有如此的處境，如何

表顯佛教的獨特價值於世界，又與世相融並進？

當代全球化，宗教面對盛行物質主義的享樂文化，有大心

之士言在救教，而行卻順世俗而流，宗教商品化，媚俗以求；

乃至販賈宗教指向真理的神聖性，或如評為「削價競售」。這

種迎合世味以求「量產」，無異於佛陀所批判的欲樂俗行，正

是強化苦蘊的貪因（〈中部第 13大苦蘊經〉），完全違反宗教

救世教人成聖的宗旨，猶如裹以糖衣的毒藥。

處此世態，對於教導「出離」煩惱世間的佛陀之教，有人

諷說實為已從世界「出局」，傳統的世界宗教也有類同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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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憂人憂教的熱忱者，救以末法之說或末世之想或聖戰之

名，以突顯自己的救世本質，圖奮發人心之熱誠，來挽宗教之

頹勢。但其不僅不諦，更是履險害命，乃至一再引發戰事。這

種不顧生命安危的救世論，更甚於佛陀反對的折磨自己之苦行；

看似救心的猛藥，實不僅無益於時代之病，更是欺世盜名，大

異於佛陀之教的正常行道。

上述兩種宗教回應當代全球化的方式：「裹以糖衣的毒藥」

和「救心的猛藥」，都無益於宗教濟世成聖的目的，正類同佛

陀初轉法輪即揭斥的兩種極端：縱於欲樂享受之低俗而非聖、

自我折磨徒增苦惱而非宗教之神聖。不論什麼時代，都宜離這

兩極端，修中道行。剋就回應這個時代的方式，如何看時代挑

戰所蘊涵的新機運，以化為避害趨益的思考，遠離自害害他的

言行，善待世間，以助契機進修菩提。佛陀說法創教，迎向時

代的態度與方法，最富散發，又最值得隨行學習。

例如，在〈長部第 27知源經〉，佛陀教導了「知」世間 起

「源」而流至佛世的歷史與社會結構。經中，佛陀契對婆羅門

出身的佛教僧眾，解構當時的最大結構性衝突壓迫：婆羅門教

種姓起源神話的創世史觀所捏編的四姓階級之宰制結構。佛陀

有層次的教導，明顯可見的是以善惡的業果為原理，從世界史

的成壞變化，教導了「知」這世間起「源」而流至佛世的歷史

與社會結構。亦即是揭示佛教的業果之「世界史觀」，以取代

婆羅門教的種姓起源神話之創世史觀。更重要，在世界史觀內，

蘊涵著佛教的價值系統：四姓之內各有行善惡業的人，所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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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價值平等，從而「解」四姓階級的宰制結「構」；並說明

四姓各有成立因緣與各自的社會分工及目的，以助安頓世間、

造福興善；進而以世間善業為基礎，好樂修行的人，可依法修

證菩提。

佛陀迎向時代的態度與方法作為當代之應用，著眼佛陀之

教迎向全球化的時代，為顯佛教住世妙用，內攝佛弟于朝向修

證真理，外而交流相益世人；我們也擬議當代佛教的世界史觀

與價值系統，以顯佛教的處境與價值。首先依於人間佛陀為圓

心的三重契機之教，而將佛教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應用為以人

間佛陀為圓心、由內向外的三重同心圓：世界佛教、世界宗教、

世界文化。由此顯示當代「世界的佛教」之處境與價值。而這

三重的同心圓即蘊涵著以佛陀為圓心的三重價值系統：典範內

的真理、宗教典範、文明傳統，此即是當代「世界的佛教」之

價值系統。這三重價值系統貫穿於世界史且開展之，此即是當

代「世界的佛教」之史觀。

總之，三重價值系統開展的世界史觀，以顯當代「世界的

佛教」之處境與價值，這既是向外開放交流，更是攝引向內而

行趣菩提，以證覺悟的真理。這亦教導世人發展善良心性以轉

化貪欲，設身處地尊重生命、保護世間，以舒緩大地的創傷，

進而善用人身與世間而正趣菩提。

而著眼於所處時空之當代台灣，依佛教的三重價值系統之

世界史觀，而應用於層分當代「台灣的佛教」之處境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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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植根佛教於台灣」，則是以佛陀為圓心的台灣佛教、台

灣宗教、台灣文化。

2.3.2 當代佛教的世界史觀

 
依於人間佛陀為圓心的三重契機之教，向外開展為三重之

價值系統，以明當代世界的佛教之處境與價值；再依於三重價

值系統之貫穿於世界史，審思佛教的當代史觀。在世界史觀內，

觀察佛教在世界史的發展與特色；在世界宗教史內，觀察佛教

的發展與特色。佛教的世界發展史，相融於世界史與世界宗教

史；在三重融構中，疏理佛教的世界史，抉發佛陀之教的特色

與價值。

在佛教的世界史觀中，佛陀之教共軌於多軸相承的開放多

史觀，朝向覺悟的多元多重價值系統。如此的多重史觀與多元

價值系統，佛陀之教相融於世界，保有佛教的獨特價值，又免

於封閉自限。結合事實與價值，佛陀之教與時並進、拓顯在世

界，佛弟于學習佛陀的教導，分享世人安樂之道。

在史觀中，以佛陀為動軸，穿針引線，共轉多主軸的開放

式世界史觀、世界宗教史觀；佛陀之教在世界的傳演，締造多

重典範的弘傳史觀。佛法與世界相看，透過扼要的史觀，鮮明

看到世界文明史中的世界佛教、世界宗教史中的佛陀之教、佛

陀之教的世界弘化史。三重史觀相融共構，佛陀之教流貫其中；

簡明的時代感，呈現佛法的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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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的史觀中，構以多重的價值系統。人類在不同的時地

初創自己的文明，傳承發展，統之有緒，就是各自的文明傳統。

文明傳統中，統之有緒的最強內聚力與價值依歸就是宗教。所

以，宗教是文明傳統的典範。宗教強力內聚文明傳統，作為價

值依歸，最大的特色是實踐真理與究竟離苦成聖。所以，這三

重的史實隱含著價值系統，可稱為文明傳統、宗教典範、典範

內的真理。

佛陀之教的歷史交融於三重的世界史，開展價值系統。清

晰的史觀，提供活潑的時代動感；隱含的價值系統，指向真理。

新時代的方向：學習佛陀的教導，參與時代，推展未來。（參

見〈復歸（二）〉頁 124-128）

2.3.3 當代佛教的三重價值系統

依於人間佛陀為圓心的三重契機之教，應用為貫穿與開展

佛教世界史觀的三重價值系統：文明傳統、宗教典範、典範內

的真理。這個「三重價值系統」的要義，可簡述如下：

人類創造文明，乃為了解決生理的需求、滿足自己的意樂，

防避天地的災害、善取自然的資源，解決人類群居帶來的幸福

或爭門。人類的文明豐富多元，多彩多姿，但也多災多難。樂

則盡情狂歡，苦則哀嚎悲悶；愛則獻身致志，恨則爭奪戰爭。

天地和諧之際，詠讚自然；天搖地動之際，則又驚怖哭訴。愛

恨交雜，苦樂相伴，吉凶難測，禍福不定，賞罰不分，善惡爭門，

似聖而俗，果報難期；這一切的無常逼迫，難以滿足人的深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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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懷，造成無邊的苦惱。這是文明的實相，各種宗教誕生的根

源。

為了終極解決這一切的無常，符合人類自在的安穩感，圓

滿生命的大愛，純淨生命的聖潔感；偉大的宗教家洞徹生命的

泉源，既綜合理解文明與自然的多變現象，又引導獻身致命地

終極實踐，創造偉大的宗教。宗教使文明融貫於天地之間，人

類安居奮進於大自然，創造文明的深層價值，指向於至善。宗

教的這種高妙理想，鑄造文明的典型，軌範人的心志，成為文

明傳統中的典範。

偉大的宗教有偉大的理想，偉大的和平安忍。但是，為了

保護自己的宗教，實踐自宗的偉大理想，竟強迫他者接受自己

的偉大理想；宗教的理想若被誤用，乃至相伴著殘酷的宗教戰

爭。因為，實踐宗教典範的真理，乃在世俗中追求聖潔，不等

同於聖潔；每個宗教存在信仰者的虔善或聖潔，但不代表該宗

教不存在另類的惡行。大千世界的繁華多樣，任何人或眾生的

認識都不能鉅細靡遺，邏輯綜合不等同於生動的現象；任何行

為的價值都不能絕對化自己，更不能消明他者。所以，世間的

任何宗教與個人都不是唯一的、絕對的；開放認識他者，才會

充實自己；一次再一次看到新世界，才是事實真相；一次再一

次回到行為事實，才是抉擇價值。

人類在自然創續文明，追尋宗教典範，指向真理。當然，

宗教不是文明的全部，單以宗教價值也不能取代文明的各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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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人生的價值是依文明而成就，在文明中實踐宗教價值，而

人類的文明則賴大自然的滋養。文明傳統有很強的再生能力，

宗教典範有很強的內聚力；傳統有相續的力量，宗教具有典範

的力量，甚至是價值認同與創造的來源；而地球則只有一個。 

當然，（虔敬的）宗教徒會認為宗教有著至聖的價值，如實的

「真理」，而不只是「典範」。就（虔敬的）宗教徒而言，宗

教則是文明的至上價值，生命宗冒的教育，於宗教中滿足聖潔。

而佛弟于，則是歸本佛陀，學習佛陀之教，邁步於康莊的菩提

之道。今日，全球化帶來文明與宗教的多重相融，乃至以共同

的面貌出現，但仍或隱或顯傳之有統、典範人心。今日佛教，

如何面對各文明傳統與宗教典範呢？

佛陀之教活在世間，依賴自然與文明而傳播。所以，在世

界文明中，佛教的文明傳統交融於世界的多元文明傳統，而相

激盪；在世界宗教中，佛陀之教對話於多元的宗教典範，理解

溝通而各趣所歸。在價值系統中，佛陀之教參與多元多層的價

值系統中；佛弟子學習豐富的知識，隨喜多元的價值，發展契

世的睿智。

新時代的方向：學習佛陀的教導。世間本是得失相伴！為

了生命的「現生安樂」，擇用與學習今日文明，參與傳薪；不

陷溺於追逐五欲，批判無止境的生產競爭與壟斷，不單取科技

邏輯，保護人類共生的大地，學習分享佈施。不迷戀佛教式的

政教合一（典籍的暗示或曾有的權力），批判狂熱的政教合一

與神化的民族主義；主張政教分離的民主政治，政權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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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相益於社會文化。本於「自通之法」（類同於「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善解世間，發揮十善業；學習守護生活的言行（前

七善業），善處社會；培育知情意、創造真善美（後三善業），

成就宗教的共同理想。這些，正是佛陀契應世間的一般教導；

猶如修學佛法，始於端正的社會生活，離惡向善而行十善業，

契機進修習道次第。因此，佛陀的多重契機之教，對佛陀之教

的各傳統，深富散發。以佛陀的教導為真理，修習聖道，通達

菩提寂樂；後代弘傳為多重典範，今日各顯佛陀的契機之教，

歸敬於正覺的釋尊。

 釋尊創覺，開演正法，多門引入菩提之道，佛陀之教住立

於世；今日佛教成為世界宗教，共生於地球，交會於各文明與

宗教，世人適機學習佛陀的教導。 （參《復歸（二）〉頁 l33

一 l35）

2.3.4 三重契機與當代佛教的三重價值系統（價值系統 

圖組 B1-3）

依於人間佛陀為圓心的三重契機之教（Bl），向外開展為 

三重之價值系統：典範內的真理、宗教典範、文明傳統（B2）。 

這三重價值系統用以說明當代世界的佛教之處境與價值，則是

佛陀為圓心的三重同心圓：世界佛教、世界宗教、世界文化

（B3）。可用圖組 Bl一 3，說明當代世界的佛教之價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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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組 B1：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

中心點　佛陀

第一層　出家僧眾

第二層　在家信眾

第三層　教外人士

圖組 B2：三重的價值系統 

中心點　佛陀

第一層　真理

第二層　宗教典範

第三層　文化傳統

 

圖組 B3：當代世界的佛陀之價值

系統

中心點　正法久住世間

第一層　世界佛教

第二層　世界宗教

第三層　世界文化

教外人士

教內信眾

出家僧眾

文化傳統

宗教典範

真理

世界文化

世界宗教

世界佛教

正法久住世間

118 119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



2.3.5 台灣佛教的價值系統（價值系統圖組 84) 兼明上座部

佛教的價值

依本佛陀的三重契機教導，以明當代世界的佛教之三重價

值系統，歸顯佛教在台灣的價值系統，可先用圖組 B4來說明。

圖組 B4：佛教在台灣的價值系統

中心點是　正法久住台灣

第一層是　台灣佛教

第二層是　台灣宗教

第三層是　台灣文化

 

 依於人間佛陀為圓心的三重

契機之教，佛陀立於圓心，敢動

三重同心圓的交互迴盪，化為三重價值系統開展的世界史觀，

應用於層分當代「台灣的佛教」之價值系統，以明「植根上座

部佛教於台灣」，這乃依佛陀教法之傳來而建立，立於台灣以

承先敢後，亦是契應於當代全球化之世界文化交流與宗教溝通。

解嚴後的台灣，時近於世界冷戰之後，更明顯脫離世界的

邊陣，亦步亦趨於逐漸開敢的當代全球化。隨解嚴後的自由化

與社會活力，台灣佛教興起，乃至趨向為核心宗教之一，參與

共成台灣新文化傳統。同時，佛教世界的各傳統逐漸會集於台

台灣文化

台灣宗教

台灣佛教

正法久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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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隱約被一般社會民眾概視為一個佛教世界；向外更突破佛

教世界的邊唾之困境，挺立參與當代的世界佛教，帶動（海外）

華人佛教之發展，更熱絡交流於世界宗教與文化。

當代「台灣的佛教」大興於本士、廣參於世界，處境殊異

於一些佛教傳統教區的落寞境遇，乃至別於一些世界宗教與文

化。值台灣佛教共建台灣新文化傳統與參與世界的時代機緣，

上座部佛教終於當代傳入台灣，散發清新的宗教氣氛，示明晰

的菩提道次於台灣，參贊化育台灣佛教而成為一員，為閃爍莊

嚴的台灣佛教充實真理底蘊，為流益四海的台灣佛教更注法味

原汁。

可修可證的菩提之道，這對有心探尋真理的法友善士何等

稀有難得！而佛教身處宗教萬花筒的台灣，難免花俏化；處於

急速變遷的台灣社會，向錢看且高度消耗大自然，人心又忙於

多元全球競逐而盲之際，台灣佛教有隨俗淺薄之患，乃至商業

化而五欲之火上身。上座部佛教好修樂證菩提的傳統，輔以脫

俗樸質的古風，加值佛教在台灣的真理存底，當悉心保護持守

足以燒盡煩惱的智慧燈火，以直顯佛陀出世之真義。

進而活用現上座部佛教對台灣的價值，還可從內心修證真

理的層次外化為宗教典範，僧信依律共組教圖，以安心修學佛

教於道場內。還可於道場外的多元宗教之社會中，落實甚深的

佛法心要為日常的宗教生活與慶典；這已是現階段的上座部佛

教可逐步落實的。更理想地，僧信共組教圖或由護法信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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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少分參與社會的多元文化，從關心世人的現世安樂中體現

佛陀對教外人士的教導，帶佛法進入社會、發展人群生活中的

慈心，參與多元社會文化而形成自己關懷世人的獨特價值，融

化為多元文化傳統的小小次元。

帶佛法入參於社會文化乃一事而兩面，看似外顯實乃內攝。

向外開放而廣弘，教法根深茁壯於台灣文化中，以分享而攝受

教外人士向內，轉為在家信眾乃至出家為僧，引趣覺悟真理，

永續傳承正法於台灣。這即是修弘佛陀的三重契機之教，化佛

教真理為宗教典範，以植弘為斯土斯民的文化傳統。上座部佛

教真植根於台灣，隨著台灣佛教的世界化，不僅將可同行相輔

於植根上座部佛教於華人區，乃至助成正法廣住世間之一滴。

2.3.6 結語 附以學院為例

今日台灣的宗教燦爛與文藝炫日，交流於全球宗教與文化

之多元競勝，南傳上座部佛教弘傳於此時節的台灣，法友共緊

一堂暢述植根於斯土斯民！隨喜而審思，擬議思想典範，依佛

陀契機的三重教導述要「佛陀的教導」，再依佛陀為圓心的三

重同心圓之交互迴盪而條判「佛教的世界」、進顯當代「世界

的佛教」之價值系統。關切佛教深植於台灣而廣弘，為外爍光

華之台灣佛教充電，以融為本土新文化之一元而永續照亮台灣；

更為奔流四海的台灣佛教疏暢源頭活水，以細水長流於當代西

式文化霸權為主的世界，而洗條粉飾妝扮的商品、清徹淨聽誘

人的甜言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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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重契機而相和於外，典型有異而各適所趣，軌範不同

而自安樂於典範內的真理，迴互於三重同心圓而盪向於正覺菩

提。如何抉擇受用三重價值系統開展的世界史觀，以行於自己

所處的時空，試舉學院的宗冒為例以明之：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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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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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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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與諸大弟于帶領教授的學風，師長更不可能具有佛及諸大

弟于般的威德。．．緣此宗教典範之精煉充實及與台灣等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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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系統的核心日標乃真理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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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植根文〉頁 41-42)

122 123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



3 結話：安步於台灣佛教之林間幽徑

3.1 植根佛教於台灣

經過研討的〈植根文〉，擴整為「植根佛教於台灣」之佛

教思想典範，簡單扼要的三大環節是「佛陀的教導」、「佛教

的世界」、「世界的佛教」。核心環節是人間「佛陀的教導」 

之大要，四預流支用於三重契機；再依佛陀契機之教的三重同

心圓之交互迴盪，來條流與判分「佛教的世界」史；再外用為

價值系統，看當代「世界的佛教」之契用於全球化之世界宗教

與文化。亦即是，以佛陀為圓心，一重一重向外，三重環環相扣；

佛陀敢動同心圓而交互迴盪，推展佛教於世界，攝導世人迴向

於佛陀。

明佛陀之教以條判古今之佛教世界，宏觀當代世界的

佛教之處境以顯佛教之價值；立基於台灣而應用之，則明台

灣的佛教之處境與機緣，以顯「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之價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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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paM）。」亦即是，佛陀敢動法輪，法輪常轉於斯土，斯民契 

機以趣證菩提。

3.2 植根生命於傳教

僧信法友共受學佛陀的三重契機之教，應機抉擇受用，植

根個人的生命於佛陀之教，思想導引修證，菩提之道豁然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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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眾之議所共成的這個佛教思想典範，引導同心相護修弘佛法，

即是行動指導綱領，以落實植根佛陀教導於台灣。猶如皈依三

寶而研習三藏的佛教思想，即化為勤修三學的行動，來斷盡三

毒、以令正法久住。

邀諸方法友智士 如理審思嚮以法施，共鑄植根佛教於台灣

的思想典範；一心植佛之教於台灣，同乘於佛陀教法中繼往開

來。

頌願 邁步於廣大坦蕩的台灣佛教，迴盪佛陀的三重契機教

導於世間，悠遊於陽光可見的林間幽徑，以留佛教足跡於人 間！

SādhuSādhuSādhu（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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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55

6.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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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63

3

大金塔前的省思

132 133



8. 2:33

9.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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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5:63-64

‘‘Saddh ya s lena ca yo pava hati  
Paññ ya c gena sutena c bhaya ; 
So t diso sappuriso vicakkha o, 

d yat  s ramidheva attano’’ti. tatiya ; 

‘‘Saddh ya s lena ca y  pava hati, 
Paññ ya c gena sutena c bhaya ; 
S  t dis  s lavat  up s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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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yat  s ramidheva attano’’ti. catuttha ; 

12. 5:40

13. 5:42

14.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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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sako

‘‘Kitt vat  pana, bhante, up sako attahit ya pa ipanno hoti, 
no parahit y ’’ti? ‘‘Yato kho, mah n ma, up sako attan va 
saddh sampanno hoti, no para  saddh sampad ya sam dapeti; 
attan va s lasampanno hoti, no para  s lasampad ya 
sam dapeti; attan va c gasampanno hoti, no para
c gasampad ya sam dapeti; attan va bhikkh na
dassanak mo hoti, no para  bhikkh na  dassane sam dapeti; 
attan va saddhamma  sotuk mo hoti, no para
saddhammassavane sam dapeti; attan va sut na  dhamm na
dh ra aj tiko hoti, no para dhammadh ra ya sam dap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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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n va sut na  dhamm na  atth paparikkhit  hoti, no para
atth paparikkh ya sam dapeti; attan va atthamaññ ya 
dhammamaññ ya dhamm nudhammappa ipanno hoti, no 
para  dhamm nudhammappa ipattiy  sam dapeti. Ett vat  kho, 
mah n ma, up sako attahit ya pa ipanno hoti, no parahit y ’’ti. 

1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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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mañca , bhikkhave, sutadhana ? Idha , bhikkhave, 
ariyas vako bahussuto hoti sutadharo sutasannicayo. Ye te 
dhamm dikaly  majjhekaly  pariyos nakaly  s ttha
sabyañjana , kevalaparipu a  parisuddha  brahmacariya
abhivadanti. Tath r p ssa dhamm  bahussut  honti dh t  vacas
paricit manas nupekkhit di hiy  suppa ividdh . Ida  vuccati, 
bhikkhave, sutadha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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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7:7

17. A8:49

4

(Roha a) (Mig ra Roha eyya)
p.3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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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上座部佛學院招生簡章

第一屆 佛曆 2552 年 西曆 2008 年

1. 宗旨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otarantu.）。

2. 課程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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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依次分成三學期。 第一學期為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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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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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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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傳統上所稱的教法（sāsana）之三部份：

研習巴利三藏（pariyatti）、修習戒定慧（paṭipatti）與實證

（paṭive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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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期為正精進，進一步落實。課程是到緬甸帕奧禪林， 

學習梵行生活，精進禪修，或出家。學生可以續住禪林禪修或

出家陶鑄僧格。

第三學期為復習與決意。回學院者，復習省察前兩期的學

習， 決意（adhiṭṭhāna）自己的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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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學習這些課程即是實踐上座部佛教的理念。佛弟

子朝向個人實證解脫，即是慈悲弘揚正法。剋就住持正法而加

行，出家僧眾的責任重點是傳教，在家信眾的責任重點是護教，

僧信依律共構成教團，僧團帶領教團令正法住世。就上座部佛

教在台灣（Taiwandīpa）而言，即是令正法光照台灣（Taiwan 

dīpeti），成為台灣之光（Taiwano dīpaṃ），一言以蔽之：『植

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otara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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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法藏講堂附設上座部學院 

Taiwandīpa
( 全稱 TTBC:Taiwandīpa Theravāda Buddhist 

College：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

學院宗旨之傳與承

佛陀於贍部島 (Jambu-dīpa) 創覺，弘法建僧；長老聖弟子 

於蘭卡島 (Laṅka-dīpa) 傳承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 廣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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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即是令正法光照台

灣 (Taiwan dīpeti)，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īpaṃ)。一言以蔽 

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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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正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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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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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dīpa Theravāda Buddhist College：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

學院 )，而為植根教法於台灣，所以我們籌設學院的「護法會  

(kappiyaga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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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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otarantu.)， 令 正 法 光 照 台 灣 (Taiwan 

dīpeti)，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īpaṃ)，在台創設上座部學院，

指導籌設護法會，統合僧信，於台灣 (Taiwand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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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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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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法會除了護持僧團之外，更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親近善

士，學習正法、律，累積菩提資糧，修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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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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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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的

三個階段

—回應臺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宗旨

瑪欣德比庫 (學院常任師長 )2009-7-28在本文所指的華人

區，包括中國大陸、臺灣，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

亞等帶有較濃厚中華民族色彩的華人生活區。

1 上座部傳入華人區的史要

南傳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區開始流傳並逐漸普及，至今應該

有二、三十多年的時間了。由於在地理位置上，馬來西亞、新 

加坡、印尼和泰國同屬東南亞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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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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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中國大陸早在 1953-1957年，即有葉均居士（法號了

參，又名曇摩結）前往斯里蘭卡留學，並譯出了南傳上座部佛

教的幾部重要經典——《南傳法句》、《清淨道論》和《攝阿 

毗達摩義論》等，但在幾十年間一直沒有得到國人的特別重視。

1999年，緬甸帕奧禪師應邀在廣東指導了一個月的禪修營，然

而對有深厚大乘佛教基礎的北傳僧俗，幾乎沒有產生積極的影

響。自從 2001年至今，在福建等地開始長年舉辦葛印卡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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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禪修營，國人開始逐漸瞭解到上座部佛教的禪法。2007年

開始至今連續三年，緬甸帕奧禪師的弟子瑪欣德尊者應邀至江

西寶峰禪寺指導帕奧止觀禪修營，並講授戒律、經典和阿毗達

摩，使許多禪修愛好者有機會比較完整系統地學習和實踐上座

部佛教的教理和禪法。 臺灣接觸上座部佛教又要比大陸稍早些。

1970年代，台灣開始影印出版日譯本《南傳大藏經》。1990-

1998年，元亨寺陸續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1998-2001年，

緬甸帕奧禪師也連續四年應邀至臺灣指導禪修。此間，臺灣出

現了一批優秀的僧才，他們出家並求法於上座部佛教國家，比

如德雄尊者、覓寂尊者、明德尊者、觀淨尊者、明法尊者等。

2 上座部植根 ( 台海 ) 華人區的三階段
回顧台海華人在這一、二十年間求法學禪的曲折歷程，展

望 上座部佛教能夠儘早地植根於華人區，並逐漸融入中華文化 

之中。在此，我們將僧才大德、華人志士們出家求學於上座部

佛教國家，並致力於將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區的過程，大致

分為三個階段：

2.1 譯介階段：

這個階段是將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經典、禪師長老們著述翻

譯 介紹到中文世界。我們將此階段作出貢獻的僧才大德、 華人

志士稱為“第一代人”。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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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到上座部佛國出家求法的第一代人以原來的北傳僧尼

