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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鈔演義云：緣覺攝者。緣覺觀十二因緣而得開悟。雖十二支。

而束之不出四諦。雖有利生之心。而亦未廣。故攝聲聞中也。 

緣覺觀十二因緣者。一無明。謂煩惱障煩惱道。二行。業障業道。

此二支屬過去。三識。託胎一分氣息。四名色。名是心。色是質。五

六入。六根成。此胎中。六觸。此出胎。七受。領納前境好惡等事。

從識至受。名現在五果。八愛。愛男女金銀等事。九取。是見一切境

界生取著心。此二未來因。皆屬煩惱。如過去無明。十有。業已成就。

是未來因屬業道。如過去行。十一生。未來受生事。十二老死。此即

是四諦。所以重開者。以緣覺之人。先觀集諦。所謂無明緣行。行緣

識。乃至生緣老死。此則生起。若滅觀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

滅。則老死滅。因觀十二因緣。覺真諦理。故言緣覺。此人斷三界見

思。與聲聞同。更侵習氣。故居聲聞上。束之不出四諦者。若流轉門。

無明愛取三支是煩惱道。行有二支是業道。此五支為集諦。識名色等

七支為苦諦。若還滅門。滅前十二因緣之智為道諦。證寂滅理為滅諦。 

『緣覺攝者』。本經沒說緣覺，緣覺就包括在聲聞裡面。『緣覺觀

十二因緣而得開悟。雖十二支』，這十二支，就是十二個科目。『而束

之不出四諦』，「束」就是「歸納」，歸納起來也離不開四諦。所以四諦

在小乘法裡是根本法輪，十二因緣不過是把四諦展開來，詳細說明而

已。『雖有利生之心，而亦未廣，故攝聲聞中』。梵語辟支佛，「辟支」

翻做「緣」，「佛」翻做「覺」。所以緣覺就是辟支佛。他是從十二因緣

而開悟的。這一類人雖然也度眾生，但是不主動，跟阿羅漢一樣，你

去找他，他看你過去生中跟他很有緣份，就度你。你去找他，他會入

定觀察，如果過去生中跟他沒有緣，就不度你。為甚麼？因為講了你

不相信，也不願意聽，所以他省得說話，你也省得煩惱。菩薩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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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主動教化眾生。阿羅漢跟辟支佛不主動教人，所以屬於小乘。 

『緣覺觀十二因緣者。一無明。謂煩惱障煩惱道』。從這一段開始，

將給我們簡單說明，甚麼叫十二因緣。第一是「無明」，此地是講「枝

末無明」，不是「根本無明」。根本無明，破一品，成為圓教初住菩薩，

法身大士。阿羅漢跟辟支佛也破了無明，但不是根本無明，而是破「枝

末無明」。「枝末無明」就是「見思煩惱」。四諦裡面叫見思煩惱，十二

因緣裡面叫無明。無明就是見思煩惱，就是迷惑！這是煩惱障，煩惱

道。「煩惱障」是「見惑」，「煩惱道」是「思惑」。見煩惱、思煩惱，

就是無明。『二行。業障業道。』。第二是「行」，你有煩惱障，有煩惱

道，就是你有見思無明，你一定會妄動，「行」就是造業。業障業道，

它造作，以「無明」是緣，「行」是因，「無明」比較遠一點，「行業」

較近。如果拿祖孫三代來說，「無明」是祖父，「行業」是父親，生下

來的兒子就是底下的「識」。「識」是「果報」。下面五條都是識，都是

果報。所以與這個果遠一點的叫「緣」，密切的叫「因」。所以「無明」

是「緣」，「行」是「因」，有因有緣，後面就結果，這就是業障業道，

我們今天通通在造作。『此二支屬過去』，這二條是講過去的。因為你

過去世迷惑、顛倒、造業，你這一生就受報，這是果報，這受報怎麼

報法？先來投胎。我們在六道裡以人道做例子說明，其餘五道都沒有

例外，都是一樣。 

『三識』：人道裡面，先「識」，「識」就是「神識」，我們俗話講

「靈魂」，靈魂來投胎。『託胎一分氣息』，神識速度非常之大，可以說

超越時間、空間，神識超越時間、空間，孔老夫子雖然沒有明說，但

是從他的文章裡面，也透了一點消息。他在「易經繫辭傳」裡面，講

「游魂為變」，「神識」孔老夫子稱它做「游魂」。說游魂絕對正確，為

甚麼？它動的速度太快了。他這兩句話「游魂為變，精氣為物」。跟佛

法講的宇宙人生觀完全相同。「物」就是「物質」，物質從那裡來？「精

氣」為「物」。可見得孔老夫子並不承認真正有物質存在，物質是甚麼？

精氣而已。現在科學家不承認有物質，物質是甚麼？是振動。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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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動，是一個幻像，不是真正有物質。所以用孔老夫子在兩千五百年