為 主。當他們到了南方佛國之後，重新受戒並求法學禪。當然， 

也有一部分是由在家居士直接出家受戒的，但並非主流。 

2.1.2第一代人求法、學禪、活動的區域主要是在緬甸、泰

國、斯里蘭卡等傳統的上座部佛教國家。

2.1.3被翻譯成中文的上座部佛教經典書籍，絕大多數是譯

自第二手資料，即英文，而非直接譯自巴利語、緬語或泰語。

亦即，第一代人將譯自巴利語、緬語或泰語等以英文為媒介語

的經典、禪師著述、長老開示，再轉譯為中文。

2.1.4北傳佛教色彩較濃厚。主要表現在義理和語言兩個方

面。 在義理方面：由於第一代人大多數是通過學習北傳的四部

《阿 含經》之後，才逐漸轉為對南傳上座部佛教感興趣的，所

以， 這個階段的華人上座部佛教受《阿含》的影響較大，更有

部分第一代人還致力於南北傳經典、禪法的對比、研究、探索。

同時，在對《阿含經》學習、研究方面，第一代人又或多或少

地受到當代北傳佛學泰斗印順法師的影響。

在語言方面，由於最初接觸和引介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多數

是擁有一定北傳佛學基礎的僧俗弟子們，他們在面對完全陌生 

的上座部佛教術語時，自然而然會使用自己所熟悉的名相來表

達上座部佛教的相關術語。於是，大量的北傳專有名詞、名相、

術語充斥於此階段的書籍作品、言談開示中。諸如“比 丘”、“沙

彌“、“阿羅漢”、“波羅提木叉”、“小參”、 “結夏”、“戒

臘”等等。雖然這些名相術語無論在讀音上還是在意義上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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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佛教有所不同，但由於第一代人一直以來的語言習慣，

以及對巴利語、巴利聖典與義註的掌握深度不夠，這些北傳名

相術語仍然為絕大多數的第一代人津津樂道。

2.2 植根階段：

上座部佛教逐漸在華人區生根。我們將此階段作出貢獻的

僧才大德、華人志士稱為“第二代人”。這個階段的特點是：

2.2.1第二代人到上座部佛國出家求法逐漸以在家居士占多

數。當然，北傳僧尼仍占一定的比例。 

2.2.2第二代人求法、學禪、活動的區域除了在緬甸、泰國

等傳統的上座部佛教國家之外，在華人區也開始頻頻出現他們

的身影。

2.2.3被翻譯成中文的上座部佛教經典書籍開始直接譯自巴

利語，而不再以譯自第二手的英文資料為主流。同時，也出現了

一批直接由第二代人編寫、著作和開示的上座部佛教書籍、論著。

2.2.4上座部佛教傳統色彩逐漸濃厚。在義理方面，已經逐

步擺脫了北傳《阿含經》的影響。第二代人願意將更多的時間

和精力花在學習巴利語、學習巴利聖典和義註，直接深入上座

部佛教傳統的教學領域，而不再用比照阿含、南北混雜的方法

來解釋教理和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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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語言表述方面也逐漸走向規範化和精準化，巴利

語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加，對詞語的正確理解和運用也漸趨普及。

2.3 獨立階段：

上座部佛教逐漸在華人區走向獨立和完善。此階段的僧才

大德、華人志士稱為“第三代人”。

這個階段的特點是：

2.3.1出家學法的第三代人以在家居士為主流。當然，仍有

北傳僧尼成為上座部僧寶，但已非主流。

2.3.2由於在華人區開始出現上座部僧團，第三代人已經無

需再像第一代、第二代人那樣必須前往緬甸、泰國等上座部佛

教國家出家求法，他們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國家和地區出家受戒、

求法學禪。當然，仍有許多第三代人願意到上座部佛國去出家

受戒、繼續深造。

2.3.3開始系統地將巴利語聖典和義註由巴利語不斷翻譯成

中文。同時，也大量地出現直接由第三代人編寫、著作和開示

的上座部佛教書籍、論著、文章。

2.3.4人才的多樣化。由於華人對上座部佛教的經典、禪法

經過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探索、學習、研究，於是不斷湧現出

一 批又一批優秀的僧才、人才。有人從事經典的翻譯、有人從

事法義的研究、有人從事寺院的管理、有人從事僧俗的教育、 

有人從事社群的教化、有人從事禪修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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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頌願

上座部佛教在華人區的獨立，也標誌著上座部佛教已經植

根於華人區，已經融入中華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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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５：上座部佛教植根台灣之一滴

代院長 比庫觀淨 有感於學院僧信會議

0 序頌 :
苗在陰角，奮力向陽，終成大樹，涼蔭世人。

1 溯源佛教
在台灣、乃至在華語圈，我們幾經探索，尋趨真理，進而

值遇長老的教說 (Thera-vāda)，指向智慧之光，終於安頓在佛陀

的教導 (Buddha-sāsana)。 在當代南傳大師住持的道場中，緬甸

帕奧禪師 (Pa-auk Sayadaw) 帶領的帕奧禪林，是一個很好的宗

教典範。在禪林，常年近五百比庫組成的莊嚴僧團為首，共近

千位禪修者，依教奉行，勤修戒定慧，進而取證道果，以傳承

佛法。 台灣等地的眾多華人，為了探溯教法，前往禪林精進修

習；或在自已的國家，參加帕奧禪師或其弟子指導的禪修營。

歷經十數年的溯流尋源，我們認識到：依循帕奧禪林的宗教典

範，正可安穩行證於佛陀之教。

2 植根教法

2.1 成立學院與護法會

而今，我們為了相互守護修行的善緣，在台灣 (Taiwan-d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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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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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我們認識到：復歸佛陀的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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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護法會

的啟事中，揭示學院僧信的定位與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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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護法進程的現況：初期

大家同心「籌設護法會，旨在護持上座部學院」。 落實於

護法進程，「初期的工作是護持學院的運作」。這方面，已略

具輪廓。

而學院草創一年多來，在僧團帶領之下，幸得護法法工的

參與及施主的護持，大家協力合作，敬謹學習，安泰慢行。雖

待充實者多， 點滴的弘法事項，可大分為三類：

2.2.1 皈依三寶

僧團長期駐院教與學，舉行僧團會議，圓滿了第二年雨安

居 (vassa)。 帕奧禪師等諸多尊者蒞院或短期駐錫教授，華緬等

師長將長年駐台弘法。咖提那功德衣、入雨安居、新春祝福等

慶典，圓滿舉行。

2.2.2 研習三藏

師長除在院一般的佛法開示，亦屢應邀至台各地弘法 ( 亦

曾在新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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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開設阿毗達摩、巴利語，現還有緬語課程。緬甸師長開

始試用華語開示

陸續發行了三套叢書 ( 巴利三藏譯叢、帕奧禪師叢書、禪

師弟子叢書 )。

2.2.3 勤修三學

護法淨人更熟巧地護持僧眾，師長亦講授相關之戒學。學

院已漸發展成常年的禪修中心，歡迎大眾隨時來院專心禪修。

至今已對外舉行十餘次禪修營。護法會等法工除了上述的

護法事宜，護法法工逐漸組成、法工到院輪值漸趨穩定，還在

學院指導之下，發行護法會訊 ( 已至第三期 )。

2.3 朝向中期目標

前人種樹，今人乘涼；今人種樹，後人乘涼。 珍惜前輩今

賢的努力，省思既有的弘護經驗，來自禪修者與信施的建議，

及學院僧信的堅固共識，護法會決定將護法進程推向中期目標

之一：「籌建森林禪修道場，⋯以利台灣承續佛陀的教法，佛

弟子修證菩提之道」。

2.4 共勉

為了圓滿建設森林禪修道場的目標，我們更得重視當前的

每一個行業。因為佛法是行業主義，行業本身即是目的，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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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手段，行業的積累自然感生未來的功果；善的將來目標不

能合理化現在的惡行。讓我們以虔誠的心，憶念三寶的功德；

以感恩的心，誠謝龍天護法及施主，特別是慶定法師供出法藏

講堂，支持學院。謙和學習，善巧護法；同心協力，互助相勉。

守護法友的道業，更為自己的現證菩提，勤修三學。

3 教法壯大
最後頌願學院僧信為植根佛教的努力，成為證悟涅槃的助

緣；點滴滋潤樹苗，以待枝葉繁茂，來人得庇蔭於三寶，受用

聖法的果實，究竟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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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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avā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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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上座部佛教植根於華人間
講於第二期法工成長營 2010-3-1

瑪欣德尊者  王寶昭筆記

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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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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ammadū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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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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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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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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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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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āvihā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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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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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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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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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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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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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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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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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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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177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



教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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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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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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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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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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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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D v e m e ,  b h i k k h a v e ,  d h a m m ā  s a d d h a m m a s s a 

s a m m o s ā y a  a n t a r a d h ā n ā y a  s a ṃ v a t t a n t i .  K a t a m e  d v e ? 

D u n n i k k h i t t a ñ c a  p a d a b y a ñ j a n a ṃ  a t t h o  c a  d u n n ī t o . 

Dunnikkhittassa, bhikkhave, padabyañjanassa atthopi dunnayo 

ho t i .  Ime  kho ,  bh ikkhave ,  dve  dhammā saddhammassa 

sammosāya antaradhānāya saṃvattantī”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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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Dveme, bhikkhave, dhammā saddhammassa ṭhitiyā 

asammosāya anantaradhānāya saṃvattant i .  Katame dve? 

Sunikkhittañca padabyañjanaṃ attho ca sunīto. Sunikkhittassa, 

bhikkhave, padabyañjanassa atthopi sunayo hoti. Ime kho, 

bhikkhave, dve dhammā saddhammassa ṭhitiyā asammosāya 

anantaradhānāya saṃvattantī”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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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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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isaraṇena bhavitavyaṃ na 

vyañjana- pratisaraṇe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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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巴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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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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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造成原義的某種流失，假如再加上講解者沒有巴利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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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jñā pāram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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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ta”為例：

有心、彩色、繪畫、美麗的、種種的等意思，還可以是月份的

名稱。“pat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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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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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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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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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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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dhammaṃ deseti ādikalyāṇaṃ majjhekalyāṇaṃpa

riyosānakalyāṇaṃ sātthaü sabyañjanaṃ; kevalaparipuṇṇaṃ 

parisuddhaṃ brahmacariyaṃ pakās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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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三藏是個整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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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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三藏的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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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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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時說：「文句語言」是聖典的文句、語言和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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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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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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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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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āgandhayun Sayadaw 

bhaddanta Janakābhivaṃ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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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但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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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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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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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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āgandhayun Sayadaw Janakābhivaṃ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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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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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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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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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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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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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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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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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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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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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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195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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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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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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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7：上座部佛教在學院之春天與根植台

灣的宗旨─與學院僧信、法友與善施分享

/ 代院長  觀淨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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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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ī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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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學─
蘊、處、界、根、諦、 
緣起（喻如土地）
修觀─
(喻如樹幹 )

世間智 三： 見清淨
四： 度疑清淨
五： 道非道智見清淨
六： 行道智見清淨

出世間智 七： 智見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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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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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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ṅghad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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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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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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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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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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與通於世俗才德

的書 (如《Lokanī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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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200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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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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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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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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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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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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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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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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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生活。(2) 正行是

研習巴利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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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傳統上所稱的教法 (sāsana) 之三

部份：研習巴利三藏 (pariyatti)、修習戒定慧 (paṭipatti) 與實證

(paṭived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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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pur isasaṃsevo,  (2)saddhammassavanaṃ,　　
(3)yonisomanasikāro ,  (4)dhammānudhammappaṭ ipat t i  – 

ime kho,  bhikkhave,  cat tāro dhammā bhāvitā bahulīkatā 

sotāpattiphalasacchikiriyāya saṃvattantī’’ti. Pañcam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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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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隨法行 (案：

隨著法的次第而修行法 )dhamma-anudhamma-ppa ipatti。比庫

們！修習！多修習這四法，轉向作證預流果。

教法
(sāsana)

信
信仰

(saddhā)

解
教理

(pariyatti)

行
修行

(pañipatti)

證
實證

(pañivedha)

四預流支 親近善士
聽聞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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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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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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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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創覺，弘法建

僧；長老聖弟子於楞伽島 (Laṅka-dīpa) 傳承上座部佛教 (Thera-

vāda) 。就弘揚上座部佛教於台灣島 (Taiwan-dīpa) 而言，即

是令正法光照台灣 (Taiwan dīpeti)， 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īpaṃ)。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 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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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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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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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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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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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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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上座部佛教植弘於世界的三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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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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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āda)及結集巴利三藏、再南傳植於斯里蘭卡 (古稱楞伽 -

島 Laṅka-dī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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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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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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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如何善巧傳法與護法

吉祥尊者 (Bhante U M aGga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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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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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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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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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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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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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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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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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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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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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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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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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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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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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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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解 佛教的世界史之條流與判分

空間
時間
(世界史 )

印度
本土

印度境外

南 東 北 西

傳
統
時
代（

 
遠
古
自
十
五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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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利語系的
南傳佛教：
蘭卡 緬 泰 
東寮、越南
南 部、 中 
國雲南

約西
元後 
0-500

佛滅 
500-
1000

中期
(在家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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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西
元後 
500-11
世紀）

佛滅 
1000-
1500

後期
(外道眾 )

藏語系的北
方佛教：中
國的藏蒙
(青 康 )、
尼泊爾 不
丹

現 代
(16-20 世紀末 )

19世紀
從四方傳
回印度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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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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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215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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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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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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āda)，指向智慧之光，終於安頓在佛陀的教導

(Buddha-sā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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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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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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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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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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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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佛髮回緬啟建大金塔；同讚歎阿育王時的 Uttara尊者與 So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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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īm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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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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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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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ārada Mahāthera) 已蒞院

三個多月，於澳洲出家受具足 

於 泰國傳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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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āthe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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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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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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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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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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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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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ṅka-

dīpa)、漸植於緬泰等而弘化成上座部佛教的傳統教區。相應地，

宗旨文接著：「長老聖弟子於蘭卡島 (Laṅka-dīpa) 傳承上座部

佛教 (Thera-v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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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ṅka-dīpa) 傳承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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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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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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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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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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即是令正法光照台灣 (Taiwan dīpeti)，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īpaṃ)。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 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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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 創覺，弘法建僧。長

老聖弟子於蘭卡島 (Laṅka-dīpa) 傳承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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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即是令正法

光照台灣 (Taiwan dīpeti)，成為 台灣之光 (Taiwano dīpaṃ)。

一言以蔽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 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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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
時間
(世界史 )

印度
本土

印度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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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統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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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15
世紀

佛滅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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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卡 緬 泰 
柬 寮、 越
南南部、
中國雲南

現 代
(16-20 世紀末 ) 19世紀

從四方傳回印
度本土

東南亞的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印尼 中華
鄰邦的日

本 

歐 美 (澳 
洲 南非)

東亞的台
灣與中華
本土 

南韓 越南
之北 中部 

當代
(始於 20 世紀末 )

4.3 標顯宗旨文的後段─學院廣承之文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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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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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塔前的省思

224 22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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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A 華語系東亞佛教的三段史與三大次區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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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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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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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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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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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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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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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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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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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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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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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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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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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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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宗旨之傳與承

佛陀於贍部島 (Jambu-dīpa) 創覺，弘法建僧；長老聖弟子

於蘭卡島 (Laṅka-dīpa) 傳承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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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pa)，即是令正法光照台灣 

(Taiwan dīpeti) ， 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īpaṃ)。一言以蔽

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Buddhasāsanassa mūlāni Taiwandīpe 

otarant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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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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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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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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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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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ṃ me puññaṃ āsavakkhayaṃ vahaṃ hotu.

願以此功德，滅盡諸煩惱。

Idaṃ me puññaṃ nibbānassa paccayo hotu.

願以此功德，成為涅槃緣。

Mama puññabhāgaṃ sabbasattānaṃ bhāj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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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ādhu！ Sādhu！ Sādhu！ 

善哉！  善哉！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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၂.ဿ၈ ရငးတျငး့်ဖစး ခဵစာ့ခ္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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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နိဒါနး့ 

 

ှ.ှ၈ ေလံလာေရ့ခရီ့အစ 

 

ဿဝှဝ ခု ေဖေဖၚဝါရီလကုနး တရုတးနြစးသစးကူ့ 

တရာ့စခနး့ ေအာငး်မငး ၿပီ့စီ့ခ္ိနးတျငး ယာယီ 

ေက္ာငး့ထိုငး ဆရာေတား ဥ့ေသာပါက က အလျနး 

စိတးဝငးစာ့ဖျယးေကာငး့ေသာ သတငး့တစးခုကို ထုတး်ပနးလိုကးသညး၈ 

ထိုသတငး့ကာ့ " ေမလတျ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ဖာ့ေအာကးေတာရ သို႓ 

သျာ့ေရာကးေလံလာမညး်ဖစးၿပီ့ မညးသူမဆို လိုကးပါနိုငးေၾကာငး့ " ်ဖစးပါသညး၈ 

ဒီသတငး့ကို ၾကာ့တယးဆိုရငးဘ ဲေယာဂီမ္ာ့သညး ဆရာေတားနြငးံ အတူ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 ေလံလာေရ့ ခရီ့ထျကးဖို႓ စတငး်ပငးဆငးေနၾကပါၿပီ၈ 

ပါရမီပါသူမ္ာ့ အေန်ဖငးံ ဖာ့ေအာကးေတာရ တျငး ဆကးလကးေနထိုငးခဲံၿပီ့ 

မိမိတို႓၏ သမာဓိ ဝိပႆနာ ဉာဏးစဤးမ္ာ့ တဆငးံၿပီ့ တဆငးံ တို့တကးဖို႓ 

တရာ့က္ငးံႀကဵ အာ့ထုတး နိုငးပါသညး၈ 

ယခုအေခါကး ေလံလာေရ့ခရီ့ သညး 

အလျနးထူ့်ခာ့ေသာ အစီအစဤးတစးခု 

်ဖစးပါသညး၈ အဓိကရညးရျယးခ္ကးမြာ ဿဝှဝ ခု 

ဇနးနဝါရီ မြ ဇျနးလ အ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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ဖာ့ေအာကးေတာရတျငး က္ငး့ပမညးံ ၃ လ တရာ့စခနး့ကို 

သျာ့ေရာကးေလံလာမြာ ်ဖစးပါသညး၈ ဣတရာ့စခနး့ကို 

ဖာ့ေအာကးဆရာေတားႀကီ့ ကိုယးတိုငး ဥ့ေဆာငးမြာ်ဖစးၿပီ့ ရဟနး့သဵဃာ 

တဝကးေက္ားပါဝငးသညးံ တရာ့အာ့ထုတးသူ တစးေထာငးေက္ားရိြ  မညး၈ 

ဣအခ္ိနးအတျငး့ သျာ့လ္ငးေတာံ ခမး့နာ့ႀကီ့က္ယးလြေသာ တရာ့စခနး့နြငးံ 

တကျ ညီညီညျတးညျတး တရာ့ထိုငးေနၾကပဵုကို ကိုယးတိုငးကိုယးက္ ေလံလာ 

်မငးေတျ႓နိုငးမြာ်ဖစးပါသညး၈ ဖာ့ေအာကးေတာရတျငး ဆကးလကး ေနထိုငး 

တရာ့က္ငးံသူမ္ာ့အေန်ဖငးံလညး့ ဆရာေတားႀကီ့ ကိုယးတိုငး 

သျနးသငးၫႊနးၾကာ့မြုကို ရရိြနိိိိုုုုငး         ဣအချငးံအေရ့ကာ့ နြစးေပါငး့ 

တေထာငးတျငး တစးႀကိမးမ္ြ ႀကဵဳနိုငးခဲေသာ အချငးံအေရ့   ခု်ဖစးပါသညး၈ 

ဣခရီ့ကို ဆရာေတားဥ့ေသာပါက ကိုယးတိုငးဥ့ေဆာငးၿပီ့ 

ဖာ့ေအာကးေတာရတျငးလညး့ ဆရာေတားႀကီ့ သာမက အ်ခာ့ 

ဆရာေတားမ္ာ့ကို ဖူ့ချငးံ ရရိြပါမညး၈  

 

ေနာကး   ေခါကးမြာ ဖာစနး့ေက္ာငး့ထိုငး ခ္ငး့တငးံဆရာေတား ( 慶定長老 ) 

ဥ့ေဆာငး၊ ဖာ့ေအာကးေတာရ သို႓ သျာ့ေရာကးကာ ဆရာေတားႀကီ့အာ့ 

ဖူ့ေမ္ြား၊ ဖာစနး့ေက္ာငး့ ( 法藏講堂 ) နြငးံ အ်ခာ့ေက္ာငး့ေဆာငးမ္ာ့ကို 

                   အာ့ ဆပးကပး လႉဒါနး့ပါမညး၈ တခ္ိနးတညး့တျ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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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ရာေတားႀကီ့အာ့ ထိုငးဝမးသို႓ သာသနာ်ပဳ ခရီ့ ႂကျေရာကးပါရနး 

ဖိတးၾကာ့ပါမညး၈  

 

ဖာ့ေအာကးေတာရသညး " ထိုငးဝမးဒီပ ေထရဝါဒ သာသနာ တကၠသိုလး " ၏ 

ဘာသာေရ့စဵနမူနာ်ပ အဖျဲ႓အစညး့်ဖစးရဵုသာမက နိုငးငဵတကာ တျငး ထငးရြာ့ 

ေက္ားၾကာ့ လြေသာ ေ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 တို႓၏ တရာ့က္ငးံႀကဵရာ 

်မငးံ်မတးေသာ နယးေ်မ ်ဖစးပါသညး ၈ တရာ့က္ငးံႀကဵအာ့ထုတးလိုသူမ္ာ့ 

အတျကးလိုအပးခ္ကးမြနးသမ္ြကို ်ဖညးံစညး့ ေပ့နိုငးသညးံဌာနလညး့ ်ဖစးပါသညး၈ 

်မတးစျာဘုရာ့ လကးထကးက ဓေလံထဵု့စဵမ္ာ့ကို မေပ္ာကးပ္ကးေစဘဲ 

ရဟနး့သဵဃာေတားမ္ာ့ ဝိနညး့နြငးံအညီ က္ငးံႀကဵေနထိုငးရာ ေဒသ 

   ခု်ဖစးပါသညး၈ ဣခရီ့စဤးကို စဤး့စာ့မိတိုငး့ကိုယးတိုငးကိုယးက္ 

ပါဝငးရရဵုမကလႉဒါနး့ ပူေဇားရေသာ ဒါနကုသိုလး မ္ာ့ကိုလညး့ 

ေဆာငးရျကးချငးံရေပမညး၈ ဣေလံလာေရ့ ခရီ့စဤးကို လိုကးပါချငးံရသူတိုငး့ 

ဝမး့ေ်မာကးဝမး့သာစျာ်ဖငးံ ေမ္ြားလငးံေစာငးံစာ့ေနၾကပါသညး၈ 

ကၽျနးမ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 သျာ့ေရာကးေလံလာရသညးံ အေၾကာငး့ရငး့မြာ 

အထကးေဖၚ်ပပါအခ္ကးမ္ာ့အ်ပငး သီလဂုဏး သမာဓိဂုဏး ပညာဂုဏးတို႓်ဖငးံ 

ေက္ားၾကာ့လြေသာဆရာေတားႀကီ့အာ့ ဖူ့ေတျ႓လို်ခငး့နြငးံ ှဝ နြစးေက္ား 

သကးတမး့ရိြခဲံၿပီ်ဖစးေသာ ေတာရေက္ာငး့ ၇ ယခငးက တခါမြ မေရာကးဖူ့ခဲံေသာ 

်မနးမာနိုငးငဵကဲံသို႓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 နိုငးငဵတခုကို ေလံလာလို်ခ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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ပငး်ဖစးသညး၈ ဣကာလမတိုငးမီ ဖာ့ေအာကး ဆရာေတားႀကီ့သညး ထိုငးဝမးသို႓ 

ဓမၼဒူတ ခရီ့ႂကျေရာကးခဲံသညးမြာ ၂ ႀကိမးရိြခဲံၿပီ့ တစးႀကိမးတျငး ထိုငးဝမးဒီပ 

ေထရဝါဒသာသနာတကၠသိုလး သို႓ လာေရာကးၿပီ့ ၫႊနးၾကာ့မြုမ္ာ့ ေပ့ခဲံသညး၈ 

ကၽျနးမသညး ဣအချငးံအေရ့မ္ာ့ ကို အႀကိမးႀကိမး လျေဲခ္ားခဲံရကာ 

ဆရာေတားႀကီ့ကို ကိုယးတိုငးကိုယးက္ မဖူ့ေမ္ြားခဲံရ ၇ ဩဝါဒ မခဵယူခဲံရေပ၈ 

ရြညးလ္ာ့လြေသာ ကာလကို ်ဖတးေက္ား၊ ယခုမြပငး ဆရာေတားႀကီ့နြငးံေတျ႓ရနး 

အေၾကာငး့ဆဵုလာပါေတာံသညး၈ ယခုအေခါကးသညး ဆရာေတားဥ့ေသာပါက 

ကိုယးတိုငး ဥ့ေဆာငးမညး ်ဖစးေသာေၾကာငးံ ဣအချငးံအေရ့ကို လကးလျတးခဵ၊ 

မ်ဖစးပါ၈    ကမၻာလဵု့ရိြ နိုငးငဵေပါငး့ ဿဝ ေက္ားမြ လူပုဂၢိဳလး ရဟနး့မ္ာ့ 

ဣေတာရေက္ာငး့သို႓ လာေရာကးၾကသညး၈ မိုငးေပါငး့ ေထာငးေပါငး့ 

မ္ာ့စျာေဝ့ကျာေသာအရပးမ္ာ့မြ လာေရာကး၊ တရာ့ရြာမြီ့ၾကသညး၈ ကာမဂုဏး 

အာရဵု စညး့စိမး ရာထူ့တို႓ကို စျနး႓လႊတး၊ ်မတးစျာဘုရာ့ ဆငး့တုေတား 

ေရြံေမြာကးတျငး ရိုေသဒူ့တုတးစျာ်ဖငးံ                 ဩဝါဒခဵယူကာ 

တရာ့က္ငးံႀကဵၾကသညး၈ အဘယးေၾကာငးံနညး့   စိတးထတဲျငး 

သိလိုစိတး်ပငး့်ပခဲံသညး၈  

 

တဖနး ဣေတာရေက္ာငး့တျငး တရာ့စခနး့ဝငးၿပီ့ေနာကး 

ထိုငးဝမးသို႓်ပနးလာၾကသူမ္ာ့သညး အေတျ့ အေခၚအယူအဆမ္ာ့ 

ေ်ပာငး့လဲသျာ့သညးမြာ အဘယးေၾကာငးံန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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ဓေလံစရိုကး မတူညီေသာသူမ္ာ့သညး ဣတူညီေသာရိပးသာတျငး 

တရာ့အာ့ထုတး ၿပီ့ေနာကး ရရိြလာသညးံ ရလာဒးမ္ာ့မြာ အဘယးေၾကာငးံ 

မတူညီပါသနညး့   

ဣရိပးသာသညး အဘယးကဲံသို႓ေသာ ေနရာ်ဖစးပါသနညး့   

ဣေမ့ချနး့မ္ာ့ကို ရငးဝယးပိုကးကာ ကၽျနးမ   ႔သညး ေမလ ၄ ရကးေန႓ 

မနကးအေစာႀကီ့တျငး စိတးလြုပးရြာ့စျာ်ဖငးံ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 ထျကးချာခဲံပါသညး၈ 

 

ှ.ဿ၈ ဣစာတမး့ကုိ်ပဳစုရသညးံအေၾကာငး့ရငး့ 

 

ယခုတစးေခါကး ခရီ့စဤးတျငး ဥ့ေသာပါက ၏ ဥ့ေဆာငး လမး့ၫႊနးမြု်ဖ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ဗုဒၶဘာသာကို နကး႐ုြိငး့စျာ နာ့လညးသေဘာေပါကးရဵုမက 

ေတာရေက္ာငး့တျငးမညးသို႓မညးပဵု ေလံလာသငးယူရမညးကိုလညး့ သိရိြခဲံသညး၈ 

ေလံလာေရ့ခရီ့ ေၾကား်ငာ စာရျကး တျငး လိုကးနာရမညးံစညး့ကမး့ခ္ကးမ္ာ့ကို 

ေရ့သာ့ထာ့ၿပီ့ ်ဖစးေသားလညး့ ဆရာေတားဥ့ေသာပါက သညး ေလဆိပးတျငး 

ကျၽနးုပးတို႓အာ့ ရိပးသာတျငး မညးသို႓မညးပဵု ေနထိုငးစာ့ေသာကးရမညး 

က္ငးံႀကဵအာ့ထုတးရမညးတို႓ကို အေသ့စိတး ရြငး့်ပပါသညး၈ 

ေတာရေက္ာငး့ႀကီ့်ဖစးသညး နြငးံအညီ မလျဲမေသျ ႀကဵဳေတျ႓ရမညးံ 

လူမြုေရ့်ပႆနာမ္ာ့ကို လိမၼာပါ့နပးစျာ ေရြာငးရြာ့ရနးလညး့ မြာၾကာ့ပါသညး၈ 

ကျၽနးုပးတို႓လာသညးံ ရညး႐ျယးခ္ကးမြာ တရာ့အာ့ထုတးရနး ေလံလာသငးယူရ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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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ဖစးရာ ရိပးသာသို႓ေရာကးသညးနြငးံ အမြတးသတိ်ဖငးံ ကိုယး နုြတး နြလဵု့ 

သဵု့ပါ့လဵု့ကို ေစာငးံစညး့စျာ ေနထိုငးၾကပါသညး၈ ရိပးသာ အုပးခ္ဳပးသူမ္ာ့ 

ခ္မြတးထာ့ေသာ စညး့ကမး့ခ္ကးမ္ာ့၊ၫႊနးၾကာ့မုြမ္ာ့ကို ေလ့စာ့စျာ 

လိုကးနာၾကပါသညး၈ ဣသို႓်ဖငးံ မလိုလာ့အပးေသာ စိတးအေနြာကးအယြကးမ္ာ့ 

ကို ဖယး႐ြာ့နိုငးခဲံပါသညး၈ ဆရာေတား၏ ခရီ့ မသျာ့မီႀကိဳတငး 

သတိေပ့ခ္ကးမ္ာ့ နြငးံ ရိပးသာသို႓ေရာကးၿပီ့ ကိုယးတိုငးကိုယးက္ က္ငးံႀကဵ 

အာ့ထုတးၿပီ့ေနာကး ရငးထရဲိြသဵသယမ္ာ့ ေ်ပေပ္ာကးခဲံပါသညး၈  

လမး့တေလ္ြာကးတျငး ဆရာေတားမြ အလ္ဤး့သငးံသလို တရာ့ေဟာခဲံသညး၈  

ဣ "                              " စာတမး့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 ေထရဝါဒ 

ဗုဒၶသာသနာ စညးပငး ထျနး့ကာ့မြု သမိုငး့ ကို အနြစးခ္ဳပး ေရ့သာ့ထာ့်ခငး့ 

်ဖစးပါသညး၈ ထိုမြတဆငးံ ေခတးသစး ထိုငးဝမး ဗုဒၶဘာသာထျနး့ကာ့ေရ့ ကိစၥကို 

ေမ္ြားမြနး့ၾကညးံနိုငးပါမညး၈ ဣေလံလာေရ့ခရီ့၏ ေလ့နကးေသာ အဓိပၸါယး နြငးံ 

ဗုဒၶဘာသာကို ေလံလာ သငးယူရ်ခငး့၏ ရညး႐ျယးခ္ကးကို ေကာငး့စျာ 

သေဘာေပါကးလ္ကး ဓမၼမိတးေဆျ မ္ာ့အတျကး ဣစာတမး့ကို ေရ့သာ့ 

တငးဆကး   ပါသညး၈  

 

ဆရာေတားသညး ေရႊတိဂဵုဘုရာ့၏ ေတာငးဘကးအရပးတျငး ရိြေသာ သုဝဏၰဘုမၼိ 

သထဵုေဒသ မြစ၊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သို႓်ပနး႓နြဵ႓သျာ့ေၾကာငး့ 

ရြငး့်ပပါသညး၈ ထိုမြတဆငးံ ပုဂဵမငး့ဆကး တျငး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ထရဝါ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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ဗုဒၶဘာသာ အေ်ခတညးလာပဵု၇ ထိုမြတဆငံး အေရြံေတာငးအာရြ တချငးသို႓ 

ေထရဝါဒ်ပနး႓နြဵ႓သျာ့ပဵုကိုရြငး့်ပပါသညး ၈ အငးဒိုနီ့ရြာ့ (ေဗာေရာဗုေဓာ 

ေစတီေတားၾကီ့ ) နြငးံ ကေမၻာဒီ့ယာ့ရိြ အနးေကာဝပးေစတီႀကီ့ တို႓မြာ 

မဟာယာနနြငးံ ဟိႏၵဴ ယဤးေက့္မြုမ္ာ့ ေပါငး့စပးပါဝငးေနခဲံသညး၈ ထိုမြ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တရုတး်ပညးသို႓ ေရာကးရိြလာၿပီ့ ဘုရငးံအလိုေတားက္ တရုတး 

ရို့ရာယဤးေက့္မုြ နြငးံ ကျနးဖ္ဴ့ရြပး အယူအဆမ္ာ့ ေပါငး့ဝငးကာ ဘာသာသဵု့ခု 

( ဗုဒၶဘာသာ ၇ တာအုိဘာသာ ၇ ကျနးဖ္ဴ့ရြပးဘာသာ ) ေပါငး့စဵုေသာ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 3 in 1 ) ်ဖစးခ႓ဲပါသညး၈ ဆရာေတားသညး ဗုဒၶဘာသာ 

ေဒသႀကီ့ ၀ ခုအေၾကာငး့ရြငး့်ပရဵုမက အထငးကရ ဗုဒၶဘာသာ 

အေဆာကးအဥ့မ္ာ့ကိုလညး့ ေ်ပာ်ပပါသညး၈ ကမၻာံ ဗုဒၶဘာသာသမိုငး့ 

နြငးံပကးသကး၊ ဗဟုသုတ ႂကျယးဝလြေသာ ဆရာေတား၏ က္ယးပ္ဵ႔လြေသာ 

ဗုဒၶဘာသာဓေလံထဵု့စဵမ္ာ့အေၾကာငး့ကို နာ့ေထာငးရငး့ ကိုယးံကိုကိုယး 

အေတားဗဟုသုတ နညး့ေၾကာငး့ သေဘာေပါကးလိုကးမိသညး ၈ ဣ 

အေၾကာငး့အရာမ္ာ့ကို ယခငးက မၾကာ့ဘူ့ခဲံပါ ၈ ေလံလာဖို႓ လိုအပးေၾကာငး့ 

သေဘာေပါကးမိပါသညး ၈ 

 

ဖာ့ေအာကးေတာရသု႓ိ ေရာကးသညးနြငးံ ဆရာေတားႀကီ့အာ့ 

ဖူ့ေမ္ြားကနးေတာံကာ လႉဖျယးပစၥညး့မ္ာ့ကို ဆပးကပးလႉဒါနး့ပါသညး၈ 

အ်ခာ့ဆရာေတားမ္ာ့ကိုလညး့ ဖူ့ချငးံရခဲံပါသညး၈ ေနထိုငးစာ့ေသာကးေ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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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တျကးလညး့ စနစးတက္ စီစဤးေပ့ၾကပါသညး၈ ဆရာေတား 

သဵဃာေတားမ္ာ့နြငးံ လညး့ ရငး့နြီ့ချငးံရခဲံပါသညး၈ ဣမၽြႀကီ့မာ့လြေသာ 

ေတာရေက္ာငး့တျငး ေအ့ခ္မး့စျာ အတူတကျ သီတငး့သဵု့ေနၾကေသာ 

ရဟနး့သဵဃာမ္ာ့ ကိုလညး့ ေလ့စာ့ၾကညးညိဳမိပါသညး၈ 

ဣေတာရေက္ာငး့နြငးံလညး့ အကၽျမး့တဝငး ရိြလာခဲံပါသညး၈ 

ထိုငးဝမးသို႓်ပနးေရာကးပါက သာသနာ်ပဳလုပးငနး့မ္ာ့ကို မညးသို႓မညးပဵု 

ေဆာငး႐ျကးရမညး ကိုလညး့ နာ့လညးခဲံပါသညး၈  

 

(ဿ) ေရႊတိဂုဵဘုရာ့သညး ်မနးမာေ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 အမြတးအသာ့ 

 

ဿ.ှ၈ ေရႊတိဂုဵဘုရာ့ဆီသုိ႓  

 

ေလ့နာရီခနး႓ အၾကာတျငး            ႔                     ေလယာဤးသညး 

ရနးကုနးအ်ပညး်ပညးဆိုငးရာ ေလဆိပးသို႓ ဆိုကးေရာကးပါသညး၈ 

ေလဆိပးမြအထျကးတျငး 

ေယာဂီမ္ာ့လာႀကိဳေသာ ကာ့်ဖငးံ 

နာ့ေနရာဌာန တစးခုသို႓ 

သျာ့ေရာကး အနာ့ယူၾက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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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ခ္ဳပးစ ဓာတးမီ့တိုငးမ္ာ့၏ အလငး့ေရာငး်ဖငးံ ကမၻာေပၚတျငး 

ထငးရြာ့ေက္ားၾကာ့ လြေသာ ေရႊတိဂဵုဘုရာ့ဆီသို႓ ကျၽနးုပးတို႓ အာ့လဵု့ 

သျာ့ေရာကးၾကပါသညး၈ 

ေရႊေရာငး တေ်ပာငးေ်ပာငး်ဖငးံ ေရႊေတာငးႀကီ့ပမာ ေရႊတိဂဵုဘုရာ့သညး လေရာငး 

လၽြပးစစးမီ့ေရာငးမ္ာ့ ေအာကးတျငး ႀကီ့က္ယး ခမး့နာ့စျာ ဖူ့ေမ္ြားရသညးမြာ 

ပကတိ်မတးစျာဘုရာ့၏ ေရြံေမြာကးသို႓ ေရာကးရိြသျာ့သကဲံသို႓ ခဵစာ့ရပါသညး ၈ 

ေလ့စာ့ၾကညးညိဳမုြ ၇ ဝမး့ေ်မာကးမုြပီတိ နြငးံ ဂါရဝ တရာ့မ္ာ့            

တၿပိဳငးနကးတညး့ ်ဖစးေပၚလာပါသညး ၈ အာ့လဵု့ ်မတးစျာဘုရာ့ကို ဥ့ခ္ၾကၿပီ့ 

ရငး်ပငးေတားေပၚတျငး တစးပတးပတးၾကပါသညး ၈ ထို႓ေနာကး ဆရာေတား 

ဥ့ေသာပါက ေဟာၾကာ့ေသာ တရာ့ ကို က္ယးဝနး့လြေသာ ေက္ာကး်ပာ့မ္ာ့ 

ေပၚတျငးထိုငးရငး့ နာယူၾကပါသညး 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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ဿ.ဿ၈ ေရႊတိဂုဵဘုရာ့၏ အဓိပၸာယး  

 

ဆရာေတားဥ့ေသာပါကသညး ေရႊတိဂဵုဘုရာ့ ေပၚေပါကးလာပဵု နြ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တျငးေ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 စညးပငးထျနး့ကာ့မုြ သမိုငး့ေၾကာငး့ကို စတငး 

မိတးဆကး ေပ့ပါသညး၈  

 

်မတးစျာဘုရာ့အာ့ ပထမဥ့ဆုဵ့ ဆျမး့ကပးခဲံ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သာ့ ကုနးသညး 

ညီေနာငးနြစးဥ့မြာ တပုႆ နြငးံ ဘလႅိကာ တို႓်ဖစးပါသညး၈ ်မတးစျာဘုရာ့ရြငး 

သဗၺညဳတေရႊဤာဏးေတား ရေတားမူ်ပီ့ေနာကး သတၱသတၱာဟ ၄-ဌာန၉  

၁၆ ရကးၾကာစဵေနေတားမူစဤး ကုနးသညးညီေနာငးနြစးဥ့ သညး ်မတးစျာဘုရာ့အာ့ 

ဆျမး့ဆပးကပး လႉဒါနး့ရာ ဘုရာ့ရြငးက ဆဵေတားရြစးဆူကို 

ေပ့သနာ့ေတားမူပါသညး၈ ဆဵေတားကို ရရိြၿပီ့ေနာကး ရနးကုနးသို႓်ပနး၊ 

ေစတီတညးထာ့ကို့ကျယးရာ ်မနးမာနိုငးငဵ၏ တနးခို့အႀကီ့ဆဵု့ ေစတီႀကီ့ 

်ဖစးလာခဲံပါသညး၈ ဣကာ့ ေရႊတိဂဵုဘုရာ့၏အစပငး်ဖစးပါသညး၈  

ှှ ရာစု ပုဂဵေခတးတျငး ်မနးမာနိုငးငဵသညး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နိုငးငဵ 

်ဖစးလာပါသညး၈ ဘုရငး မူ့မတး သူေဌ့သူႂကျယးမြ အစ သာမနး ်ပညးသူ်ပညးသာ့ 

ဆငး့ရဲသာ့မ္ာ့ အဆဵု့ နြစးစဤးး နြစးတိုငး့ ေရႊတိဂဵုဘုရာ့ သို႓လာေရာကး 

ဖူ့ေမၽြားၾကသညးဟု ဆိုၾကသညး၈ ယေန႓အခ္ိနးအထိ ေရႊတိဂဵုဘုရာ့သညး 

ေယာကး္ာ့၇ မိနး့မ၇ လူႀကီ့၇ လူငယး၇ ဘို့ဘျာ့၇ ေ်မ့်မစး တို႓အတူတ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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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ဆညး့ရာ၇ ရိြခို့ပူေဇားရာ၇ ဘာသာေရ့         မ္ာ့က္ငး့ပရာ ဌာနတစးခု 

လညး့်ဖစးပါသညး၈ မိမိတို႓ ရတနာသဵု့ပါ့ အေပၚရိုေသကိုငး့ရိုြငး့မုြ၇ 

တရာ့ဓမၼအေပၚနြစးသကး်မတးနို့မုြ၇ စိတး၏စငးၾကယးမြု ကိုေဖား်ပရာ ေနရာ   ခု 

လညး့်ဖစးပါသညး၈ ဘဝ၏တို့တကးႀကီ့ပျာ့ေရ့၇ ကိေလသာကငး့ေဝ့၊ 

စိတးနြလဵု့်ဖဴစငးေရ့အတျကး ကုသိုလး်ပဳရာ ၇            ၊ အမ္ြေဝရာ ၇ 

သာဓုေခၚရာ ်မငးံ်မတးေသာ နယးေ်မတစးခု လညး့်ဖစး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 ဉာဏးေတားအ်မငးံမြာ အစပိုငး့တျငး ၅.၀ မီတာသာ 

ရိြေသားလညး့ ေခတးအဆကးဆကး ဘုရငးအဆကးဆကး၏ ်ပဳ်ပငး မျမး့မဵမြု 

ထပးဆငးံတညးေဆာကးမုြ တို႓ေၾကာငးံ ယခုအခါ ၆၆.၁ မီတာ ရိြၿပီ်ဖစးပါသညး၈ 

ေစတီတခုလဵု့ကို ေရႊစငး ေရႊ်ပာ့မ္ာ့ ကပးထာ့ရာ ေရႊတနးခ္ိနး ခုနြစးတနးေက္ား 

ရိြပါသညး၈ ေစတီ၏ အေပၚဆဵု့တျငး စိနးေက္ာကးသဵ ပတၱ်မာ့ ရတနာအလဵု့ေပါငး့ 

၄ဝဝဝ ေက္ား ပါဝငးေသာႀကီ့မာ့လြေသာ စိနးဖူ့ေတားႀကီ့ ၇ ေရႊေငျရတနာ 

တို႓်ဖငးံ်ပဳလုပးထာ့ေသာ ငြကး်မတးနာ့ေတား ၇ ေရႊေခါငး့ေလာငး့ 

ေငျေခါငး့ေလာငး့ ှဝဝဝ ေက္ားပါဝငးသညးံ ရတနာထီ့ေတား တို႓ရိြ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စတီ အတျငး့      ေက္ာကး်ဖငးံ ထုထာ့ေသာ ေလ္ာငး့ေတားမူ 

ဘုရာ့တစးဆူရိြၿပီ့ လကးရာ အထူ့ ေကာငး့မျနးကာ                   

ေရႊတိဂဵုဘုရာ့ ပတးပတးလညးတျငး အရဵေစတီငယး ၃၁ ဆူ နြငးံ ေစတီႀကီ့ေလ့ဆူ 

ရိြပါသညး ၈ ရငး်ပငးေတားေပၚတျငး အခ္ိဳ႔ေစတီမြာ    ဆူတညး့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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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ခ္ိဳ႔ေစတီတို႓မြာ              ူ အစုလိုကး၇ ေရႊေရာငး တဝငး့ဝငး့နြငးံ 

ထို့ထို့ေထာငးေထာငး ဇရပး တနးေဆာငး့မ္ာ့ မြာ ေရႊေရာငးလႊမး့ေသာ 

ေရႊေတာအုပးပမာ လြပ    နာ့ထယးဝါစျာ ်မငးေတျ႓ရ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တဝြမး့လဵု့တျငး သာသနာ အလငး့ေရာငး 

ထျနး့လငး့ေနေၾကာငး့ သကးေသ တစးခု်ဖစး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သညး 

်ပညးသူတရပးလဵု့ နြငးံသကးဆိုငးေသာ ဗုဒၶဘာသာႀကီ့ ၏ အမြတးတဵဆိပး 

   ခုလညး့ ်ဖစးပါသညး၈ ထိုငးဝမးနြငးံ တရုတး်ပညးတျငး ဣကဲံသို႓မဟုတးပါ၈ 

ထိုငးဝမးကဲံသုိ႓ေသာ တရုတးလူမ္ိဳ့မ္ာ့ေနထိုငးရာ ေဒသမ္ာ့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ထျနး့ကာ့ေရ့သညး ေဒသတခုစီ၏ လူမြုေရ့အဖဲျ႓အစညး့၇ ယဤးေက့္မြု ၇ နိုငးငဵေရ့ 

နြငးံ ်ပညးသူမ္ာ့ အေပၚတျငး မူတညးပါ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ကဲံသို႓ ်ပညးသူလူ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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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ရပးလဵု့ ပါဝငး်ခငး့မရိြပါ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လူမြုအဖဲျ႓အစညး့ 

တစးခုလဵု့ အတျကး အေရ့ႀကီ့ဆဵု့ ယဤးေက့္မုြ ဓေလံထဵု့စ ဵ၇ ဘာသာေရ့ 

စဵနမူနာ ၇ သစၥာတရာ့ကိုထို့ထျငး့သိ်မငးရာ အက္ငးံေကာငး့ အ်ဖစး 

တညးရိြေနသညး၈ အဘယးေၾကာငးံနညး့၈ 

 

ဿ.၀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ထျနး့ကာ့လာပုဵ 

 

ကုနးသညးညီေနာငး နြစးဥ့ဆပးကပးခဲံေသာ "စတုမဓူ" 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 

ထူ့်ခာ့ေသာ ဗုဒၶဘာသာ ယဤးေက့္မြု       ်ဖစးလာခဲံသညး ၈ ဂီလာန 

ရဟနး့မ္ာ့ကို ဆပးကပးေသာဣ စတုမဓူ သညး မျနး့လျဲခ္ိနးတျငးလညး့ 

သဵု့ေဆာငး၊ရပါသညး၈ စတုမဓူ သညး ပါဠိစကာ့်ဖစး၊ စတု = ေလ့မ္ိဳ့ ၇  

မဓူ = အခ္ိဳစာ ်ဖစးပါသညး၈ ေထာပတး ၇ ပ္ာ့ရညး ၇ တငးလ ဲ၇ အုနး့ဆီ တို႓ပါဝငးၿပီ့ 

ရဟနး့ေတားမ္ာ့ ၄-ရကးထာ့၊ ဘုနး့ေပ့နိုငးေသာ ေဆ့အာဟာရ ်ဖစးပါသညး၈ 

နိုငးငဵ်ခာ့သာ့မ္ာ့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လာေရာကး၊ ဗုဒၶဘာသာ သငးယူ 

က္ငးံႀကဵၾကပဵုကို တငး်ပလိုပါသညး၈ အမ္ာ့စုသညး တရာ့ထိုငး်ခငး့ ၇ 

တရာ့စာေပသငးယူ်ခငး့၉ အခ္ိနးကုနးၾကၿပီ့ ဣ ခ္ိဳၿမိနးေသာ ဘာသာေရ့ 

ယဤးေက့္မြုကိုမူ သငးယူမိသူ နညး့ပါ့ခဲံ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ဿ နြစးတာမၽြ 

ေနထိုငးခဲံပါေသားလညး့ ထိုငးဝမးသို႓်ပနးေရာကးေသာအခါ စတုမဓူ ကိုပငး 

မၾကာ့ဘူ့ ၇ လုပးတတးဖို႓ေဝ့စျ ၈ အဓိပၸာယးကာ့ ်မနးမာနိုငးငဵ၏ ခ္ိဳၿမိနးေ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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ဘာသာေရ့ယဤးေက့္မြု အရသာကို မခဵစာ့ခဲံဘူ့ ်ခငး့တညး့၈ ်မနးမာ 

ဗုဒၶဘာသာ၏ ေနထိုငး စာ့ေသာကးမုြ ၇ 

ဝတးစာ့ဆငးယငးမုြ ဓေလံထဵု့စဵမ္ာ့နြငးံ ေဝ့ကျာ 

ေနေပေသ့သညး၈ 

 

်မနးမာ ယဤးေက့္မြုသမို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နညး့မ္ိဳ့စဵု်ဖငးံ စညးပငး ထျနး့ကာ့ခဲံသညး၈ 

သမိုငး့အစဤးအဆကး ဘုရငးမ္ာ့ တညးေဆာကးခဲံေသာ ေနရာအနြဵ႓အ်ပာ့ ရိြ 

အရျယးအစာ့မ္ိဳ့စဵု ပဵုစဵမ္ိဳ့စဵုေသာ ေစတီပုထို့မ္ာ့မြာ 

ဗုဒၶဘာသာနယးေ်မ   ခုကို ေပၚထျနး့ လာေစပါသညး၈ ပုဂဵေဒသသညး 

ေစတီပုထို့မ္ာ့်ဖငးံ နာမညးအႀကီ့ဆဵု့ေဒသ   ခု ်ဖစးလာပါသညး၈ 

်မနးမာလူမ္ိဳ့မ္ာ့သညး ကေလ့ဘဝကပငး ဘာသာေရ့ နြငးံ ရငး့နြီ့ခဲံရာ 

ဗုဒၶဘာသာ ယဤးေက့္မြု အသိပညာမ္ာ့ကို ငယးစဤးကပငးရရိြခဲံသညး၈ ထို႓ေၾကာငးံ 

လူတိုငး့၏မ္ကးနြာတျငး ရတနာသဵု့ပါ့အာ့ ေလ့စာ့ၾကညးညိဳမြုကို 

သဘာဝက္စျာ ေတျ႓်မငးရသညး၈ ဣကာ့ အ်ခာ့နိုငးငဵမ္ာ့တျငး ေတျ႓်မငး 

ရခဲပါသညး၈ ပို၊ထူ့်ခာ့သညးမြာ ်မနးမာနိုငးငဵရိြ အိမးေထာငးစုတိုငး့လိုလို သာ့ကို 

အရျယးေရာကးပါက ဘုနး့ႀကီ့ေက္ာငး့ပို႓၊ ဒုလႅဘ ဝတးေစပါသညး၈ 

ၾကာ့ဖူ့သညးမြာ ရြငး်ပဳရဟနး့မခဵဘူ့   သာ့ေယာကး္ာ့မ္ာ့ အိမးေထာငး်ပဳပါက 

မိဘမ္ာ့မြာ စိတးမေကာငး့်ဖစးၾကပါသညး၈ ကၽျနးမတို႓ ထိုငးဝမးတျငး မဂၤ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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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ဆာငးရေသ့ဘ ဲရဟနး့ေဘာငးထသဲို႓ ဝငးေရာကးပါက မိဘအမ္ာ့စုမြာ 

စိတးထိခိုကး ေၾကကျလဲျနး့၊ ငိုေႂကျ့ၾကပါ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ရဟနး့ခဵ 

ရြငး်ပဳမညးံေန႓တျငး 

မိမိ၏ရငးေသျ့ ကို ဘုရငး  

မငး့သာ့ကဲံသို႓ 

လြပစျာဝတးစာ့ဆငးယငးၿပီ့ ်မငး့၇ 

ယာဤး စသညးတို႓စီ့နငး့ကာ 

ေဆျမ္ိဳ့မိသာ့စုမ္ာ့ 

လိုကးပါလ္ကး ၿမိဳ႔ထသဲို႓ အခမး့အနာ့်ဖငးံ လြညးံလညးၾကၿပီ့ ဘုနး့ႀကီ့ေက္ာငး့ 

ရိြရာသို႓ သျာ့ၾကပါသညး ၈ အသကး ဿဝ မ်ပညးံေသ့ပါက ကိုရငးအ်ဖစး 

ေနထိုငးရၿပီ့ အသကး ဿဝ ်ပညးံၿပီ့ပါက ရဟနး့ခဵနိုငးပါသညး ၈  

 

ရဟနး့ခဵၿပီ့ပါက သပိတး   လဵု့ သကၤနး့ သဵု့စဵု အ်ပငး ထီ့၇ စာအုပး၇ 

စာေရ့ကိရိယာ၇ မ္ကးမြနးမ္ာ့ကို ယူေဆာငး ထာ့နိုငးေသားလညး့ လကးစျပး 

လကးပကးနာရီ မ္ာ့ကိုတပးချငးံမရိြပါ၈ ဆျမး့ ဆျမး့ဟငး့ အတျကး 

ဆျမး့ခဵထျကးၾကရပါသညး၈ အ်ခာ့ အသဵု့အေဆာငး ပစၥညး့မ္ာ့ကို မိဘ 

ေဆျမ္ိဳ့အလႉရြငးမ္ာ့က လႉဒါနး့ ၾကပါသညး၈ ဘုနး့ႀကီ့ေက္ာငး့တျ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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ရဟနး့ဘဝ်ဖငးံ အေနအထိုငး ဆငး်ခငးရပါသညး၈ ေက္ာငး့တျငး တရာ့စာေပမ္ာ့ 

သငးယူ်ခငး့ နြငးံ တရာ့က္ငးံႀကဵ်ခငး့ တို႓မြာလညး့ အေရ့ႀကီ့ေသာကိစၥရပးမ္ာ့ 

်ဖစးပါသညး၈ အကယး၊ ရဟနး့ဘဝ နြငးံဆကးလကးမေနလိုပါက လူထျကး၊ 

ဘာသာေရ့လုပးငနး့မ္ာ့ကို ေဆာငးရျကးနိုငးပါသညး၈ ယခု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ရဟနး့ သဵဃာေပါငး့ ၂ သိနး့ ၃ သိနး့ခနး႓ရိြရာ ်မနးမာနိုငးငဵ၏ သာသနာ 

ထျနး့ကာ့မုြ အဆငးံအတနး့ကို ခနး႓မြနး့နိုငးေလာကးပါၿပီ၈  

 

(၀)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နကး႐ုိြငး့စျာ အေ်ခတညးရသညးံ 

အေၾကာငး့ရငး့မ္ာ့  

 

ယခုကဲံသို႓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စညးပငးထျနး့ကာ့ကာ ဗုဒၶဘာသာ နိုငးငဵ 

   နိုငးငဵ အ်ဖစး ထူ့်ခာ့ေသာ ကိုယးပိုငး ယဤးေက့္မုြတရပးအ်ဖစး 

ရပးတညးနိုငး်ခငး့မြာ အမ္ိဳ့မ္ိဳ့ေသာ အေၾကာငး့ရပးမ္ာ့ေပၚတျငး မူတညးပါသညး၈ 

ကၽျနးမတို႓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တညးံတဵံခိုငးၿမဲသညးံ 

အေၾကာငး့ရငး့ကို ေအာကးပါအခ္ကးသဵု့ခ္ကး်ဖငးံ ေလံလာ သိရိြနိုငးပါသညး၈  

(ှ) ရတနာသဵု့ပါ့ကို လကးဆငးံကမး့ ထိနး့သိမး့ေစာငးံေရြာကး်ခငး့၇  

(ဿ) ပါဠိ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လံလာသငးယူ်ခငး့၇  

(၀) သီလ သမာဓိ ပညာ တညး့ဟူေသာ သိကၡာသဵု့ရပး အက္ငးံ်မတးကိုက္ငးံႀကဵ 

အာ့ထုတး်ခငး့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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၀.ှ၈ ရတနာသုဵ့ပါ့ကုိ ကုိယးစာ့်ပဳေသာသဵဃာ အဖျဲ႓အစညး့နြငးံ အစဤးအလာ 

 

၂ သိနး့ ၇ ၃ သိနး့ရိြေသာ ရဟနး့သဵဃာ အေရအတျကး    ခုတညး့ကို 

ၾကညးံရဵု်ဖငးံ သဵဃာအဖဲျ႓အစညး့၏ အေ်ခခိုငးမာပဵုကို သိနိုငးပါသညး၈ ထိုငးဝမး 

်ပညးသူ မ္ာ့သညး ရုပး်မငးသဵၾကာ့မြတဆငးံ ်မငးေတျ႓ရေသာ 

"ေရႊဝါေရာငးေတားလြနးေရ့" တျငး သဵဃာေတားမ္ာ့သညး ်ပညးသူလူထုကို 

အကာအကျယးေပ့၊ စစးအစို့ရကို ဆနး႓က္ငးခဲံၾကသညး ၈  

သို႓ေသား သဵဃာေတားမ္ာ့နြငးံ တိုငး့်ပညး 

လူမုြအဖဲျ႓အစညး့ တို႓ မညးသို႓မညးပဵု ပကးသကး 

ေၾကာငး့ကို ထိုငးဝမး်ပညးသူမ္ာ့ မသိရိြၾကပါ၈ 

ေထရဝါဒနိုငးငဵ   ခု်ဖစးေသာ ထိုငး့နိုငးငဵတျငး 

အနီေရာငးတပး နြငးံ အဝါေရာငးတပး တ႓ို၏ 

အ်ပနးအလြနး တိုကးခိုကး ၾကသညးကိုသာသိၿပီ့ ထိုငး့ ရဟနး့ သဵဃာမ္ာ့ 

ၿငိမး့ခ္မး့စျာ်ဖငးံ ်ပညးသူလူထုဖကးမြ ေထာကးခဵခဲံေၾကာငး့ကို အမ္ာ့စုက 

မသိၾကပါ၈ 

 

ဘီစီ ၃ ရာစုတျငး အိႏိၵယနိုငးငဵ၉ ဘုရာ့ပျငးံေတားမူၿပီ့ ဗုဒၶသာသနာ စတငး 

ေပၚေပါကး လာပါသညး၈ ်မတးစျာဘုရာ့ ပရိနိဗၺာနး စဵဝငးၿပီ့ေနာကး ေနာငးေ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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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ရာေတား    မ္ာ့ ဥ့ေဆာငးေသာ သဵဃာေတားမ္ာ့သညး တရာ့ဓမၼမ္ာ့ကို 

ဆကးလကးထိနး့သိမး့ရငး့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 ေပၚထျနး့လာခဲံပါသညး၈  

ဘီစီ ၀ ရာစု အေသာကမငး့ႀကီ့လကးထကးတျငး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သညး 

သီရိလကၤာသို႓ေရာကးရိြၿပီ့ သီရိလကၤာတျငး အေ်ခတညး        ခဲံပါသညး၈ 

ေထရဝါဒ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သုဝဏၰဘုမၼိသို႓လညး့ ပ္ဵ႔နြဵ႓ခဲံပါသညး ၈ 

သုဝဏၰဘုမၼိသညး ယခု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ပိုငး့ သထဵုေဒသ ်ဖစးၿပီ့ အေရြံဘကး 

ထိုငး့နိုငးငဵေတာငးပိုငး့ အထိက္ယး်ပနး႓ခဲံပါသညး၈ သထဵုေဒသရိြ မျနးလူမ္ိဳ့မ္ာ့ 

သညး ရဟနး့သဵဃာမ္ာ့၏ သငးၾကာ့ေပ့မုြေၾကာငးံ အလျနးတိုေတာငး့ေသာ 

အခ္ိနး အတျငး့တျငး ပါဠိ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ဗဟို်ပဳေသာ 

ယဤးေက့္မုြထျနး့ကာ့ရာေဒသ အ်ဖစး ထငးရြာ့လာပါသညး၈ ေအဒီ ှှ ရာစု 

ပထမ်မနးမာနိုငးငဵ ကိုတညးေထာငးခဲံေသာ အေနားရထာမငး့ သညး "ရြငးအရဟဵ" 

၏ သာသနာ်ပဳမြုေၾကာငးံ ဗုဒၶဘာသာဝငး အ်ဖစး ကူ့ေ်ပာငး့ကာ   

"်မနးမာနိုငးငဵ၏ အေသာကမငး့" အ်ဖစး ထငးရြာ့ခဲံပါသညး၈ ရြငးအရဟဵ၏ 

ဥ့ေဆာငး ၫႊနးၾကာ့မြု်ဖငးံ သထဵုမြ ပိဋကတးသဵု့ပဵုနြငးံ သဵဃာေတားမ္ာ့ကို 

ပငးံေဆာငး၊ ပုဂဵတျငး မူလရိြၿပီ့ေသာ ဘာသာေရ့ အယူအဆမ္ာ့ကို 

ေ်ပာငး့လဲအစာ့ထို့ကာ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နိုငးငဵ ်ဖစးေပၚလာခဲံပါသညး၈ 

ဘာသာေရ့ အေဆာကးအဥ့ တညးေဆာကးသူမ္ာ့ကို ေခၚေဆာငး၊ ပုဂဵတျငး 

ေစတီပုထို့မ္ာ့ကို အေ်မာကးအ်မာ့ တညးေဆာကးေစကာ ပုဂဵသညး 

"ေစတီ          ၿမိဳ႔ေတား"  အ်ဖစးထငးရြာ့ခဲံပါသညး၈ ်မနးမာဘုရငးသ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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သဵဃာေတားမ္ာ့ကို သိရိလကၤာသို႓ေစလႊတး၊ ပိဋကတးသဵု့ပဵု ကိုပုဂဵသို႓ 

ပငးံေဆာငးခဲံပါသညး၈ ေနာကးပိုငး့တျငး ်မနးမာ ရဟနး့သဵဃာမ္ာ့သညး 

သီရိလကၤာ၏ သဵဃာ ထဵု့တမး့စဤးလာမ္ာ့ ကုိနညး့ယူကာ သီရိလကၤာ၏ 

ေထရဝါဒဓေလံထဵု့စဵ တို႓သညး ပုဂဵေခတးတျငး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 စီ့ဝငးခဲံပါသညး၈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ပုဂဵေခတးတျငး 

က္ယး်ပနး႓ နကး႐ိုြငး့စျာ အေ်ခတညးခဲံၿပီ့ 

်မနးမာနိုငးငဵ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တျငး 

ပထမဥ့ဆဵု့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 

ယဤးေက့္မုြနိုငးငဵ်ဖစးလာပါသညး ၈ 

တရာ့ဓမၼတို႓၏ မူလအစ သုဝဏၰဘုမၼိ မြ 

ေထရဝါဒသညး အေစာပိုငး့ကပငး ထိုငး့နိုငးငဵေတာငးပိုငး့သို႓ ်ပနး႓နြဵ႓သျာ့ၿပီ့၇ 

သီရိလကၤာမြ ေထရဝါဒ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သို႓ ေရာကးရိြကာ ှ၁ ရာစု 

အယုဒၶယမငး့ လကးထကးတျငး ထိုငး့နိုငးငဵသညး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ယဤးေက့္မုြနိုငးငဵ အ်ဖစး ေပၚထျနး့လာခဲံသညး၈ ထိုမြတဆငးံ 

ကေမၻာဒီ့ယာ့ နြငးံ ေလာနိုငးငဵသို႓ ်ပနး႓နြဵ႓ကာ ေထရဝါဒ ငါ့ နိုငးငဵအ်ဖစး 

ထငးရြာ့လာပါသညး၈  

 

အငးအာ့ႀကီ့မာ့လြေသာ ပုဂဵမငး့ဆကး လကးထကးတျငး ဘုရငး၏ 

သာသနာေတားကိုေစာငးံေရြာကးမုြ၇ သဵဃာေတားမ္ာ့၏ ဩဇာအာ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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လႊမး့မုိ့မြုတို႓ေၾကာငးံ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ကို 

အေ်ခခိုငးမာေအာငး တညးေဆာကးနိုငးခဲံၿပီ့ အေရြံေတာငးအာရြ၏ အမာခဵေဒသ 

်ဖစးလာခဲံပါသညး၈ ်မနးမာ ၇ ထိုငး့နိုငးငဵ ၏ အေရြံဘကးတျငးရိြေသာ ခမာလူမ္ိဳ့မ္ာ့ 

( ကေမၻာဒီ့ယာ့ ) တျငး အေစာပိုငး့ကာလကပငး တႏၲရယာန နြငးံ ဟိႏၵဴ 

ဘာသာတို႓၏ ဘုရငးနိုငးငဵ အ်ဖစးတညးရိြခဲံၿပီ့ ှှ - ှဿ ရာစု အနးေကာ 

မငး့ဆကးတျငး အေရြံေတာငးအာရြ အတျငး့ 

အငးအာ့ႀကီ့မာ့လြေသာ ဘုရငးနိုငးငဵ အ်ဖစး 

ေပၚထျနး့လာခဲံပါသညး၈ 

အနးေကာဝပးေစတီႀကီ့ သညး 

ထငးရြာ့ေသာသာဓကတခု ်ဖစးပါသညး ၈  

ဣယဤးေက့္မြု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မ်ပနး႓ တခုလဵု့ 

က္ယး်ပနး႓ခဲံေသားလညး့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 ဝငးေရာကးနိုငး်ခငး့မရိြဘဲ ်မနးမာ နြငးံ 

ထိုငး့နိုငးငဵ တို႓သညး ေနာကးပိုငး့တျငး အေ်ခခိုငးမာေသာ ေထရဝါဒနိုငးငဵမ္ာ့ 

အ်ဖစး ရပးတညးနိုငးခဲံသညး၈ ေနာကးဆဵု့တျငး ကေမၻာဒီ့ယာ့သညးလညး့ 

ေထရဝါဒနိုငးငဵ ်ဖစးလာခဲံပါသညး၈ ေလာနိုငးငဵ၇ ကေမၻာဒီ့ယာ့ ေ်မာကးပိုငး့ 

အလယးပိုငး့ နြငးံ ဗီယကးနမးေ်မာကးပိုငး့ အလယးပိုငး့ ကို အႏၷာမိုကးေတာငးတနး့ 

က ကာဆီ့ထာ့ပါသညး၈ ဗီယကးနမးေ်မာကးပိုငး့သညး ခရစးေတားမေပၚမီ 

ကာလကပငး တရုတးယဤးေက့္မြု ဝငးေရာကးခဲံရာ ထိုမြတဆငးံ ဗီယကးနမး 

အလယးပိုငး့ သို႓ဝငးေရာကးခဲံေသားလညး့ တရုတးယဤးေက့္မြုသညး ေလာ နြ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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ကေမၻာဒီ့ယာ့သို႓ဝငးေရာကး်ခငး့ မရိြခဲံပါ၈ ဗီယကးနမးေတာငးပိုငး့သညး 

အစပိုငး့တျငး တႏၲရယာန နြငးံ ဟိႏၵဴ ယဤးေက့္မြု ထျနး့ကာ့ခဲံေသားလညး့ 

ေနာကးပိုငး့တျငး ကေမၻာဒီ့ယာ့ နြငးံအတူ ေထရဝါဒယဤးေက့္မြုေဒသ 

်ဖစးလာခဲံပါသညး ၈ ထို႓ေၾကာငးံ ဗီယကးနမးေတာငးပိုငး့ 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ထရဝါဒယဤးေက့္မုြ နြငးံ တရုတးယဤးေက့္မုြတို႓ ထိေတျ႓ရာေဒသ    ခု 

်ဖစးလာခဲံပါ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ကဲံသုိ႓ ေထရဝါဒ အမာခဵနိုငးငဵမရိြသ်ဖငးံ တရုတး 

ယဤးေက့္မုြသညး ကိုရီ့ယာ့ ထိုမြတဆငးံ ဂ္ပနးနိုငးငဵ အထိ နကး႐ိုြငး့စျာ 

်ပနး႓နြဵ႓သျာ့ပဵုကို နုြိငး့ယြဤး ၾကညးံနိုငးပါသညး၈  

 

်မနးမာ ၇ ထိုငး့နိုငးငဵ ၏ ေတာငးဘကးတျငးရိြေသာ မေလ့ရြာ့နိုငးငဵ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ကၽျနး့ဆျယးေဒသ ်ဖစးၿပီ့ အေစာပိုငး့တျငး အငးဒိုနီ့ရြာ့ 

ဘုရငးမြ အုပးခ္ဳပးကာ တႏၲရယာန နြငးံ ဟိႏၵဴ ယဤးေက့္မြု ထျနး့ကာ့ခဲံသညး၈ 

အငးဒိုနီ့ရြာ့ ရိြ ေဗာေရာဗုေဓာေက္ာကးေစတီေတားၾကီ့ မြာ ထငးရြာ့လြေသာ 

သာဓက်ဖစး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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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ဿ ရာစုတျငး အစၥလာမးဘုရငးတပါ့သညး ေကဓ ေဒသတျငး နိုငးငဵငယးတခု 

စတငးတညးေထာငးၿပီ့ ှ၂ ရာစုတျငး မလကၠာ မငး့ဆကး အ်ဖစး 

အငးအာ့ႀကီ့မာ့လာေသားလညး့ ်မနးမာနိုငးငဵကဲံသို႓ အေရြံေတာငးအာရြ ၏ 

ေထရဝါဒ ယဤးေက့္မြုကို ေ်ပာငး့လဲနိုငးစျမး့မရိြခဲံပါ ၈ ဣ အစၥလာမးယဤးေက့္မြု 

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ကၽျနး့ဆျယးေဒသ တျငး အငးဒိုနီ့ရြာ့ ဘ႐ူနိုငး့ နိုငးငဵ 

အထိသာ ်ပနး႓နြဵ႓သျာ့ခဲံ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 ၏ အေနာကးဘကးတျငးရိြေသာ အိႏိၵယနြငးံ တိဗကးေဒသတျငး      

ှှ - ှ ဿ ရာစု၏ ဘာသာေရ့မြာ တႏၲရယာန နြငးံ ဟိႏၵဴ ဘာသာ လႊမး့မို့ခဲံသညး၈ 

ထိုအခ္ိနးတျငး အိႏိၵယမြာ နိုငးငဵငယးမ္ာ့အ်ဖစး ၿပိဳကျဲကာ အငးအာ့နညး့ပါ့ခဲံၿပီ့ 

အစၥလာမးဘာသာဝငးမ္ာ့ ခ္ငး့နြငး့ ဝငးေရာကးအုပးစို့ခဲံသညး၈ ှ၃ ရာစု 

အိႏိၵယတျငး အငးအာ့ႀကီ့မာ့ေသာ မဂိုလး အစၥလာမးမငး့ဆကး ခိုငးၿမဲစျာ 

တညးေထာငး နိုငး   ေသားလညး့ ်မနးမာနိုငးငဵ၏ ေ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 ဓေလံထဵု့စဵ 

တို႓ကို ဟိႏၵဴ ဘာသာ၇ အစၥလာမးဘာသာတို႓က မညးသို႓မၽြ ေ်ပာငး့လဲနိုငးစျမး့ 

မရိြခဲံပါ၈  

 

်မနးမာ၇ ထိုငး့နိုငးငဵ ၏ေ်မာကးဘကးတျငးရိြေသာ                

                   တရုတးနိုငးငမဵြ ဆငး့သကး လာၾကပါသညး၈  

၆ ရာစု တျငး ယူနနးေဒသ နနး့ေက္ာငး့မငး့၏ ရနးစစးေၾကာ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ပ္ဴမငး့ဆကး ပ္ကးသုနး့ခဲံရသညး၈ ှှ - ှဿ ရာစု ပုဂဵေခတး      သ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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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ရုတး်ပညးတျငး အငး့အာ့ေလ္ာံနညး့ေသာ ဆုနး႓မငး့ဆကး်ဖစးသညး၈ ှ၀ ရာစု 

တရုတး ယျမးမငး့ဆကး ကူဗလိုငးခနးမငး့ လကးထကးတျငး ပုဂဵမငး့ဆကး 

ပ္ကးသုနး့ခဲံသညး၈ သို႓ေသား ်မနးမာနိုငးငဵသညး တရုတး်ပညးဗဟို နြငးံ 

ေဝ့ကျာလျနး့်ခငး့၇ လမး့ပနး့ဆကးသျယးေရ့ ခကးခဲ် ခငး့ ၇ ပုဂဵေခတးက 

အေ်ခခိုငးခဲံေသာ သဵဃာအဖျဲ႓အစညး့၏ ထိနး့သိမး့ေစာငးံေရြာကးခဲံ်ခငး့ ေၾကာငးံ 

ယူနနးေဒသသို႓ တရုတးယဤးေက့္မြု ဝငးေရာကးခဲံေသားလညး့ ်မနးမာနိုငးငဵ၏ 

ယဤးေက့္မြု သညး ေ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ယဤးေက့္မြု သာ်ဖစးခဲံသညး၈ ်မနးမာ၇ 

ထိုငး့နိုငးငဵ တို႓၏ ေထရဝါဒယဤးေက့္မြုကို ယူနနး်ပညးနယး                 

(               ) ေဒသ တျငး တညးေဆာကးနိုငးခဲံသညး၈ 

ေဒသခ္ငး့နီ့ကပးေသာေၾကာငးံ                       အဆကးအဆဵရိြပဵုကို 

ယေန႓ ရနးကုနးရိြ တရုတးဘုနး့ႀကီ့ေက္ာငး့ တျငး တရုတးဘာသာ်ဖငးံ 

ေရ့သာ့ထာ့ေသာ မဟာယာန တိပိဋက က္မး့စာ အစိတးအပိုငး့ ကို 

အမြတးတရ အေန်ဖငးံ ေတျ႓်မငးနိုငး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 သညးလညး့ တရုတး 

      ဘုနး့ႀကီ့မ္ာ့ အၿမဲ လာေရာကး ဖူ့ေမၽြား          ဘုရာ့တစးဆူ 

်ဖစးပါသညး၈  

 

သဵဃာေတားမ္ာ့၏ အသကးနြငးံလဲ၊သာသနာေတားကို ေစာငးံေရြာကးမြု ၇ 

ဘုရငးနြငးံ ်ပညးသူမ္ာ့  အာ့ေပ့ ေထာကးပဵံမုြ ်ဖငးံ ပုဂဵေခတးတျငး မူလရိြရငး့စျဲ 

      မ္ာ့ကို ေ်ပာငး့လဲနိုငးကာ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ဗဟို်ပဳေ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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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ထရဝါဒယဤးေက့္မြုသညး နကးရြုိငး့စျာ    ်ပညးလဵု့သို႓ အရိြနးအဟုနး်ဖငးံ 

်ပနး႓နြဵ႓ခဲံသညး၈ အိႏိၵယ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ဣကဲံသို႓်ပနး႓နြဵ႓ သျာ့်ခငး့ 

မရိြခဲံရာ ်မနးမာနိုငးငဵသညး စဵနမူနာ်ဖစးခဲံရသညး ၈ ထိုမြ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ထိုငး့၇ 

ကေမၻာဒီ့ယာ့ ၇ ေလာ ၇ ဗီယကးနမးေတာငးပိုငး့ နြငးံ ယူနနး်ပညးနယး 

             ေဒသ         တညးတဵံ        သျာ့ရနး ႀကီ့မာ့စျာ 

အေထာကးအကူ်ပဳခဲံသညး၈ ေလ့ဘကးေလ့တနးမြ အငးအာ့ႀကီ့မာ့လြေသာ 

တရုတးယဤးေက့္မြု၇ ဟိႏၵဴ ယဤးေက့္မုြ နြငးံ အစၥလာမးယဤးေက့္မုြ နိုငးငဵႀကီ့မ္ာ့ 

ဝနး့ရဵေနေသားလညး့ ဆရာ ဒကာ ညီညျတးစျာ်ဖငးံ သာသနာေတားကို 

ေစာငးံေရြာကးခဲံ်ခငး့ေၾကာငးံ ဣယဤးေက့္မြုမ္ာ့သညး အေရြံေတာငးအာရြ 

ေထရဝါဒ နိုငးငဵမ္ာ့အတျငး့သို႓ဝငးေရာကးနိုငး်ခငး့ မရိြပါ ၈ ၂၀      

ေခတးဆနး့ကာလ ေရာကးမြသာ ယဤးေက့္မုြပဵုစဵ အသစးကို ်မငးေတျ႓ရပါသညး၈  

 

ှ၆ ရာစု အေနာကးတိုငး့သာ့မ္ာ့ မဝငးေရာကးခ္ိနးအထိ ေထရဝါဒယဤးေက့္မြု 

သညး သီရိလကၤာနြငးံ အေရြံေတာငးအာရြတျငး စညးပငးထျနး့ကာ့ခဲံသညး၈ ကိုလိုနီ 

နယးခ္ဲ႔မ္ာ့ အေရြံတိုငး့သို႓ ဝငးေရာကးလာခ္ိနးတျငး ေထရဝါဒနိုငးငဵမ္ာ့ 

အာ့လဵု့နီ့နီ့ နယးခ္ဲ႔ လကးေအာကး သို႓က္ေရာကးခဲံၾကရာ ၁ငး့တို႓၏ 

ထို့နြကးခ္ကးမြာ အေတားပငး နကး႐ိုြငး့က္ယး်ပနး႓ပါသညး၈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ယဤးေက့္မုြဓေလံထဵု့စဵ အ်ဖစး ဖိနြိပးခဵလူတနး့စာ့ကို အာ့ေပ့၊ ်ပညးသူလူထုကုိ 

ရဲဝငးံစျာ ဥ့ေဆာငးမြုေပ့ခဲံသညး ၈ ေထရဝါဒ၏ အမာခဵ်ဖစးေ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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သီရိလကၤာသညး ပထမဥ့စျာ အဂၤလိပး လကးေအာကး က္ေရာကးခဲံၿပီ့ 

ထို႓ေနာကး ်မနးမာနိုငးငဵသညး အဂၤလိပးကိုလိုန ီနိုငးငဵ်ဖစးခဲံသညး၈ ကေမၻာဒီ့ယာ့၇ 

ေလာ၇ ဗီယကးနမး တို႓သညး ်ပငးသစးလကးေအာကး က္ေရာကးခဲံသညး၈ 

အငးအာ့ႀကီ့မာ့ေသာ ကိုလိုနီနယး နြစးခုအၾကာ့တျငး ထိုငး့နိုငးငဵသညး 

ဗုဒၶဘာသာကိုေထာကးပဵံရငး့၇ ထိုငး့ဘုရငးစနစး ကို်ပဳ်ပငး ေ်ပာငး့လဲရငး့ 

နယးခ္ဲ႔တို႓၏ စစးမီ့လ္ဵၾကာ့တျငး လျတးလပးေသာ နိုငးငဵအ်ဖစး ရပးတညးရနး 

ႀကိဳ့ပမး့ခဲံရသညး၈ ကိုလိုနီနိုငးငဵမ္ာ့ လျတးလပးေရ့ ရရနးႀကိဳ့ပမး့သညးံ 

အခါတျငးလညး့ ဗုဒၶဘာသာယဤးေက့္မြုဓေလံထဵု့စဵ တို႓ကို အာ့ကို့အာ့ထာ့ 

်ပဳခဲံရသညး ၈ ဣသို႓်ဖငးံ ရဟနး့သဵဃာထုနြငးံ တိုငး့်ပညး၏ကဵၾကမၼာသညး 

ထူ့်ခာ့စျာ ဆကးႏႊယးမြုရိြခဲံသညး၈ ဣကာ့ ေရြ့ေခတး ဗုဒၶဘာသာနြငးံ 

တိုငး့်ပညး၏ဆကးႏႊယးမြု်ဖစးၿပီ့ ယခုေခတးတျငးမူ ပဵုစဵသစး်ဖငးံ်မငးေတျ႓ရသညး၈  

 

မ္ကးေမြာကးေခတးတျငး သီရိလကၤာနိုငးငဵသညး တမီလးသူပုနးမ္ာ့ကို 

နြိမးနြငး့ရာတျငး သဵဃာထု၏ ေထာကးခဵမြုကို ရယူခဲံရ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သဵဃာထု တရပးလဵု့သညး ်ပညးသူလူထု၏ အချငးံအေရ့မ္ာ့ကို ကာကျယး 

ေစာငးံေရြာကးရငး့ စစးအစို့ရကို ဆႏၵ်ပခဲံၾကသညး၈ ထိုငး့နိုငးငဵတျငးမူ 

်ပညးသူလူထု၏ ဆႏၵ်ပမြုမ္ာ့ အဓိကရုဏး့မ္ာ့ ်ပငး့ထနးခဲံေသားလညး့ 

သဵဃာေတားမ္ာ့သညး ၿငိမး့ခ္မး့စျာ်ဖငးံ ်ပညးသူလူထုကို ေစာငးံေရြာကးခဲံၾက၊ 

လူထုၾကာ့ ဆႏၵ်ပမြုတျငး မပါဝငးခဲံပါ 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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ဗုဒၶဘာသာ ရဟနး့သဵဃာသညး ်မနးမာ ၇ ထိုငး့ ယဤးေက့္မြု ဓေလံထဵု့စဵ၏ 

အဆီအနြစး ်ဖစးေသားလညး့ နိုငးငဵတခုစီ၏ ကဵၾကမၼာ မတူညီေသာေၾကာငးံ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ရႊဝါေရာငးေတားလြနးေရ့ ေပၚေပါကးခဲံရကာ ထိုငး့        

တျငးေပၚေပါကးခဲံေသာ အနီေရာငး အဝါေရာငးတပးမ္ာ့၏ အဓိကရုဏး့တျငး 

သဵဃာေတားမ္ာ့ မပါဝငးခဲံၾကဘဲ ၿငိမး့ခ္မး့စျာ ေနခဲံၾကပဵုနြငးံ 

နြိုငး့ယြဤးၾကညးံနိုငးပါသညး၈  

ယခု ကျၽနးုပးတို႓ ်မနးမာ်ပညး ဘုရာ့ဖူ့ခရီ့ထျကး လာၾက်ခငး့်ဖစးၿပီ့ ရတနာသဵု့ပါ့ 

၏ တိုငး့်ပညးနြငးံလူမ္ိဳ့အေပၚ အက္ိဳ့ေက့္ဇူ့ရိြပဵု နြငးံ အေ်ခခိုငးမာလြေသာ 

သဵဃာအစဤးအလာမ္ာ့ ကို အထငးႀကီ့ေလ့စာ့လ္ကးရိြပါသညး၈ သို႓ေသား 

်မနးမာဗုဒၶဘာသာ သညး ခၽျတးယျငး့ခ္ကးမ္ာ့၇ အခကးအခဲမ္ာ့ မရိြသညး 

မဟုတးပါ၈ ဤပမာ ၇ ်မနးမာဗုဒၶဘာသာသညး ေရြ့ယခငးက ကိုလိုနီနယးခ္ဲ႔မ္ာ့၏ 

ထို့နြကးမုြ၇ လျတးလပးေရ့ရၿပီ့ ယခုေခတး စစးအစို့ရ၏ အႏၲရာယးေပ့မုြမ္ာ့ 

ကိုခဵခဲံရသညး ၈ မ္ကးေမြာကးေခတးတျငးလညး့ globalization နြငးံအတူ 

   ကမၻာလဵု့ ရိြ မတူညီေသာ ဘာသာေပါငး့စဵုတို႓ ကူ့လူ့ဆကးဆဵမုြ က 

ေခတးသစး ်မနးမာဗုဒၶဘာသာ ရငးဆိုငးရေသာ အေရ့ကိစၥ်ဖစးပါသညး၈ 

ဣအေရ့ကိစၥသညး မ္ကးေမြာကးေခတး ထိုငးဝမး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ထျနး့ကာ့ေရ့ 

ေဆာငးရျကးရာတျငးလညး့ႀကဵဳေတျ႓ရကာ ဣအေတျ႓အႀကဵဳကို ်မနးမာနိုငးငဵမြ 

ေလံလာသငးံပါသညး ၈ ထိုငးဝမး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ထျနး့ကာ့ေရ့ကို 

ေဆာငးရျကးရာတျငး          ႔                       ဗုဒၶဘာသာကို  

大金塔前的省思

266 267



လူမြုအဖဲျ႓အစညး့၏ အဓိကဘာသာ   ခုအ်ဖစး မ္ကးေမြာကးေခတးတျငး 

်ပနးလညးရြငးသနးလာေစပါမညး၈ ထိုငးဝမးသညး ကမၻာေပၚမြ မတူညီေသာ 

ဗုဒၶဘာသာ ဓေလံထဵု့စဵမ္ာ့ စဵုစညး့ရာေဒသ ်ဖစးရဵုမက ကမၻာေပၚမြ 

အ်ခာ့ဘာသာ ယဤးေက့္မြုမ္ာ့ အတူတကျ ကူ့လူ့ဆကးဆဵရာ ေဒသ   ခု 

်ဖစးလာေစပါမညး၈  

 

မ္ကးေမြာကးေခတး အထိ ်မနးမာဗုဒၶဘာသာသညး အခကးအခဲမ္ာ့ကို 

ေတျ႓ႀကဵဳခဲံရကာ ်ပညးသူလူ  ုသညး သဵဃာေတားမ္ာ့ အေပၚေမၽြားလငးံခ္ကး 

ႀကီ့မာ့ခဲံသညး၈ ေရြ့အခါက ရဟနး့သဵဃာမ္ာ့ တညးေထာငးခဲံေသာ 

သနး႓ရြငး့စငးၾကယးေသာ သာသနာေတားနြငးံယဤးေက့္မုြ ၇ ရတနာသဵု့ပါ့ကို ဆရာ 

ဒကာညီညျတးစျာ်ဖငးံ ေစာငးံေရြာကးခဲံၾကပဵု ၇ အေရြံတိုငး့မြ အ်ခာ့ယဤးေက့္မြုမ္ာ့ 

( တရုတး ၇ ဟိႏၵဴ ၇ အစၥလာမး ) ဝငးေရာကးမုြကို ႀကဵံႀကဵံခဵခဲံ ပဵုတို႓ကို             

သတိရမိၾကပါသညး၈  

 

ယေန႓ေခတးတျငး အေနာကးတိုငး့ ယဤးေက့္မုြ ကို                        

ကမာၻ႓ယဤးေက့္မုြ အသစး      ရငးဆိုငးၾကရ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ကို 

စိတး ေအ့ခ္မး့စျာ်ဖငးံ ကို့ကျယးနိုငးရဵုမက တကမၻာလဵု့ကို သာသနာ ်ပနး႓ပျာ့ရနး 

သဵဃာေတားမ္ာ့ အေပၚ လူထုကေမၽြားလငးံၾက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ရဟနး့သဵဃာမ္ာ့ ဥ့ေဆာငးေသာ ဗုဒၶဘာသာ ယဤးေက့္မုြ အ်ပ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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ခကးခနဲကးနေဲသာ ပါဠိ ပိဋကတး သဵု့ပဵုကို ေလံလာသငးယူေသာစနစး နြငးံ သီလ၇ 

သမာဓိ၇ ပညာ သိကၡာသဵု့ရပး အက္ငးံ်မတးကို က္ငးံႀကဵအာ့ထုတး်ခငး့ 

တို႓လညး့ရိြေနပါေသ့သညး၈  

 

၀.ဿ၈ ပါဠိ ပိဋကတး သုဵ့ပုဵကုိ ေလံလာသငးယူ်ခငး့ 

 

ပါဠိ ပိဋကတး သဵု့ပဵုကို ေလံလာသငးယူ်ခငး့ နြငးံ အာဂဵုေဆာငး်ခငး့သညး 

်မနးမာရဟနး့မ္ာ့အတျကး အေ်ခခဵက္၊ အေရ့ႀကီ့ေသာ လုပးငနး့စဤး 

တခု်ဖစးၿပီ့ ကမၻာမြာ ထငးရြာ့ေက္ားၾကာ့လြပါသညး၈ ေထရဝါဒတို႓၏ မိခငးနိုငးငဵ 

ဟုေခၚဆိုေသာ သီရိလကၤာနိုငးငဵ တျငး         ဘာသာစကာ့သညး 

ပါဠိဘာသာ နြငးံ နီ့စပးေသားလညး့ သီရိလကၤာမြ ရဟနး့သဵဃာမ္ာ့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 ပါဠိ ပိဋကတးသငးၾကာ့ေရ့ စနစးကို အလျနး အထငးႀကီ့ 

ေလ့စာ့ၾကပါသညး၈                                       

ဆရာေတားႀကီ့မ္ာ့ထဵတျငး တပညးံအ်ဖစးခဵယူကာ တရာ့စာေပမ္ာ့ 

ကိုသငးယူၾကရပါသညး၈ သူေတားေကာငး့မ္ာ့ကိုခ္ဤး့ကပး်ခငး့ ၇ တရာ့ဓမၼ 

ကိုနာယူ်ခငး့ ၇ ရျတးဆို်ခငး့ ၇ အာဂဵုေဆာငး်ခငး့ ၇ နာ့လညးေအာငး သဵု့သပး 

ဆငး်ခငး်ခငး့ တို႓သညးကာ့ ်မတးဗုဒၶ၏ အလိုေတားက္ အတိုငး့်ဖစးပါသညး ၈ 

ယခုေခတး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ဆရာေတား တဥ့်ဖစးသူ ယငးံဆျနး႓ဆရာေတား 

( 印順法師 ) ကလညး့ ဣကဲံသို႓ပငး ၫႊနးၾကာ့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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ယငးံဆျနး႓ဆရာေတားက ကိုယးတိုငး တရာ့ေဟာသညးံအ်ပငး အာ့လဵု့ကို 

ေအာကးပါ အတိုငး့ တိုကးတျနး့ ပါသညး၈ 

 “တရာ့စာအုပး ဖတးသညးံအခါ မြတးစုထုတးပါ ၈ မြတးစုကို အ်ခာ့သူမ္ာ့ 

နြငးံမၽြေဝပါ ၈ တရာ့ေဟာေ်ပာ်ခငး့ ၇ သငးၾကာ့်ခငး့ တို႓်ပဳလုပးပါ ၈ စာအုပး အ်ဖစး 

ေရ့နိုငးပါက ပိုေကာငး့ပါသညး၈”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ကၽျမး့က္ငးပိုငးနိုငးၿပီ့ေနာကး အာဂဵုေဆာငးနိုငးေသာ 

"တိပိဋကဓရ" မ္ာ့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ယခုထကးတိုငး 

အသကးဝငးလ္ကးရိြေသာ အစဤးအလာတစးခု်ဖစးပါသညး ၈ ဝိနယဓရ မ္ာ့မြာမူ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အေ်မာကးအ်မာ့ရိြပါသညး ၈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အနကးအဓိပၸါယး 

ေဖားသညးံ အပိုငး့တျငး ေခတးအဆကးဆကးက နာမညးႀကီ့ ဆရာေတားမ္ာ့ 

ေပၚထျနး့ခဲံရာ ယခုေခတးတျငး 

ဘာသာဋီကာက္မး့ေပါငး့မ္ာ့စျာ ကို 

ေရ့သာ့်ပဳစုခဲံေသာ 

"မဟာဂႏၶာရဵုဆရာေတားႀကီ့" မြာ 

အထငးရြာ့ဆဵု့်ဖစး၊   

"ဿွ ရာစု ရြငးမဟာဗုဒၶေဃာသ" ဟု    

ေခၚဆို်ခငး့ခဵရ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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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နးမာလူမ္ိဳ့မ္ာ့ တရာ့ဓမၼကို က္ကးမြတး အာဂဵုေဆာငးမြု ထိနး့သိမး့မုြ သညး 

စနစးတက္ရိြရဵုမက အေသ့စိတး အဆဵု့တိုငးေအာငး ေဆာငးရျကးနိုငးပါသညး ၈ ပါဠိ 

ပိဋကတးသဵု့ပဵု ကို ေလံလာ သုေတသန ်ပဳမြု စနစး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ခိုငးၿမဲလြၿပီ့ ယခုထကးတိုငး အသကးဝငးလ္ကးရိြပါသညး ၈ ်မနးမာနိုငးငဵရိြ 

စာခ္ဆရာေတား မ္ာ့သညး ပိဋကတးသဵု့ပဵု ကို က္ကးမြတးနိုငးရဵုသာမက 

အဓိပၸာယးဖျငးံဆုိေသာ အ႒ာကထာ ၇ ဋီကာက္မး့မ္ာ့ ကိုလညး့ 

ေကာငး့စျာနာ့လညး သေဘာေပါကးၾကပါသညး၈ ထို႓ေၾကာငးံ ပိဋကတးသဵု့ပဵု 

သငးၾကာ့ေရ့ စနစးသညး ကၽျမး့က္ငးခိုငးမာလြပါသညး၈ ဤပမာ ၇ ဝိနညး့ကို 

စိတးဝငးစာ့သူသညး အဆငးံ ၂ ဆငးံရိြေသာ က္မး့စာမ္ာ့ကို ေလံလာရဵု်ဖငးံ 

တတးေ်မာကးနိုငးၿပီ့ အာဂဵုေဆာငးနိုငးပါက ပို၊ကျၽမး့က္ငးလာပါသညး ၈  

 

ပိဋကတး သဵု့ပဵုလဵု့ ကို တတးေ်မာကးလိုပါက မဟာဂႏၶာရဵု ဆရာေတားႀကီ့ 

၏က္မး့စာမ္ာ့ ကို ေလံလာရဵု်ဖငးံ ေအာငး်မငးနိုငးပါသညး ၈ ကျၽနးုပးတို႓၏ ပိဋကတး 

သဵု့ပဵု အေပၚ နာ့လညးသေဘာေပါကးမုြ၊ ေလံလာသဵု့သပးမြု၇ 

အဓိပၸာယးရြငး့လငး့မြ၇ု က္ကးမြတး 

အာဂဵုေဆာငးမြု အပိုငး့တျငး 

အေတားပငး အာ့နညး့လ္ကးရိြရာ 

သငးၾကာ့ေရ့စနစး ကိုကာ့ 

ေ်ပာရနးမလိုေတာံေပ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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ဣကဲံသို႓ အငးအာ့ေကာငး့လြေသာ ပိဋကတးသဵု့ပဵု သငးၾကာ့ေရ့ စနစးသညး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တညးၿမဲရနး အတျကး အေ်ခခဵအေၾကာငး့ရငး့ 

တစးခု်ဖစးပါသညး ၈ တခါက TTBC တျငး ဤပုသး်ပဳၿပီ့ ်မနးမာဆရာေတား ဥ့စိတၱရ 

( မဟာဂႏၶာရဵုဆရာေတားႀကီ့ ၏ တပညးံ်ဖစးသူ မဟာဂႏၶာရဵုစာသငးတိုကး 

စာခ္ဆရာေတား ) ထဵသို႓သျာ့ေရာကးဖူ့ေမ္ြားရာတျငး ဆရာေတားက 

"ပိဋကတးသဵု့ပဵု 

သငးၾကာ့ေရ့၏ အေရ့ပါပဵု နြငးံ 

ထိုငးဝမးတျငး 

ဗုဒၶဘာသာအေ်ခက္ရနး 

အတျကး မရိြမ်ဖစး လိုအပးပဵု" 

တို႓ကို အကို့အကာ့နြငးံ တကျ 

တရာ့ေဟာရာတျငး ထညးံသျငး့ ေ်ပာၾကာ့ ပါသညး၈ 

 

ပါဠိ ပိဋကတးသဵု့ပဵု အရိပးေအာကး တျငး ရြငးသနးႀကီ့်ပငး့ခဲံေသာ ်မနးမာ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တညးတဵံခိုငးၿမဲခဲံၿပီ့ ယဤးေက့္မြု လူေနမြုတို႓သညး 

ပိဋကတးသဵု့ပဵု ေအာကးတျငး အႀကဵဳ့ဝငးခဲံသညး၈ ဣကာ့ ်မနးမာလူမ္ိဳ့တို႓ 

ေအာကးေမံသတိရဖျယး်ဖစးၿပီ့ ကျၽနးုပးတို႓ ထိုငးဝမးလူမ္ိဳ့မ္ာ့ 

အတုယူရမညးံအခ္ကး်ဖစးပါသညး၈ ယခငးေခတး ကပငး ဘာသာ်ခာ့ အယူအဆ 

ထို့ေဖာကးဝငးေရာကး        ရိြေသားလညး့ စာတနး့တငး်ပမုြအေန်ဖ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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နညး့ပါ့ခံဲသညး ၈ ယခုေခတး ကိုလိုနီ နယးခ္ဲ႔မ္ာ့၏ က္ဴ့ေက္ားခဲံမြု ကို 

ႀကဵဳေတျ႓ရရဵုသာမက ၁ငး့တို႓နြငးံအတူ ဘာသာ ၇ ယဤးေက့္မြုမ္ာ့ 

ဝငးေရာကးလာမြုက မ္ကးေမြာကးေခတး ကမာၻ႓ဘာသာ ယဤးေက့္မုြတို႓ 

ကူ့လူ့ဆကးဆဵရာ အေရ့ကိစၥမ္ာ့ပငး်ဖစး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 အေန်ဖငးံ 

အ်ခာ့ဘာသာမ္ာ့နြငးံ ရငးဆိုငးရသညးံ အေတျ႓အႀကဵဳမြာ မလဵုေလာကးေသ့ပါ၈ 

နုြိငး့ယြဤး၊ၾကညးံရမညး ဆိုပါက ၇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တရုတး်ပညး 

သို႓ေရာကးေသာအခါ ရုိ့ရာ အယူအဆမ္ာ့နြငးံ ပဋိပကၡ်ဖစးရသညးံ အ်ပငး 

ဘုရငးအလိုေတားက္ ်ပဳ်ပငးေ်ပာငး့လဲရကာ့ ဣသို႓ အ်ခာ့ဘာသာမ္ာ့နြငးံ 

ရငးဆိုငးရသညးံ အေတျ႓အႀကဵဳမြာ ပိုမိုမ္ာ့်ပာ့ၿပီ့ မနးခ္ဴ့မငး့ဆကး ကုနးခါနီ့တျငး 

ဘာသာသဵု့ခုေပါငး့ဆဵုေသာ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 3 in 1 ) ်ဖစးခဲံရသညး၈ အိႏိၵယ 

မြာကဲံသို႓ ဗုဒၶဘာသာ ကျယးေပ္ာကးသျာ့်ခငး့ မဟုတးပါ၈ ထိုငးဝမးတျငး 

ထိုကး႐ႊီ့ဆရာေတား (太虛法師) နြငးံ ယငးံဆျနး႓ဆရာေတား(印順法師) တို႓ 

တညးေထာငးခဲံေသာ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အယူအဆမ္ာ့ေ်ပာငး့လဲေရ့ အတျကး 

ယခုေခတး ဗုဒၶဘာသာထျနး့ကာ့ေရ့ အတျကး ဥ့ေဆာငးလ္ကးရိြပါသညး၈  

 

ထို႓အ်ပငး ေခတးသစး ဗုဒၶဘာသာ အေတျ့ အေခၚသစးမ္ာ့ စညးပငးထျနး့ကာ့ေရ့ 

နြငးံ ထိုငးဝမး လူေနမြုနယးပယးတျငး လကးခဵက္ငးံသဵု့ေရ့ ကိုလညး့ 

အေထာကးအကူ်ပဳပါသညး၈ ်မတးစျာဘုရာ့လကးထကးေတားက ်ဗဟၼဏဘာသာ 

နြငးံ နတးကို့ကျယးမြုကို ရငးဆိုငး၊ သာသနာေတားကို တညးေထာငးခဲံရသ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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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ရုတးဗုဒၶဘာသာဝငးမ္ာ့ သညးလညး့ အေ်ခအေနအမ္ိဳ့မ္ိဳ့ အယူဝါဒအမ္ိဳ့မ္ိဳ့ 

ၾကာ့တျငး ႀကဵံႀကဵံခဵခဲံရသညးံ အေတျ႓အႀကဵဳမ္ာ့ ရိြခဲံရကာ့ ဣအေတျ႓အႀကဵဳမ္ာ့ 

ကို ်မနးမာနိုငးငဵသို႓ တငး်ပ     ပါက အလျနးအက္ိဳ့မ္ာ့ပါမညး၈ 

 

၀.၀၈ သီလ သမာဓိ ပညာ တညး့ဟူေသာ သိကၡာ သုဵ့ရပး အက္ငးံ်မတးကုိ 

က္ငးံႀကဵအာ့ထုတး်ခငး့  

 

ထို႓အ်ပငး ်မနးမာတို႓သညး သီလ 

သမာဓိ ပညာ အက္ငးံမ္ာ့ကို 

က္ငးံႀကဵရာတျငးလညး့ 

အလျနးခိုငးၿမဲကာ မ္ကးေမြကးေခတးတျငး 

   ကမာၻလဵု့သို႓ ်ပနး႓နြဵ႓သျာ့ပါသညး၈ 

တရာ့အာ့ထုတး်ခငး့ (meditation) 

အေၾကာငး့ေ်ပာရလ္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ကိုခ္နးထာ့၊ မရနိုငးေပ၈ ဤပမာ ဆိုရလၽြငး 

ကျၽနးမတို႓ သျာ့မညးံ ဖာ့ေအာကးေတာရတျငး ပဵုမြနးအခ္ိနး၉ တရာ့အာ့ထုတးသူ 

တစးေထာငးခနး႓ရြိၿပီ့ ရဟနး့သဵဃာမြာ တဝကးေက္ားရိြပါသညး၈ နိုငးငဵေပါငး့ ဿဝ 

ေက္ားမြ ေယာဂီမ္ာ့ နြစးရာခနး႓ ရိြပါသညး ၈ ဣကဲံသို႓ေသာ တရာ့စခနး့မ္ိဳ့ 

ကမာၻေပၚတျငး         ေနရာ   ေတျ႓ရိြရနး မလျယးကူပါ 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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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ယခငးတညး့က တရာ့ထိုငးနညး့နြငးံ ပကးသကး၊ စနစးတက္ 

သငးၾကာ့ ်ပသေပ့နိုငးေသာ ကမၼ႒ာနာစရိယ ဆရာေတားမ္ာ့မြာ မရြာ့လြေပ၈ 

ယခုေခတးတျငးမူ ဖာ့ေအာကးေတာရဆရာေတား၏ တရာ့ထိုငးနညး့ သညး 

စနစးတက္ရိြရဵုမက က္ယးက္ယး်ပနး႓်ပနး႓ ရြငး့လငး့ထာ့ပါသညး၈ 

ဖာ့ေအာကးေတာရဆရာေတား နြစးအနညး့ငယး အတျငး့ ေရ့သာ့်ပဳစုေသာ 

"                     " စာအုပးမြာ ၂ အုပးတျဲ်ဖစးၿပီ့ စာမ္ကးနြာ ၁ဝဝဝ ခနး႓ 

ရိြပါသညး ၈ ဣစာအုပးမ္ာ့ကို အေ်ခခဵ၊ တရုတးဘာသာ်ဖငးံ ်ပဳစုထာ့ေသာ 

 "智慧之光" စာအုပးသညး တရာ့ထိုငးနညး့ လကးစဲျ ်ဖစးၿပီ့ ဣ စာအုပးအတိုငး့ 

တရာ့က္ငးံနိုငး ၿပီဆိုလ္ငး ေအာငး်မငးပါၿပီ ၈ "                     "က္မး့ အတိုငး့ 

             တ်ခာ့သူမ္ာ့ကိုပါ သငးၾကာ့်ပသေပ့နိုငးပါက 

အတိုငး့ထကးအလျနးေပ၈  

 

ပရိယတၱိ နြငးံ ပဋိပတၱိ ( ပိဋကတးစာေပသငးၾကာ့်ခငး့ နြငးံ 

ပိဋကတးႏြငံးအညီက္ငံး်ခငး့ ) အ်ပနးအလြနး အက္ိဳ့်ပဳပဵု ကို ကျၽနးုပးတို႓ 

ၾကာ့ဖူ့ၾကေသားလညး့ လကးေတျ႓က္ငးံသဵု့ရနး လိုအပးပါေသ့သညး၈ 

်မနးမာနိုငးငဵ၏ တရာ့ထိုငးနညး့ စနစးကို ပါဠိ ၇ အ႒ာကထာ ၇ ဋီကာက္မး့တို႓က 

မညးသို႓မညးပဵု ရြငး့လငး့လမး့ၫႊနး ပါသနညး့   

ကျၽနးုပးတို႓နြငးံ ရငး့နီြ့ အကျၽမး့တဝငး ်ဖစးၿပီ့ေသာ ဖာ့ေအာကးနညး့စနစး ကို 

နမူနာအေန်ဖငးံ ေလံလာၾကညးံၾကပါစို႓ ၈ ဖာ့ေအာကးေတာရ ဆရာေ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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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之道" စာအုပးသညး ဒီဃနိကာယ တျငးပါေသာ မဟာသတိပ႒ာနသုတး 

ကိုရြငး့်ပထာ့ၿပီ့ ထို စာအုပးတျငး အာနာပါန နညး့်ဖငးံ သမာဓိထူေထာငးပဵု 

ဝိပႆနာ႐ြုပဵု နြငးံ သဵသရာမြ လျတးေ်မာကးပဵု အဆငးံဆငးံ ကို ရြငး့လငး့တငး်ပ 

ထာ့ပါသညး ၈ ဣက္မး့တျငး လမး့စဤး အက္ဤး့ခ္ဳပး ကို အရငးတငး်ပ ၿပီ့ မြ 

အာနာပါန်ဖငးံ သမာဓိ ထူေထာငးပဵု ကို အက္ယးတဝငးံ ေရ့သာ့ထာ့ပါသညး ၈ 

ဆရာေတား၏ "顯正法藏" စာအုပးတျငး စတုတၳစ္ာနး အထိ က္ငးံႀကဵရမညးံ 

နညး့မ္ာ့ကို အက္ယးတဝငးံ ေရ့သာ့ထာ့ကာ ဝိသုဒၶိမဂး က္မး့စာအတိုငး့ 

ရြငး့်ပထာ့်ခငး့ ်ဖစးပါသညး ၈ 

 

သမာဓိကိုအ်ခခဵၿပီ့ ဝိပႆနာ႐ြုရာတျငး အဓိက အခ္ကးကို က္မး့စာတျငး 

ေအာကးပါ အတိုငး့ အက္ဤး့ခ္ဳပး ေရ့သာ့ထာ့ပါသညး၈  

 

" ဣသို႓ မိမိ၏ ရုပးအေပါငး့၉မူလညး့ ရုပးအေပါငး့ကို အႀကိမးႀကိမး ႐ြြုေလံရိြသညး 

်ဖစး၊ ေန၏ ၇ သူတပါ့၏ ရုပးအေပါငး့၉မူလညး့ ရုပးအေပါငး့ကို အႀကိမးႀကိမး 

႐ြြုေလံရိြသညး ်ဖစး၊ ေန၏ ၇ မိမိ သူတပါ့၏ ရုပးအေပါငး့၉မူလညး့ 

ရုပးအေပါငး့ကို အႀကိမးႀကိမး ႐ြြုေလံရိြသညး ်ဖစး၊ ေန၏ "  

[ ဢတိ အဇၩတၱဵ ဝါ ကာေယ ကာယာနုပႆီ ဝိဟရတိ ၇ ဗဟိဒၶါ ဝါ ကာေယ 

ကာယာနုပႆီ ဝိဟရတိ ၇ အဇၩတၱဗဟိဒၶါ ဝါ ကာေယ ကာယာနုပႆီ 

ဝိဟရ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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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နာပါနစ္ာနးလမး့မြ ဝိပႆနာသို႓ ကူ့ရာ၉ အႆာသ ပႆာသ 

ကမၼိကပုဂၢိဳလး နြငးံ စ္ာနကမိၼကပုဂၢိဳလး ဟူ၊ လမး့နြစးသျယးရိြပါသညး ( ဒီ၇႒ D Am 

II p.355 ) ၈ ဒီဃ နိကာယ ဋီကာက္မး့တျငး အႆာသ ပႆာသ 

ကမၼိကပုဂၢိဳလး သညး ႐ူပမုေခန နညး့်ဖငးံ လညး့ေကာငး့ စ္ာနကမိၼကပုဂၢိဳလး 

သညး အ႐ူပမုေခန နညး့်ဖငးံ လညး့ေကာငး့ ဝိပႆနာကုိ ႐ြုပါသညး ( ဒီ၇ဋီ D 

Tm II p.300 ) ၈ အမြနးအတိုငး့ဆိုရလ္ငး ပိဋကတးသဵု့ပဵု ကျၽမး့က္ငးသူပငး ဣ 

ဒီဃနိကာယ အ႒ကထာ၇ ဋီကာက္မး့ကို ေလံလာရဵု်ဖငးံ စတငး 

တရာ့က္ငးံႀကဵရနး ခကးခပဲါသညး၈ ဣ အ႒ကထာ၇ ဋီကာက္မး့မ္ာ့ ကို 

မညးသို႓မညးပဵု အဓိပၸာယးေဖၚ၇ အနြစးခ္ဳပး၊ တရာ့က္ငးံႀကဵပဵု အဆငးံဆငးံ ကို 

တစုတစညး့တညး့ ေဖၚ်ပရမညးနညး့ ၈  

ဖာ့ေအာကးေတာရ ဆရာေတား ၏ "正念之道" စာအုပးတျငး ဣ အႆာသ 

ပႆာသ ကမၼိကပုဂၢိဳလး နြငးံ စ္ာနကမိၼကပုဂၢိဳလး တို႓၏ နညး့လမး့ 

နြစးသျယးတို႓တျငး သမထကို အေ်ခခဵ၊ ဝိပႆနာ က္ငးံစဤး်ဖငးံ သဵသရာမြ 

လျတးေ်မာကးေရ့ လမး့ေၾကာငး့ကို ရြငး့်ပထာ့သညး ၈  

( p. 102-105 , 105-106 ). 

 

အာနာပါန ကိုအေ်ခခဵ၊ သမာဓိ ဝိပႆနာဘာဝနာ ပျာ့မ္ာ့ အာ့ထုတး 

၊သဵသရာမြ လျတးေ်မာကးေၾကာငး့ကို က္မး့စာ ထတဲျငးေနာကးတနညး့ 

ရိြပါေသ့သညး ၈ (ှ၃) မ္ဳိ့ေသာ အ်ခငး့အရာတို႓်ဖငးံ အာနာပါနႆ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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သမာဓိဘာဝနာကို ပျာ့မ္ာ့အာ့ထုတးနညး့ ်ဖစးသညး ( မဇၩိမနိကာယ၇ှှ၅၇ 

အာနာပါနႆတိသုတး )၈ ဣသုတးတျငး ဣ ှ၃ မ္ိဳ့ကို အက္ဤး့ခ္ဳပးသာ 

ေဖၚ်ပထာ့ၿပီ့ ဝိသုဒၶိမဂး တျငး ဣနညး့ နြစးသျယး (မဟာသတိပ႒ာနသုတး နြငးံ 

အာနာပါနႆတိသုတး ) ကိုရြငး့်ပထာ့ေသားလညး့ လကးေတျ႓က္ငးံနိုငးရနး 

ခဲယဤး့လ္ကးပငး ရိြေပေသ့သညး၈ ဖာ့ေအာကး ဆရာေတားႀကီ့သညး ဣ 

ထူ့်ခာ့ နကးနေဲသာ က္ငးံစဤးမ္ာ့ကို လကးေတျ႓က္ငးံနိုငးရနး  

" 禪修入門與次第" စာအုပး ၏ အခနး့ ၄ နြငးံ       ၅ တျငးရြငး့လငး့ 

ထာ့ပါသညး၈ အာနာပါန သမာဓိဘာဝနာ သညး ဝိပႆနာ႐ြုရာ 

အဓိကလမး့ေၾကာငး့ ်ဖစးေၾကာငး့ နြငးံ သီလ သမာဓိ ပညာ သိကၡာ သဵု့ရပး 

အက္ငးံ်မတး အဆငးံဆငးံက္ငးံႀကဵပဵု ကို ဆရာေတားႀကီ့၏ စာအုပးမ္ာ့ကို 

အနြစးခ္ဳပး၊ ဣစာအုပးတျငး ေရ့သာ့ထာ့ပါသညး၈ တရာ့က္ငးံရနး 

စိတးဝငးစာ့သူ တို႓ ဣစာအုပးကို အရငးေလံလာနိုငးပါသညး ၈  

"ပညာအလငး့ေရာငးစာအုပး" ( 智慧之光) အစရိြေသာ က္မး့စာမ္ာ့မြာ 

တရာ့က္ငးံစဤးမ္ာ့ကို နကး႐ိုြငး့က္ယး်ပနး႓စျာ စနစးတက္ အဆငးံဆငးံ 

ရြငး့်ပထာ့ရာ ဝါရငးံ တရာ့ အာ့ထုတးသူမ္ာ့ နြငးံ သငးံေလ္ားေသားလညး့ တရာ့ 

အာ့ထုတးကာစ သူမ္ာ့မြာ အလျယးတကူ သေဘာေပါကးမညး မဟုတးပါ၈  

 

ယေန႓              ဗုဒၶဘာသာ ထျနး့ကာ့ပဵု ကို တရုတး်ပညး "ေဆျေခတး 

ထနးေခတး" ကဲံသို႓ပငး်ဖစးေၾကာငး့ ၇ အခ္ိဳ႔ကမူ ထိုေခတးမ္ာ့ထကးပ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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သာလျနးေၾကာငး့ ေ်ပာၾကပါသညး၈ ထိုငးဝမးတျငး သာသနာ စညးပငး်ပနး႓ပျာ့ေရ့ ၇ 

ဗုဒၶဘာသာ အနြစးသာရ အ်ပညးံအဝ တညးရိြေရ့ ၇ တရာ့ဓမၼ 

ပညာအလငး့ေရာငး ဆကးလကး တညးရိြ ေနေရ့အတျကး တရာ့ထိုငးနညး့ 

အဆငးံဆငးံ နြငးံ ပရိယတၱိ ပဋိပတၱိ စနစးတက္ ထျနး့ကာ့ေရ့ တို႓မြာ ကျၽနးုပးတို႓ 

အမြနးတကယး ေလံလာ ေဆာငးရျကးရမညးံ လုပးငနး့မ္ာ့ ်ဖစးသညး၈ 

ေဗာဓိဉာဏးရရိြေရ့ လမး့ေၾကာငး့ကို ေခ္ာေမျ႓စျာ ေလ္ြာကးလြမး့ရာတျငး 

်မတးဗုဒၶ၏မူလ သေဘာထာ့်ဖစးေသာ ကိေလသာေဝ့ကျာ သဵသရာ   

လျတးေ်မာကးေရ့ကို ထိုငးဝမးတျငး ေဆာငးရျကးၾကပါမညး ၈ ထို႓ေၾကာငးံ ကာမဂုဏး 

           တုိ႓်ပညးံစဵုလ္ကးရိြေသာ ယခုေခတးတျငး ထိုငးဝမး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အတျငး့၉ ဗုဒၶ၇ ဓမၼ၇ သစၥာ အနြစးသာရ တို႓တညးရိြေစၿပီ့ 

အ်ပငးဘကးကၾကညးံလ္ငး ခမး့နာ့ထညးဝါမြု ကို်မငးေတျ႓  ရပါမညး၈  

 

အခ္ဳပးအာ့်ဖငးံဆိုေသား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သာသနာထျနး့ကာ့ပဵု ကို 

ကိုယးတိုငးကိုယးက္ ေတျ႓်မငးၿပီ့ေနာကး  

(ှ) ရတနာသဵု့ပါ့ကို လကးဆငးံကမး့ထိနး့သိမး့်ခငး့၇  

(ဿ)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သငးယူ်ခငး့ ၇  

(၀) သိကၡာသဵု့ရပး အက္ငးံ်မတးကို ႀကိဳ့စာ့အာ့ထုတး်ခငး့ 

ဟူေသာအခ္ကးမ္ာ့က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ကို ခိုငးမာေစေၾကာငး့ 

နကး႐ိုြငး့စျာ ေတျ႓်မငးနိုငး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 "ပညာ အလငး့ေရာ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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ပိုမိုထငးရြာ့ကာ ်မတးဗုဒၶ၏ သာ့တပညးံ မ္ာ့ဥ့ေဆာငးခဲံေသာ 

ေဗာဓိဉာဏးရရိြေရ့လမး့ေၾကာငး့သညး စစးမြနးေသာသာသနာကို 

အဓျနး႓ရြညးေစပါသညး၈  

ဣကာ့ ်မတးဗုဒၶ ေဟာၾကာ့ခဲံေသာ ေသာတာပနး ်ဖစးေၾကာငး့ 

အဂၤါေလ့ခ္ကးပငး ်ဖစးပါသညး၈  

 

(ှ)သူေတားေကာငး့ႏြငး႓ေပါငး့သငး့်ခငး့ ၇ 

(ဿ) မြနးကနးေသာ တရာ့ကိုနာယူ်ခငး့ ၇  

(၀) သငးံတငးံေလ္ာကးပတးစျာ ဆငး်ခငးနြလဵု့သျငး့်ခငး့ နြငးံ  

(၁) ဇျသဲနးသနး်ဖငးံ တရာ့အာ့ထုတး်ခငး့ တို႓်ဖစးသညး၈  

 

(၁) မ္ကးေမြာကးေခတး ကျၽနးုပးတုိ႓ ေဆာငးရျကးရမညးံအေရ့ကိစၥမ္ာ့ နြငးံ 

လုပးေဆာငးရနးလမး့စဤးမ္ာ့  

 

ဆရာေတားက ်မနးမာ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အေ်ခခိုငးပဵု သာသနာ်ပနး႓ပျာ့ပဵု 

တို႓ကို ထိုငးဝမးနြငးံ အ်ပနးအလြနး နုြိငး့ယြဤး သဵု့သပး၊ ်မနးမာနိုငးငဵကို အတုယူကာ 

ထိုငးဝမးတျငးမညးသို႓မညးပဵု ေဆာငးရျကးရမညးကို                        

စိတးထမဲြ ေလ့ေလ့နကးနကး ခဵစာ့ရပါသညး ၈ ထို႓ေနာကး ဆရာေတား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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ထိုငးဝမး ဗုဒၶဘာသာ လမး့စကိုေ်ပာရငး့ ကျၽနးုပးတို႓ အာ့ ဘာသာေရ့ 

ေဆာငးရျကးရမညးံ လမး့စဤးေပၚသို႓ ဥ့ေဆာငးသျာ့ပါသညး ၈  

 

စစးမြနးေသာ်မတးဗုဒၶ၏ အဆဵု့အမ ( ေထရဝါဒ ) ထုိငးဝမး သို႓ ေရာကးလာခဲံသညး 

မြာ အနြစး ဿဝ ရိြပါၿပီ ၈ ယခု ကျၽနးုပးတို႓နြငးံ အတူလာေသာ ခ္ငး့တငးံဆရာေတား 

( 慶定長老 ) မြာ ပထမမ္ိဳ့ဆကး တစးဥ့်ဖစးပါသညး၈ ခ္ငး့တငးံဆရာေတား က 

ထိုငးဝမးတျငး ေထရဝါဒ ထျနး့ကာ့ေရ့ ၇ အေ်ခတညးေရ့ ၇ လူအမ္ာ့ကို့ကျယးေရ့ 

ကိုအထူ့ အေလ့ထာ့ခဲံရကာ လျနးခဲံေသာ ှဝ နြစးေက္ားကပငး 

"မူလဗုဒၶသာသနာေကာလိပး" ကို တညးေထာငးခဲံသညး ၈ လမး့တေလ္ြာကး 

ကာ့ေပၚတျငး ဆရာေတားနြငးံ အႀကိမးႀကိမး ေဆျ့ ေႏျ့ခဲံၾကရာ ဆရာေတား၏ 

ရြငး့်ပခ္ကးကို သေဘာေပါကး နာ့လညးကာ ဣအေၾကာငး့အရာမ္ာ့သညး 

မ္ကးေမြာကးေခတး ကျၽနးုပးတို႓ေဆာငးရျကးရမညးံအေရ့ကိစၥမ္ာ့ ပငး်ဖစးသညး၈  

 

၁.ှ၈ ထုိငးဝမး ဗုဒၶဘာသာအတျကး လမး့စ   ခု 

 

ကျၽနးမတို႓သညး ထိုကး႐ႊီ့ 

က္မး့စာအုပးမ္ာ့ ( 太虛大師全書 ) 

မြသိရသညးမြာ ထိုကး႐ႊီ့ 

ဆရာေတားသညး လျနးခဲံေသာနြစးေပါ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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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ရာခနး႓ ( 民國初年 ) တရုတး်ပညး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အေ်ခအေန 

႐ုြပးေထျ့ ေနခ္ိနး၉ပငး အနာဂတး သာသနာေရ့ အတျကး အ်ပနးအလြနး သဵု့သပး 

စဤး့စာ့ ေဆာငးရျကးခဲံသညး၈ ဣက္မး့စာအုပးမ္ာ့ကို ေလံလာဖူ့ပါက 

အရငးေခတး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အေၾကာငး့ နာ့လညးနိုငးရဵုသာမက အနာဂတး 

သာသနာအတျကး ႀကိဳ့ပမး့ ေဆာငးရျကးရနး ချနးအာ့တရပးကို ရရိြပါမညး ၈ 

ယငးံဆျနး႓ ဆရာေတား ( ထိုကး႐ႊီ့ ဆရာေတား ဆကးခဵသူ ) သညး ကျၽမး့က္ငး 

လိမၼာစျာ်ဖငးံ ဗုဒၶ အေတျ့ အေခၚမ္ာ့ ကို်ပဳစုခဲံသညး၈ အိႏိၵယမြ ်ပနး႓ပျာ့လာေသာ 

တရုတးဘာသာ ဗုဒၶက္မး့စာ မ္ာ့ကို အေ်ခခဵ၊ ပ္ကးစီ့ ယိုယျငး့ ေနၿပီ်ဖစးေသာ 

ဗုဒၶဘာသာ ကို ်ပနးလညးအသကးသျငး့ရငး့ ထိုငးဝမးရိြ ်မတးဗုဒၶ၏ 

သာ့တပညးံမ္ာ့ကို လမး့ၫႊနး မုြေပ့ခဲံသညး ၈ ထို႓ေၾကာငးံ ထိုကး႐ႊီ့ ဆရာေတား 

နြငးံ ယငးံဆျနး႓ ဆရာေတား နြစးပါ့ သညး ေခတးသစး ဗုဒၶဘာသာ အယူအဆ 

မ္ာ့ကို မျမး့မဵ၊ ထိုငးဝမးကို အဓိကထာ့ေသာ 

တရုတးစကာ့သဵု့ ဗုဒၶဘာသာ ရငးဆိုငးရေသာ 

အခကးအခဲမ္ာ့ကို ေ်ဖရြငး့ရနး ဥ့ေဆာငးခဲံသညး ၈ 

ဣအယူအဆ လမး့ၫႊနးမုြ မ္ာ့ကို လူအမ္ာ့ 

ေလံလာနိုငးရနး တငး်ပခဲံသညး၈  

ေရြ့ေခတးေဟာငး့ ကာလ သို႓ 

်ပနးေ်ပာငး့ၾကညးံပါက တရုတး်ပညးတျငး 

ထ္နး့ထိုငးဂိုဏး့ ( 天台宗 ) မြ        ဘုနး့ေတားႀကီ့ (智者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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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ပၚထျနး့ခဲံပါသညး ၈ ေရြ့ေခတး တရုတး်ပညး နယးေ်မ အလျနးႀကီ့မာ့်ခငး့ နြငးံ 

အိႏိၵယနိုငးငဵ နြငးံ ေဝ့ကျာ်ခငး့ တို႓က ဗုဒၶဘာသာနြငးံ အလြမး့ေဝ့ကာ 

အေတျ႓အႀကဵဳနညး့ပါ့ေစခဲံသညး၈  

                     သညး သာသနာေတား နြစး ှဝဝဝ ေက္ားတျငး အိႏိၵယ 

ဗုဒၶဘာသာ နြငးံ တရုတးယဤးေက့္မုြတို႓ ေပါငး့စပးကာ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ကို 

     တညးေထာငးနိုငးခဲံၿပီ့ ဆကးလကး ခိုငးၿမဲေစခဲံသညး ၈ ထို႓ေၾကာငးံ         

              သညး တရုတးစကာ့သဵု့ ဗုဒၶဘာသာကို ေပၚထျနး့ရနး 

အေထာကးအကူ ်ပဳနိုငးခဲံၿပီ့ နြစးေပါငး့    ေထာငးေက္ားတျငး ထိုငးဝမးသို႓လညး့ 

ေရာကးရိြလာပါသညး၈ ထိုငးဝမးရို့ရာဗုဒၶဘာသာ သညး ဘာသာသဵု့ခု 

( ဗုဒၶဘာသာ ၇ ကျနးဖ္ဴ့ရြပးဘာသာ ၇ တာအုိဘာသာ ) ပါဝငး၊ သာေရ့ နာေရ့ 

ကိစၥမ္ာ့တျငး အသဵု့်ပဳေသာ ရို့ရာဓေလံ   ခုသာ ်ဖစးသညး၈ ဣပဵုစဵမ္ိဳ့ကို 

်မနးမာနိုငးငဵရိြ တရုတးဘုရာ့ေက္ာငး့ မ္ာ့တျငး ယေန႓တိုငးေတျ႓်မငးနိုငးၿပီ့ 

ေရႊတိဂဵုဘုရာ့ အနီ့မြာပငး တရုတးဘုရာ့ေက္ာငး့မ္ာ့ ရိြပါသညး၈  

 

ဣကဲံသို႓ ကျၽနးုပးတို႓၏ ဘို့ဘျာ့မ္ာ့ ပညာရြငးမ္ာ့ ထိုငးဝမးဗုဒၶဘာသာအေပၚ 

ေဆာငးရျကးခ္ကး မ္ာ့ကို ်ပနးလညး စဤး့စာ့ရငး့ မူလဗုဒၶသာသနာ (ေထရဝါဒ) 

သညးထိုငးဝမးတျငး စတငးခဲံသညးမြာ အနြစး ဿဝ ေက္ားခဲံပါၿပီ၈ မ္ကးေမြာကးေခတး 

ထိုငးဝမးတျငး ပိဋကတးသဵု့ပဵုနြငးံ အညီ သာသနာေတား တညးေထာငးေရ့ 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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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ညးတဵံခိုငးၿမဲေရ့ အတျကး ကျၽနးုပးတို႓၏ အ်မငး ၇ သဵု့သပးခ္ကး ၇ 

အႀကဵ်ပဳခ္ကးမ္ာ့ ကိုတငး်ပရပါမညး၈  

 

၁.ဿ၈ မ္ကးေမြာကးေခတး ထုိငးဝမးတျငးေဆာငးရျကးရမညးံအေရ့ကိစၥမ္ာ့ နြငးံ 

လုပးေဆာငးရနးလမး့စဤးမ္ာ့  

 

ထ္နး့ထိုငးဂိုဏး့                       ေခတး ်ပႆနာသညး  

" တရုတး်ပညးတျငး ဗုဒၶဘာသာကို ဓေလံထဵု့စဵ အ်ဖစး မညးသို႓ ထူေထာငးရမညး " 

ဆို်ခငး့က အဓိက အေရ့ကိစၥ်ဖစးခဲံသညး ၈ ထိုကး႐ႊီ့ဆရာေတား နြငးံ ယငးံဆျနး႓ 

ဆရာေတားတို႓ေခတး ်ပႆနာသညး "ယိုယျငး့ေနေသာ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ဓေလံထဵု့စဵ ကို မညးသို႓်ပနးလညး ေခတးမီရြငးသနးရမညး" ဆို်ခငး့က အဓိက 

အေရ့ကိစၥ်ဖစးခဲံသညး ၈ ကျၽနးုပးတို႓သညး သမိုငး့မြ သငးခနး့စာယူကာ 

မ္ကးေမြာကးေခတးတျငး ႀကဵဳေတျ႓ရမညးံ အခကးအခဲမ္ာ့ကို ေကာငး့စျာ နာ့လညး 

သေဘာေပါကးလ္ကး ဟနးခ္ကးညီညီ ေ်ဖရြငး့နိုငးမညးံ နညး့လမး့မ္ာ့ကို 

တငး်ပနိုငးရပါမညး၈ ဣကဲံသို႓ ဗုဒၶဘာသာ အေတျ့ အေခၚ မ္ာ့ လကးဆငးံကမး့ 

ထိနး့သိမး့ေရ့ကို ေကာငး့စျာနာ့လညး၊ ရြငး့လငး့တငး်ပနိုငးေသာ လူေတား 

လူေကာငး့မ္ာ့က ဗုဒၶဘာသာ ဓေလံထဵု့စဵ နြငးံအညီ က္ငးံႀကဵေနထိုငးၿပီ့ 

ေဗာဓိဉာဏးရရိြေရ့အတျကး ဘဝကိုရငး့၊               မ္ကးေမြာကးေခတး 

ထိုငးဝမးတျငး ဗုဒၶဘာသာထျနး့ကာ့ေရ့ကို ေအာငး်မငး            နိုငးပါမ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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ကျၽနးုပးတို႓သညး ်မတးစျာဘုရာ့၏ အဆဵု့အမအတိုငး့ လူတို႓၏ နြလဵု့သာ့ကို 

ဆျဲေဆာငးကာ ရတနာသဵု့ပါ့ကို အာ့ကို့ရာ ်ဖစးေစပါမညး၈ ယခုအခါ 

်မနးမာနိုငးငဵ ဗုဒၶဘာသာ ထျနး့ကာ့ပဵုကို ်မငးေတျ႓ရကာ အလျနး ဝမး့ေ်မာကးပီတိ 

်ဖစးမိပါသညး၈ ေထရဝါဒ နကး႐ိုြငး့က္ယး်ပနး႓စျာ အ်မစးတျယးရသညးံ အေၾကာငး့ 

ကိုလညး့ သေဘာေပါကးမိပါသညး ၈ ဣကဲံသို႓ ေကာငး့မျနးလြပေသာ 

ဓေလံထဵု့စဵကို အတုယူကာ ယခုေခတး ထိုငးဝမးတျငး ေဆာငးရျကး ရမညးံ 

အေရ့ကိစၥမ္ာ့ကို ေတျ့ ေတာဆငး်ခငးမိပါသညး၈  

 

၁.ဿ.ှ၈ ပထမ အေရ့ကိစၥ 

 

ရတနာသဵု့ပါ့ကို ကိုယးစာ့်ပဳေသာ သဵဃာအဖျဲ႓အစညး့ နြငးံအစဤးအလာ ( သို႓ )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သငးယူ်ခငး့ ( သို႓ ) တရာ့ထိုငး်ခငး့ စေသာ 

အစိတးအပိုငး့တခုစီ မဟုတးဘဲ ဗုဒၶသာသနာေတား    ခုလဵု့ကို ၿခဵဳငဵု၊ 

တငး်ပနိုငးေရ့သညး ကျၽနးုပးတို႓၏ ပထမ အေရ့ကိစၥ ်ဖစးပါသညး ၈ ဗုဒၶဘာသာ 

နကး႐ိုြငး့စျာ အေ်ခတညးရိြ ေနၿပီ်ဖစးေသာ ်မနးမာနိုငးငဵ သညး အလျနး 

ေကာငး့မျနးေသာ စဵနမူနာတခု ်ဖစးပါသညး ၈ ရဟနး့သဵဃာ ၂ဝဝ ေက္ားရိြၿပီ့ 

ပိဋကတးသဵု့ပဵု နြငးံအညီ တရာ့အာ့ထုတးကာ ကိေလသာ ကငး့ေဝ့၊ 

သာသနာေတားေရရြညးတညးတဵံေရ့အတျကး ေဆာငးရျကးေနေသာ 

ဖာ့ေအာကးေတာရသညး ေကာငး့မျနးေသာ သာဓကတခု ်ဖစး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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ဗုဒၶ တရာ့ဓမၼ ဝိနညး့ေတား၏ မူလအနြစးသာရ အတိုငး့ သာသနာေတား 

တခုလဵု့ကို ၿခဵဳငဵု၊ စနစးတက္ ရြငး့်ပရပါမညး၈ ဗုဒၶဘာသာ သညး 

ရဟနး့သဵဃာမ္ာ့ အတျကးအသဵု့ဝငးပဵု၇ ကို့ကျယးသူ လူပုဂၢိဳလး မ္ာ့အတျကး 

အက္ိဳ့ရိြပဵု ကို ရြငး့်ပကာ ရဟနး့ သဵဃာမ္ာ့ ဥ့ေဆာငးေသာ သာသနာေတားကို 

လူမြုအဖဲျ႓အစညး့တျငး က္ယး်ပနး႓စျာ တညးေဆာကးပါမညး ၈ ဘာသာ်ခာ့မ္ာ့နြငးံ 

ဆကးဆဵမြုမ္ာ့်ပာ့ေသာ ယခုေခတး ထိုငးဝမး တျငး ရဟနး့သဵဃာမ္ာ့ သညး 

ဗုဒၶဘာသာ အသိုငး့အဝိုငး့တျငး ေအ့ခ္မး့စျာ ေနနိုငးၾကေသားလညး့၇ 

ရပးကျကးထဲတျငး်ဖစးေစ ၇ ႐ဵု့ ၇ ေက္ာငး့တျငး်ဖစးေစ ဆကးဆဵရသူမ္ာ့မြာ 

ဘာသာ်ခာ့မ္ာ့ ်ဖစးၾကသညး ၈ ဣအခ္ကးမြာ ်မနးမာလူေနမြုစနစး နြငးံ 

ကျာ်ခာ့ကာ ်မတးစျာဘုရာ့ပျငးံစဤးက အိႏိၵယ တျငး ႀကဵဳခဲံရေသာ 

အေ်ခအေနမ္ိဳ့်ဖစးပါသညး ၈ ဘုရာ့ပျငးံကာစ ်မတးဗုဒၶ ေတျ႔ဆဵုခဲံရသူ အမ္ာ့စုမြာ 

ဘာသာ်ခာ့မ္ာ့်ဖစးခဲံၾကၿပီ့ ဘာသာ်ခာ့မ္ာ့ အေပၚ ေဟာေ်ပာခဲံပဵုကို 

အတုယူကာ ယခုေခတး ဘာသာ်ခာ့မ္ာနြငးံ ဆကးဆဵရာတျငး 

အသဵု့်ပဳနိုငးပါသညး၈  

 

အိႏိၵယနိုငးငဵတျငး သာသနာစတငး ထျနး့ကာ့ခဲံေသားလညး့၇ 

အေသာကမငး့ႀကီ့၏ သာသနာေတားကို ႀကီ့က္ယး်မငးံ်မတးစျာ 

ေစာငးံေရြာကးခဲံေသားလညး့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အိႏိၵယ၏ ဇာတးစနစး နြငးံ 

နတးကို့ကျယးမြု ကို ေ်ပာငး့လဲနိုငးစျမး့မရိြပဲ ေနာကးဆဵု့ အိႏိၵယေ်မတျ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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သာသနာကျယးခဲံရသညး၈ တရုတး်ပညးသို႓ ဗုဒၶဘာသာ ေရာကးရိြလာၿပီ့ေနာကး 

သာသနာအထျနး့ကာ့ဆဵု့ အခ္ိနး၉ပငး ဘုရငးနြငးံမိသာ့စုကိုအဓိက ထာ့ေသာ 

ကျနးဖ္ဴ့ရြပး ရို့ရာဓေလံ တို႓ကို ေ်ပာငး့လနဲိုငးစျမး့မရိြပဲ ေနာကးဆဵု့တျငး 

ဘာသာသဵု့ခု ေရာေနြာေသာ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ဖစးခဲံသညး ၈ 

ဣခါ့သီ့လြေသာ အေတျ႓အႀကဵဳကို သငးခနး့စာယူကာ " ေဗာဓိဉာဏးရရိြေရ့ " 

ဟူေသာ ဗုဒၶဘာသာ၏ မူလအနြစးသာရ မပ္ကးေအာငး ထိနး့သိမး့ရမညး၈ 

ဣမြသာ ကို့ကျယးသူ          တို႓ ရဟနး့သဵဃာမ္ာ့ နြငးံအတူ 

သာသနာ်ပဳရ က္ိဳ့နပးေပမညး၈ ်မတးစျာဘုရာ့ပျငးံေတားမူၿပီ့ အိႏိၵယတျငး 

အ်ခာ့အယူဝါဒ ရိြသူမ္ာ့ကို စ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ရဟနး့သဵဃာ အ်ဖစး 

ခဵယူေစကာ ကမာၻေပၚ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စတငးေပၚေပါကးလာပါသညး၈ ဣကာ့ 

်မတးစျာဘုရာ့ ၏ သာသနာ်ပဳနညး့်ဖစးၿပီ့ မိမိတို႓၏ ေဒသ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အ်မစး တျယးေရ့အတျကး ေဆာငးရျကးရမညးံ လမး့စဤးလညး့ ်ဖစးပါသညး၈ 

်မတးစျာဘုရာ့သညး ရဟနး့ ၇ ဗုဒၶဘာသာ လူပုဂၢိဳလးမ္ာ့ ၇ ဘာသာ်ခာ့မ္ာ့ ကို 

တရာ့ေဟာေ်ပာ၊ ေဗာဓိဉာဏး ရရိြေရ့ လမး့ေၾကာငး့ေပၚသို႓ ပို႓ေဆာငးခဲံသညး၈ 

ဣနညး့လမး့သညး ယေန႓ထိုငးဝမးတျငး က္ငးံသဵု့ရနး အလျနးသငးံေလ္ား ပါသညး၈  

 

တရာ့ဓမၼ နြငးံ အညီ ဗုဒၶဘာသာကို ဘကးစဵု ထျနး့ကာ့ရနး ေဆာငးရျကးေရ့သညး 

ကျၽနးုပးတို႓၏ ပထမ အေရ့ ကိစၥ်ဖစး၊ ယခငး ေနာငးေတားမ္ာ့က ဣကိစၥကို 

လုပးေဆာငးခဲံၾကေသားလညး့ က္ယးက္ယး်ပနး႓်ပနး႓ ေဆာငးရျကးရ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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ရိြေနပါေသ့သညး၈ ဤပမာ၇ အခ္ိဳ႔ေယာဂီမ္ာ့သညး တရာ့ထိုငးၾကသညး ၇ အခ္ိဳ႔ 

လူပုဂၢိဳလးမ္ာ့က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ဘာသာ်ပနး ၾကသညး ၇ အခ္ိဳ႔          

မ္ာ့က သဵဃာေတားမ္ာ့အာ့ လႉဒါနး့ေထာကးပဵံ ၾကသညး ၇ ဤပုသး သီလ 

ေဆာကးတညးၾကသညး ၈ ဣလုပးရပးမ္ာ့သညး အလျနးေကာငး့မျနးပါသညး၈ 

သ႓ိုေသား ဘကးေပါငး့စဵုမြ စနစးတက္ သာသနာ်ပဳေရ့ သညး ကျၽနးုပးတို႓ ဥ့စာ ေပ့ 

ေဆာငးရျကးရမညးံ လုပးငနး့်ဖစးပါသညး၈  

 

၁.ဿ.ဿ၈ ဒုတိယ အေရ့ကိစၥ 

 

ဗုဒၶသာသနာသညး ယခုေခတးတျငး    ကမာၻလဵု့ ်ပနး႓နြဵ႓သျာ့သညးကို 

လ္စးလ္ဴ႐ြု၊ မ်ဖစးနိုငးေတာံပါ ၈ အိႏိၵယနိုငးငဵကို ဗဟိုထာ့၊ အိႏိၵယ၏ 

ေတာငးဘကးသညး ေတာငးပိုငး့ ဗုဒၶဘာသာ ( ေထရဝါဒ ) ၇ အေရြံဘကးသညး 

အေရြံအာရြ ဗုဒၶဘာသာ ( မဟာယာန ) ၇ ေ်မာကးဘကးသညး တိဗကး 

ဗုဒၶဘာသာ ၇ အေနာကးဘကးသညး အေနာကး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ဖစးလာခဲံပါသညး ၈ ဘုရာ့ပျငးံရာ အိႏိၵယကို ဗဟိုထာ့၊ အရပးေလ့ မ္ကးနြာသို႓ 

်ပနး႓နြဵ႓သျာ့ရာ အသဵု့်ပဳေသာ က္မး့စာ ၇ ဘာသာစကာ့ မ္ာ့မြာလညး့ 

မတူညီေတာံပါ ၈ ေထရဝါဒဗုဒၶဘာသာသညး ပါဠိ ပိဋကတးသဵု့ပဵု  

               ၊ အေရြံအာရြ ဗုဒၶဘာသာ သညး တရုတးဘာသာ 

က္မး့စာမ္ာ့       ၊ တိဗကး ဗုဒၶဘာသာ သညး တိဗကးဘာ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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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၇ ဤေရာပ နြငးံ အေနာကး နိုငးငဵမ္ာ့တျငး အဂၤလိပးဘာသာ 

်ဖငးံ်ပနးဆိုထာ့ေသာ      စာအုပးမ္ာ့ကို အသဵု့်ပဳၾကပါသညး၈ 

ဗုဒၶဘာသာ၏ အသျငးသ႑ာနးနြငးံ တနးဖို့ထာ့မြုမြာ ေခတးတေခတး နြငးံ 

တေခတး မတူညီၾကပါ၈ ်မတးစျာဘုရာ့ ပရိနိဗၺာနးစဵဝငး ၿပီ့ ပထမ နြစး ၂ဝဝ 

( ပထမေခတး ) တျငး ရဟနး့သဵဃာမ္ာ့ ဥ့ေဆာငးေသာ 

ဗုဒၶဘာသာထျနး့ကာ့ခဲံသညး ၈ ဒုတိယေခတး ( ဒုတိယ နြစး ၂ဝဝ ) 

အိႏိၵယနိုငးငဵ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လူပုဂၢိဳလး မ္ာ့ အတျငး့်ပနး႓နြဵ႓ သျာ့ပါသညး၈ 

တတိယေခတး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ဘာသာ်ခာ့တျငး အဓိက ်ပနး႓နြဵ႓ 

သျာ့ပါသညး၈ ဣသို႓်ဖငးံ အိႏိၵယ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ကာလ အပိုငး့အ်ခာ့ 

သဵု့ခု ်ဖငးံ ရဟနး့ ၇ လူပုဂၢိဳလးမ္ာ့ ၇ ဘာသာ်ခာ့မ္ာ့ ကုိ့ကျယးေသာ 

ဘာသာအ်ဖစး ထျနး့ကာ့ခဲံသညး၈ အိႏိၵယမြ ်ပနး႓နြဵ႓လာေသာ ေ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 သညး ရဟနး့သဵဃာမ္ာ့်ဖငးံ အဓိကဖျဲ႓စညး့ထာ့ေသာ 

ဗုဒၶဘာသာအ်ဖစး စညးပငးထျနး့ကာ့လာပါသညး၈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သညး 

လူပုဂၢိဳလးမ္ာ့ အဓိက ပါဝငးေသာ ဗုဒၶဘာသာ ်ဖစးလာပါသညး၈ တိဗကး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ဘာသာ    မ္ာ့အေပၚ သာသနာ်ပဳ      ေသာ 

ဗုဒၶဘာသာအ်ဖစး ထငးရြာ့ပါသညး၈ မ္ကးေမြာကးေခတး ဤေရာပ နြငးံ 

အေနာကးနိုငးငဵမ္ာ့တျငး ေထရဝါဒ၇ မဟာယာန၇ တိဗကး      ဂိုဏး့ေပါငး့စဵု 

တို႓ သျာ့ေရာကး သာသနာ်ပဳၾကပါသညး၈ ထို႓ေၾကာငးံ်မတးစျာဘုရာ့ 

လကးထကးေတားက သာသနာေတားမ္ိဳ့ မဟုတးေတာံပဲ ယခုေခတးတျ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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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ကမာၻလဵု့ နြငးံသကးဆိုငးေသာ ဘာသာႀကီ့အ်ဖစး အသျငး 

ေ်ပာငး့လဲသျာ့ပါသညး၈ တခ္ိနးတညး့မြာ ကမာၻ အရပးရပးရိြ ဂိုဏး့ေပါငး့စဵု မြ 

ဗုဒၶဘာသာတို႓သညး မ္ကးေမြာကးေခတး တျငး ထိုငးဝမး သို႓ဝငးလာၾကရာ ထိုငးဝမး 

ဗုဒၶဘာသာကို ပဵုစဵသစး်ဖငးံ ်မငးေတျ႓ရပါသညး၈ ထို႓ေၾကာငးံ ကျၽနးုပးတို႓၏ ဒုတိယ 

အေရ့ကိစၥသညး တကမာၻလဵု့ ပဵုစဵအမ္ိဳ့မ္ိဳ့ ေ်ပာငး့လဲေနေသာ ဗုဒၶဘာသာ 

အယူအဆမ္ာ့မြ လူမ္ိဳ့စျ ဲဆရာစျဲ ဂိုဏး့စျဲ 

မထာ့ပဲ ဗုဒၶ၏ မူလ အနြစးသာရ အတိုငး့ 

ဗုဒၶဘာသာကို ေဝဖနးဆနး့စစး ရပါမညး ၈ 

ထ္နး့ထိုငးဂိုဏး့                      

သညး ေရြ့ေခတး နတးကို့ကျယးမုြ 

အယူဝါဒမ္ာ့ကို အေ်ခခဵထာ့၊ 

ဗုဒၶဘာသာကို ထူေထာငးခဲံသညး၈ 

ထိုကး႐ႊီ့ဆရာေတား နြငးံ ယငးံဆျနး႓ဆရာေတား တို႓သညး 

မဟာယာနအယူအဆမ္ာ့ကို အေ်ခခဵ၊ ဗုဒၶဘာသာကို ထူေထာငးခဲံသညး ၈ 

ထိုငးဝမးတျငး သာသနာ ေရရြညးတညးတဵံခိုငးၿမဲၿပီ့ လူမ္ာ့စု ကို့ကျယးေသာ 

ဘာသာ်ဖစးရနး ေမၽြားမြနး့ထာ့ပါသညး၈ ်မတးဗုဒၶ၏ တရာ့ဓမၼ 

ဝိနညး့စညး့ကမး့အတိုငး့ ကမာၻ႓ဗုဒၶဘာသာႀကီ့ကို ေဝဖနးဆနး့စစးကာ 

စစးမြနးေသာ သာသနာကို ထျနး့ကာ့၊ ကမာၻ႓သမိုငး့တျငး ထငးရြာ့ေစပါမ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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ဣ အေရ့ကိစၥကို ေရြ့ေခတး သူေတားေကာငး့တို႓လညး့ 

ေဆာငးရျကးခဲံၾကပါသညး ၈ မ္ကးေမြာကးေခတး သို႓ေရာကးေသာအခါ 

ကျၽနးုပးတို႓သညး ်မတးစျာဘုရာ့၏ သာ့တပညးံပီသစျာ်ဖငးံ တရာ့ဓမၼမ္ာ့ကို 

ေလံလာသငးယူၾကကာ တကမာၻလဵု့ သို႓သျာ့ေရာကး၊ ဗုဒၶဘာသာကို 

ေလံလာနိုငးၾကရကာ့ ကုသိုလး ပါရမီ ်ဖညးံသညးံအေန်ဖငးံ ဉာဏးစျမး့ရိြသမြ္ 

ဣတာဝနးကို ထမး့ေဆာငး ရေပမညး၈  

 

၁.ဿ.၀၈ တတိယ အေရ့ကိစၥ 

 

ယေန႓အခ္ိနးတျငး ကမာၻႀကီ့သညး လူမြုအဖျဲ႓အစညး့တခု ( globalization) 

်ဖစးလာခဲံရာ အမ္ာ့စုက ဘာသာေရ့ကို         မထာ့ၾကေတာံပါ ၈ ထုိငးဝမးတျငး 

ဘာသာေရ့ လြုပးရြာ့မြုမ္ာ့ အမ္ာ့အ်ပာ့ရိြေသားလညး့ ဘာသာေရ့ သညး ပဓါန 

မဟုတးေတာံေပ၈ ်မနးမာနိုငးငဵကဲံသုိ႓ ရို့သာ့်ဖဴစငးေသာေဒသ ၇ ရဟနး့သဵဃာ 

နြငးံ ဗုဒၶဘာသာဝငး တို႓အငးအာ့ေကာငး့ေသာ ေဒသ တို႓ပငး 

အေနာကးတိုငး့ယဤးေက့္မြုမ္ာ့ ထို့ေဖာကးဝငးေရာကးခဲံသညး၈ ဘာသာ်ခာ့တို႓၏ 

အေတျ့အေခၚ၇ ယဤးေက့္မြု    ႔ကိုေရြံတနး့ တငးလာၾကသညး ၈ ဤပမာ ၇ 

ထိုငး့နိုငးငဵသညး ေထရဝါဒနိုငးငဵ်ဖစးၿပီ့ လူထု၏ ရငးထတဲျငး ရတနာသဵု့ပါ့ 

ရိြေသားလညး့ ဘာသာ်ခာ့ အယူဝါဒက္ယး်ပနး႓လာၿပီ့ ထိုငး့ ရဟနး့သဵဃာ 

အေရအတျကး ၇ ကေလ့မ္ာ့ ကိုရငးဝတးမုြ အေရအတျကးက အလ္ငးအ်မ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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က္ဆငး့လာခဲံသညး၈ ေလာကီအာရဵု ကာမဂုဏး စညး့စိမးခဵစာ့မြု ကို 

အဓိကထာ့ေသာ၊               အယူအဆမ္ာ့က တ်ဖညး့်ဖညး့ 

လႊမး့မို့လာခဲံသညး၈ ကာမဂုဏး အာရဵု ( အာဏာရရိြေရ့ ) အတျကး ထိုငး့နိုငးငဵ 

အနီေရာငးတပး နြငးံ အဝါေရာငးတပး အဓိကရုဏး့မ္ာ့က သကးေသ 

ခဵလ္ကးရိြသညး၈ ဣအေ်ခအေနကို ေထရဝါဒနိုငးငဵမ္ာ့ သာမက 

                    ၇ မျတးစလငးနိုငးငဵမ္ာ့လညး့ ႀကဵဳေတျ႓ၾကရသညး ၈ 

ကမာၻေပၚရိြ ယဤးေက့္မြုစနစးတိုငး့လိုလို ဘာသာေရ့သညး လူမြုအဖျဲ႓အစညး့၏ 

ဗဟိုမြ လူအဖျ႓ဲအစညး့၏ အ်ပငးသို႓ ေရာကးခဲံသညး၈ အေနာကးတိုငး့ သိပၸဵပညာ 

နြငးံ ဓနရြငးဝါဒ တို႓ ေနရာယူလာၾကသညး၈ သိပၸဵပညာ တို႓က ပဓါန်ဖစးေၾကာငး့ကို 

တကၠသိုလး ေကာလိပးမ္ာ့ ၏ ဘာသာရပး သငး႐ို့ၫႊနး့တနး့တို႓က 

သကးေသခဵလ္ကး ရိြသညး၈ 

 

ယခုေခတး ဗုဒၶဘာသာ ရငးဆိုငးရေသာ အေ်ခအေန ်ပႆနာမ္ာ့မြာ 

ေရြ့ေခတးနြငးံ မတူပါ ၈ ဤပမာ ၇ ကမာၻေပၚရိြ ဘာသာအာ့လဵု့ ၇ ယဤးေက့္မြု 

အာ့လဵု့သညး ထိုငးဝမးတျငးရိြၿပီ့ အခ္ငး့ခ္ငး့ အ်ပနးအလြနး ဖလြယးၾကသညး၈ 

ထို႓ေၾကာငးံ ်မတးစျာဘုရာ့ကို ဥ့ထိပး ထာ့ေသာ ဗုဒၶဘာသာကို အတျငး့ဆဵု့၉ 

တညးရိြေစၿပီ့ ၇ အ်ပငးမြ ကမၻာံ ဘာသာမ္ာ့က ဝိုငး့ရဵထာ့ၿပီ့ ၇ အ်ပငးဆဵု့မြ 

ကမၻာံယဤးေက့္မြုက ဝိုငး့ရဵထာ့ေစပါမညး ၈ ်မတးစျာဘုရာ့ လကးထကးက 

က္ငးံသဵု့ခဲံေသာ ရဟနး့ ၇ ဗုဒၶဘာသာဝငး လူပုဂၢိဳလးမ္ာ့ ၇ ဘာသာ်ခာ့မ္ာ့ အေပ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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သာသနာ ်ပဳခဲံသညးကို အတုယူ၊ မ္ကးေမြာကးေခတးတျငး ဘာသာေရ့ 

တနးဖို့ထာ့်ခငး့ ကို်ဖစးေစပါမညး ၈ တစတစ အငးအာ့ႀကီ့မာ့ လာေသာ 

ဘာသာ်ခာ့           နြငးံ သိပၸဵပညာ ႐ုပးဝတၳဳ ကာမဂုဏး 

ကိုအေလ့ထာ့ေသာ အေနာကးတိုငး့ ယဤးေက့္မြုက ကျၽနုးပးတို႓ အဓိက 

ရငးဆိုငးရမညးံ ်ပႆနာ်ဖစးသညး ၈ ေနာကးတခု ထိုငးဝမး ရငးဆိုငးရမညးံ 

ကိစၥတခုမြာ စီ့ပျာ့ေရ့ အငးအာ့ႀကီ့မာ့ လာေသာ တရုတး်ပညးမႀကီ့ ်ဖစးသညး၈ 

တရုတးရို့ရာယဤးေက့္မုြ ကို အေနာကးတိုငး့ ယဤးေက့္မြု နြငးံ ကျနး်မဴနစး 

ယဤးေက့္မြု ေတားလြနးေရ့ တို႓က ဖ္ကးစီ့ခဲံၾကၿပီ့ ၇ ဘာသာေရ့ကို ဘိနး့ 

နြငးံနိုြငး့ယြဤး ခဲံၾကသညး ၈ ေဒသ နြစးခု ၏ ဘာသာစကာ့ တူညီမြု ၇ 

ေဆျမ္ိဳ့ေတားစပးမုြ တို႓က စီ့ပျာ့ေရ့ ၇ ယဤးေက့္မြု ကူ့လူ့ ဆကးဆဵေရ့ ကို 

ေကာငး့မျနးေစၿပီ့ ၿငိမး့ခ္မး့ေရ့ကို ေဖားေဆာငးနိုငးခဲံၾကသညး ၈ ဣကာ့ 

ေကာငး့မျနးသညးံ အခ္ကး်ဖစးပါသညး၈ သို႓ေသား ထိုငးဝမးဗုဒၶဘာသာကို 

စီ့ပျာ့ေရ့ ကိစၥမ္ာ့ ေရာေနြာလာ်ခငး့ကာ့ မ်ဖစးသငးံပါ ၈ ဗုဒၶ ဓမၼ အသိပညာ 

     သာ ေဒသနြစးခု၏ လူမ္ိဳ့ေရ့ ခ္စးၾကညးေရ့ကို ေဖားေဆာငးရပါမညး၈ 

အကယး၊ နိုငးငဵေရ့ ကိစၥမ္ာ့ကို အဓိကထာ့ပါက ဗုဒၶဘာသာ မဟုတးေတာံေပ၈ 

တရုတး်ပညးတျငး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လူ႓အဖျ႓ဲအစညး့နြငးံအတူ စညးပငး 

တို့တကးၿပီ့ စိတး၏ စငးၾကယး်ခငး့ကို်ဖစးေပၚေစကာ ေဗာဓိဉာဏးရရိြေရ့ ကို 

အေထာကးအကူ်ပဳနိုငးပါက ကၽျနုးပးတို႓ လုပးေဆာငးရက္ိဳ့နပးပါၿပီ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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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ရြ့ေခတးေဟာငး့ ထ္နး့ထိုငးဂိုဏး့ သညး ကျနးဖ္ဴ့ရြပး ဘာသာဝငးမ္ာ့အာ့ လူရျာ 

သုဂတိ ၇ တာအို ဘာသာဝငး မ္ာ့အာ့ နတးဘဵု သုဂတိ ်ဖငးံ စိတးဝငးစာ့ေစကာ 

ဗုဒၶဘာသာအ်ဖစး သိမး့သျငး့ခဲံသညး ၈ တရာ့ဓမၼကို မဟာယာန အသျငးသစး 

်ဖငးံ်ပဳ်ပငး ေရ့သာ့ခဲံသညး ၈ ထိုကး႐ႊီ့ ဆရာေတား၏ အေတျ့ အေခၚမ္ာ့ 

သညးလညး့ တရုတး ဗုဒၶဘာသာ    သာ          ၿပီ့ ်မတးဗုဒၶ၏ 

က္မး့စာမ္ာ့ကို အေ်ခခဵထာ့်ခငး့ မဟုတးပါ ၈ ယငးံဆျနး႓ဆရာေတား မြာ 

တရုတးဘာသာ်ဖငးံ ေထရဝါဒကို အသကးသျငး့ကာ ်မတးဗုဒၶ၏ 

ၫႊနးၾကာ့မုြမ္ာ့ကို အေလ့ထာ့ေသားလညး့ လူမ္ိဳ့စုမ္ာ့၏ ခ္စးၾကညးမြုကို 

မေဖားေဆာငးနိုငးခဲံပါ ၈ ဣကာ့ ကျၽနုးပးတို႓ ကို့ကာ့ရမညးံ အဖို့တနး အခ္ကးမ္ာ့ 

်ဖစးပါသညး ၈ ဗုဒၶဘာသာ အိႏိၵယတျငး ကျယးေပ္ာကးခဲံပဵု ၇ 

ဘာသာသဵု့ခုေရာေနြာေနေသာ တရုတးဗုဒၶဘာသာ ၇ သာေရ့နာေရ့ 

ကိစၥမ္ာ့တျငးသာ သဵု့ေသာ ရို့ရာဗုဒၶဘာသာ ၇ စသညးံ အ်ဖစးအပ္ကးတို႓ကို 

သငးခနး့စာယူ၊ စစးမြနးေသာ သာသနာေတားကို ထိနး့သိမး့ 

ေစာငးံေရြာကးေရ့သညး အေရ့ႀကီ့ဆဵု့ လုပးငနး့ ်ဖစးပါသညး၈ မ္ကးေမြ ကးေခတး 

ဗုဒၶဘာသာ ႀကဵဳေတျ႓ရေသာ အႀကီ့ဆဵု့ အႏၲရာယးမြာ ဘာသာ်ခာ့            

နြငးံ ေငျေၾက့ ၇ ကာမဂုဏး အာ႐ဵုခဵစာ့ေရ့အယူဝါဒ ်ဖစးသညး၈  

" သဵသရာမြ လျတးေ်မာကးေရ့ နြငးံ ေဗာဓိဉာဏး ရရိြေရ့ "           

                  ကို ကာကျယး ထိနး့သိမး့ရမညး ၈ ကျၽနးုပးတို႓ 

်မနးမာနိုငးငဵကို လာေရာကး်ခငး့မြာ ေထရဝါဒ               ထိနး့သိ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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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စာငးံေရြာကးလာေသာ ်မတးဗုဒၶ၏ 

တရာ့ဓမၼ မူလအနြစးသာရကို 

လာေရာကးသငးယူ်ခငး့ ်ဖစးပါသညး၈ 

ကာမဂုဏး စညး့စိမးခဵစာ့ရငး့ ကိေလသာ 

ေဝ့ကျာ သဵသရာမြလျတးေ်မာကးမညး 

ဆိုပါက ယခုေခတး လူမ္ာ့၏ 

လိုအပးခ္ကးနြငးံ ကိုကးညီမညး ်ဖစးေသားလညး့ ဗုဒၶဘာသာကို ဣေလာကမြ 

အ်မနးဆဵု့ ကျယးေပ္ာကးေစပါမညး၈ 

 

ယခုေခတးသစးတျငး ်မတးစျာဘုရာ့ လကးထကးက ရဟနး့ ၇ ဗုဒၶဘာသာဝငး 

လူပုဂၢိဳလးမ္ာ့ ၇ ဘာသာ်ခာ့မ္ာ့ အေပၚ သာသနာ်ပဳခဲံသညးံ နညး့အတိုငး့ 

တနးဖို့ရိြေသာ စနစးသစး တခုကို ထူေထာငးရပါမညး ၈ ထိုစနစးမြာ ်မတးဗုဒၶကို 

ဥ့ထိပး ထာ့ေသာ ဗုဒၶဘာသာကို အတျငး့ဆဵု့၉ တညးရိြေစၿပီ့ ၇ အ်ပငးမြ ကမၻာံ 

ဗုဒၶဘာသာ မ္ာ့က ဝိုငး့ရဵထာ့ၿပီ့ ၇ အ်ပငးဆဵု့မြ ကမၻာံယဤးေက့္မြုက 

ဝိုငး့ရဵထာ့ကာ ဣကမာၻေ်မေပၚ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နရာ နြငးံ 

တနးဖို့ကို်မငးေတျ႓ရပါမညး၈ ထိုငးဝမး်ပညးသူမ္ာ့ အတျကး ထာဝရ 

အက္ိဳ့်ဖစးထျနး့ေစပါမညး၈ ဣကာ့ ကျ္နးုပးတို႓၏ တတိယ အေရ့ကိစၥ 

်ဖစး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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၁.၀၈ ထုိငးဝမးတျငး ေဆာငးရျကးရမညးံ အေရ့ကိစၥမ္ာ့ အနြစးခ္ဳပး  

 

ေခတးသစး အေရ့ကိစၥ သဵု့ခု၏ အနြစးခ္ဳပးမြာ ေအာကးပါအတိုငး့ ်ဖစးပါသညး၈ 

(ှ) ထိုငးဝမးတျငး ်မတးဗုဒၶ၏ တရာ့ဓမၼ အာ့လဵု့ကို ၿခဵဳငဵု၊ တငး်ပနိုငးရမညး၈ 

အနညး့ဆဵု့ " ရတနာသဵု့ပါ့ ကို့ကျယး်ခငး့၏ ကုသိုလး ၇ ပိဋကတးသဵု့ပဵုကို 

အဓိပၸာယးဖျငးံဆုိ်ခငး့ ၇ သိကၡာသဵု့ရပး အက္ငးံ်မတးကို က္ငးံႀကဵ ၊ 

သဵသရာမြလျတးေ်မာကးေရ့ " အခ္ကးမ္ာ့ပါဝငးရမညး၈ ဣ 

ရြငး့လငး့တငး်ပခ္ကးမ္ာ့ကို အေ်ခခဵ၊ အ်ခာ့ဘာသာဝငးမ္ာ့ 

ဗုဒၶဘာသာကိုေလံလာနိုငးကာ ဗုဒၶဘာသာဝငး လူ ၇ ရဟနး့မ္ာ့ စိတးခ္မး့သာစျာ 

က္ငးံႀကဵ အာ့ထုတးကာ သဵသရာမြ လျတးေ်မာကးနိုငးပါသညး၈  

(ဿ) ်မတးဗုဒၶ၏ ေဟာၾကာ့ခဲံသညးမ္ာ့ကို အေ်ခခဵ၊ အ်ပညး်ပညးဆိုငးရာ 

ဗုဒၶဘာသာကို ချဲ် ခာ့ ေဝဖနးဆနး့စစး ကာ စစးမြနးေသာ သာသနာေတား ကို 

လူ႓ေလာကတျငး ထျနး့ကာ့ေစပါမညး၈  

(၀) ဗုဒၶဘာသာသညး ကမၻာံ ဘာသာမ္ာ့ နြငးံ အရငးထိေတျ႓ဆကးဆဵရၿပီ့ 

ေနာကးမြ ကမၻာံယဤးေက့္မြု နြငးံ ထိေတျ႓ရသညး ၈ ထို႓ေၾကာငးံ်မတးဗုဒၶကို ဥ့ထိပး 

ထာ့ေသာ ဗုဒၶဘာသာကို အတျငး့ဆဵု့၉ တညးရိြေစၿပီ့ ၇  အ်ပငးမြ ကမၻာံ 

ဗုဒၶဘာသာ မ္ာ့က ဝိုငး့ရဵထာ့ၿပီ့ ၇ အ်ပငးဆဵု့မြ ကမၻာံယဤးေက့္မြုက 

ဝိုငး့ရဵထာ့ေသာ ကမာၻႀကီ့ ်ဖစးလာရနး တညးေထာငးရမညး၈ ကျၽနးုပးတို႓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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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ဆငးံၿပီ့တဆငးံ ေဆာငးရျကးရမညး်ဖစးၿပီ့ ကမၻာံဗုဒၶဘာသာႀကီ့ အတျကး 

ထူ့်ခာ့ေသာ အဓိပၸာယးကို ေဖားေဆာငးပါမညး ၈  

 

(၂) နိဂုဵ့ နြငးံ စာေရ့သူ၏ ရငးတျငး့ခဵစာ့ခ္ကး  

 

၂.ှ၈ နိဂုဵ့ 

 

ကျၽနးုပးတို႓ ယေန႓ ်မနးမာနိုငးငဵ ေရႊတိဂဵုဘုရာ့သို႓ ဘုရာ့ဖူ့လာၾကရာ 

ေရႊတိဂဵုဘုရာ့ေပၚမြ သာသနာအလငး့ေရာငးကို ေတျ႓်မငးၾကရကာ့ 

်မနးမာနိုငးငဵသညး ဗုဒၶဘာသာ အစဤးအလာ ခိုငးၿမဲေသာ နိုငးငဵ 

   နိုငးငဵ်ဖစးေၾကာငး့ ်ပသလိုကး်ခငး့ပငး ်ဖစးသညး ၈ ဣေနရာမြ အနာဂတး 

ထိုငးဝမး သာသနာေတား အေၾကာငး့ စဤး့စာ့ေနမိပါသညး၈ 

အဘယးေၾကာငးံဆိုေသား ကျၽနးုပးတို႓သညး သာသနာေတား ကိုၾကညးညိဳ 

ေလ့စာ့ၿပီ့ ဘဝတခုလဵု့ကို ်မႇဳပးနြဵကာ မိသာ့စု မိတးေဆျ ေရာငး့ရငး့မ္ာ့ နြငးံ 

အတူ တရာ့အရသာကို ခဵစာ့လိုပါသညး ၈ ထုိမြတဆငးံ ထိုငးဝမးတျငး ဗုဒၶဘာသာ 

အ်မစးတျယး၊ တကမာၻလဵု့ကို သာသနာ ်ပနး႓ပျာ့ေစခ္ငးပါသညး ၈ ဣကာ့ 

ယေန႓ေခတး ထိုငးဝမးရိြ     ဗုဒၶ သာ့ တပညးံမ္ာ့ အတူတကျ 

လုပးေဆာငးရမညးံ တာဝနး်ဖစးၿပီ့ ကိုယးစျမး့ ဉာဏးစျမး့ရိြသမြ္ ေဆာငးရျကး 

ၾကရပါမ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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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ရြ့ေခတး တရုတးလူမ္ိဳ့မ္ာ့ထဲတျငး ထ္နး့ထိုငးဂိုဏး့                       

တညးေထာငးခဲံေသာ ႐ို့ရာ အယူအဆမ္ာ့ နြငးံ ထိုကး႐ႊီ့ဆရာေတား ၇ ယငးံဆျနး႓ 

ဆရာေတား တို႓ တညးေထာငးခဲံေသာ ေခတးသစး ဗုဒၶဘာသာ 

အေတျ့အေခၚတို႓သညး အထငးရြာ့ဆဵု့ စနစး နြစးခု ်ဖစးခဲံပါသညး ၈  

 

ယေန႓ေခတးတျငး ်မတးဗုဒၶ ေဟာၾကာ့ခဲံသညးံ တရာ့ဓမၼ အနကး အဓိပၸာယး ကို 

မေပ္ာကးပ္ကးေစပဲ ေရြ့ေခတးတရုတး ပညာရြငးမ္ာ့၏ စိတးဓာတး နြငးံ 

ေကာငး့ကျကးကို အတုယူကာ ်မနးမာနိုငးငဵ ကဲံသို႓ အေ်ခခိုငးမာ လြေသာ 

ေထရဝါဒ အစဤးအလာ အတိုငး့ အေတျ့ အေခၚစနစးသစး    ခုကို တညးေထာငး 

ရပါမညး၈  

 

ယခုတေခါကး ေရႊတိဂဵုဘုရာ့သို႓ ဘုရာ့ဖူ့လာ်ခငး့ နြငးံ ေလံလာေရ့ခရီ့ 

အေတျ႓အႀကဵဳမ္ာ့ကို အာ့လဵု့အာ့ မြ္ေဝခဵစာ့ ေစခ္ငးပါသညး ၈ ်မတးဗုဒၶ၏ 

တပညးံသာဝက တစးေယာကး အေန်ဖငးံ ဣစာတမး့ကို မိမိကိုယးတိုငးလညး့ 

အသဵု့်ပဳရငး့ အ်ခာ့သူမ္ာ့ ကိုလညး့ ေဝမြ္ ေပ့ခ္ငးပါသညး၈ 

လမး့တေလြ္ာကးလဵု့ စိတးအာ့ ထကးသနးစျာ်ဖငးံ ပါဝငးေဆျ့ေႏျ့ ခဲံေသာ 

ခ္ငး့တငးံဆရာေတား ကိုလညး့ အထူ့ေက့္ဇူ့တငးရိြပါသ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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၂.ဿ၈ ရငးတျငး့်ဖစး ခဵစာ့ခ္ကး 

 

ဆရာေတား၏ တရာ့ကို နာ့ေထာငးၿပီ့ စိတးထဲတျငး အလျနးတရာ အာ့ရ 

ေက္နပးမြု ရိြလြပါသညး ၈ ေနာကးဆဵု့ ေဟာသျာ့ေသာ စကာ့လဵု့မ္ာ့က 

စိတးထဲတျငး ပဲံတငးထပးလ္ကး ရိြပါသညး ၈ ဣစာတမး့ကို ဓမၼ မိတးေဆျမ္ာ့ 

ေလံလာၿပီ့ တရာ့က္ငးံရာတျငး အေထာကးအကူ်ပဳရဵုသာမက 

သာသနာ်ပဳလုပးငနး့မ္ာ့တျငးလညး့ လမး့ၫႊနး သဖျယး်ဖစးရနး ေမြ္ားလငးံပါသညး၈  

 

ေရႊတိဂဵုဘုရာ့ မြအ်ပနးလမး့ ေနပူခဵေက္ာကး်ပာ့မ္ာ့ေပၚတျငး ေလြ္ာကးလြမး့ 

ေနရေသားလညး့ ဆရာေတား၏ အနကးအဓိပၸာယး ်ပညးံဝ၊ 

စိတးလြုပးရြာ့ဖျယးေကာငး့ေသာ တရာ့ကို နာယူ ရေသာေၾကာငးံ ရငးထဲတျငး 

အလျနးေအ့ခ္မး့လြပါသညး ၈ ဆရာေတား၏ အေသ့စိတးရြငး့်ပမြုေၾကာ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လကးရိြဗုဒၶဘာသာ အေ်ခအေနကို နာ့လညး 

သေဘာေပါကးရဵုမက ထိုငးဝမးဗုဒၶဘာသာ သမိုငး့ေၾကာငး့ကို ်ပနးေ်ပာငး့ 

ၾကညးံရငး့ ယငးံဆျနး႓ ဆရာေတား ၇ ထိုကး႐ႊီ့ ဆရာေတား ၇                      

အစရိြသညးံ ေရြ့ေခတး တရုတးပညာရြငးမ္ာ့၏ ဗုဒၶဘာသာအေပၚ 

အနစးနာခဵေပ့ဆပးခဲံမုြမ္ာ့ကို ေအာကးေမံသတိရလ္ကးရိြပါသညး ၈ သမိုငး့တျငး 

ထငးရြာ့ေက္ားၾကာ့ေသာ ေရႊတိဂဵုဘုရာ့ ရငး်ပငးေတားေပၚတျ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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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ဖို့တနးလြေသာ တရာ့ကို နာၾကာ့ရငး့ မ္ကးေမြာကးေခတး အေရ့ကိစၥမ္ာ့ကို 

ေတျ့ ေတာေနမိပါသညး၈  

 

်မတးဗုဒၶ၏ သာသနာ်ပဳနညး့မ္ာ့သညး ေရြ့ေခတးမြ ယခုေခတး တိုငးေအာငး 

အသဵု့်ပဳနုိငးသကဲံသို႓ ေရြ့က္ေသာ ဗုဒၶဘာသာသညးလညး့ ယေန႓တိုငးေအာငး 

ကို့ကျယးရာအ်ဖစး အာ့ထာ့နိုငးေၾကာငး့ ယဵုၾကညးမိပါသညး၈ ရတနာ သဵု့ပါ့၏ 

ဂုဏးေက့္ဇူ့ကို ေအာကးေမံလ္ကး သာသနာ်ပဳလုပးငနး့မ္ာ့ကို 

သမိုငး့ေပ့တာဝနး အ်ဖစးခဵယူထာ့ေသာ ဆရာေတား၏ စိတးဓာတးကို 

သိရေသာအခါ                   ပါသညး ၈ ဆရာေတားသညး 

တရာ့ေဟာရာတျငး ေစတနာ ထကးသနးစျာ်ဖငးံ ေဟာရဵုမက လူတိုငး့ကိုလညး့ 

"မိမိတို႓၏ ဗုဒၶဘာသာ အဆငးံအတနး့" ကိုသိရိြရနး လိုေၾကာငး့ ထပးတလဲလ ဲ

သတိေပ့ပါသညး ၈ ဗုဒၶသာသနာကို မိမိ တဥ့တညး့ ကို့ကျယး႐ဵုမက အ်ခာ့ 

ေဆျမ္ိဳ့ မိတး သဂၤဟမ္ာ့ နြငးံအတူ သာသနာအက္ိဳ့ကို ေဆာငးရျကးၾက 

ရပါမညး၈ အ်ခာ့ ဗုဒၶဘာသာဝငးမ္ာ့နြငးံ အတူ ဣကမၻာေ်မ ကို 

ေစာငးံေရြာကးရပါသညး၈ တနညး့ဆိုရေသား သာသနာေတားကို ကမာၻ 

အရပးရပးသို႓ ဆကးလကး်ပနး႓ပျာ့သျာ့ေစကာ ထိုငးဝမးတျငး     အေ်ခခိုငးၿမဲ 

ေစပါမညး၈ အ်ခာ့တရုတးေဒသမ္ာ့တျငးလညး့ အေ်ခခိုငးၿမဲေစပါမညး၈ 

လူေလာကတျငး ထာဝရတညးရိြေစပါမညး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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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နာကးဆဵု့ ပါဠိဘာသာ်ဖငးံ အမြ္ေဝေနစဤး မေဝ့ေသာ တေနရာမြ 

ေခါငး့ေလာငး့ထို့သဵက ပ္ဵ႔လျငးံလာပါသညး ၈ ေအ့်မေသာ ေလေ်ပေလညႇငး့၏ 

အရသာကိုခဵစာ့ရငး့ က္ယးဝနး့လြေသာ ေရႊတိဂဵုဘုရာ့ ရငး်ပငးေတားေပၚတျငး 

နီညိဳေရာငးသကၤနး့ကို ဆငး်မနး့ထာ့ေသာ ဆရာေတားကို ဝိုငး့ရဵ၊ 

ထိုငးေနၾကကာ သာသနာေတားကို လိုြကးလိုြကးလြဲလြဲ ၾကညးညိဳေလ့စာ့ေသာ 

စိတးဓာတးမ္ာ့က လျနးခဲံေသာ နြစးေပါငး့ ဿ၂ဝဝ ေက္ား ်မတးစျာဘုရာ့ 

သကးေတားထငးရြာ့ ရိြစဤးအခါသို႓ ်ပနးေ်ပာငး့ ေရာကးရိြသလိုခဵစာ့ မိပါသညး ၈ 

ဣ်မငးကျငး့ ဣခဵစာ့ခ္ကးမ္ာ့မြာ ယခုထကးတိုငး စိတးထဲတျငး 

်ပနး်မငးေယာငးေနမိပါသညး၈ တသကးတာတျငး ဘယးေသာအခါမြ 

ေမံမရနိုငးေတာံပါ၈  

 

သာဓု .. သာဓု .. သာ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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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靜樂禪林 
帕奧禪林（台灣分院） 

地址：54445南投縣國姓鄉長福村長雙巷 29號 
Tel：886-49-2432891 
Fax：886-49-2432231 

http://www.taiwandipa.org.tw  
Email : taiwandip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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