前的「易經」中說的，跟現代科學能相應。佛法說得更詳細。孔老夫

子講的「精氣」，在唯識裡面是「見分」，「物」是「相分」。見相同源，

見相不二，這是佛法裡面所說的，所以說神識來投胎。 

說老實話，夫妻一定會生兒女嗎？不見得！有很多人結婚一輩

子，不生兒女。為甚麼不生？沒有緣。兒女要跟你有緣，他才會到你

家裡來投胎。他跟你沒有緣，不會到你家投胎。換句話說他去投胎是

要找對象的，你求他，他未必理你。他去找對象，找甚麼對象？過去

生中存在的關係。 

佛在經上給我們講四種因緣：第一種是報恩的。過去生中你們彼

此互相有恩惠，他這一次又看到你了，到你家來投胎。這個就是我們

中國人講的孝子賢孫，他是來報恩的，怎麼都學不壞，所謂的好兒女、

孝順兒女，這是過去修的善因。 

第二種是報怨的。過去世你跟他有仇恨，這一世遇到，來做你兒

女，將來長大了，做敗家子，攪得你家破人亡，他是來報復的。所以

與人不能結冤仇，外面的冤仇可以預防，他投胎投到你家裡怎麼辦？

你怎麼防法？你把那個人害死了，好了，他的神識到你家來做你的子

孫，做你一家人時，你怎麼辦？所以決定不能存害人之心！這就是所

謂忤逆的兒孫，攪得家破人亡。 

第三類是討債的，討債鬼。是父母過去欠他的，他來討債。如果

欠得少，養個兩、三年他死了，你為他花了不少錢，還清了，他也走

了。如果欠得多，大概供到大學畢業，快要可以做事情，他走了，這

就是討債鬼，債務討清，沒事了，就走了。 

第四種是還債的。是他欠父母，他這一生遇到了要還債，他要努

力工作供養父母。那也要看你們之間債務欠的多少？如果他欠父母很

多，他對父母物質供養很厚，如果欠的債務很少，他對父母的生活供

給很刻薄，反正讓你餓不死就好了。為甚麼？還債的！這一類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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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雖然能供養，沒有恭敬心，沒有孝順心。報恩的有孝順心，還債

的沒有孝順心，甚至於眼裡還嫌棄父母，討厭父母，但是他生活費用

會給你，至於多少？那要看他從前欠你多少。佛告訴我們事實真相，

一家人就是這個關係集合。 

家庭如此，一族人也是如此，凡是你所認識的親戚朋友都是如此，

只是恩怨債務更少一點。恩怨債務多的時候，就變成一家父子兄弟，

遠一點就成為親戚朋友。所以人與人之間都有緣份。你走到馬路上，

一個陌生的人對你點頭笑一笑，也是從前的緣份。看到陌生人素不相

識，一看到就不順眼，也是過去的緣份。所以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

我們真是起心動念不能不謹慎，千萬不要跟一切眾生結冤仇，不要跟

一切眾生有債務的關係。欠債的要還得清清楚楚，免得來生再還，這

事情很麻煩，所以儒、佛的聖賢教訓，都是勸我們把這些恩怨化解，

這是最善、最圓滿的方法。這就說明投胎不是隨便偶然的，它與過去

生中有密切的關係。剛投胎來的時候，就叫「識」，不能叫它是「名」，

所以母親懷孕，是神識來投胎。 

『四名色，名是心，色是質。』「名色」，是指胎兒還沒有長成形

狀，大概在一、二星期，十四天的樣子。沒有長出形狀，甚麼也分不

出來，只是一塊肉團。但是肉裡頭有神識，所以叫它做「名色」。「名」

就是「心」，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色」是「物質」，所以叫「名色」。 

『五六入，六根成此胎中。』胎胞長大了，就叫「六入」。「六入」

就是「胎兒」成形了，是一個人的樣子，六根長出來，這個時候叫「六

入」。六根不俱的時候叫做「名色」。「識」、「名色」、「六入」這三支都

是在胎中。 

『六觸。此出胎』。第六是「觸」，「觸」就是出胎了，與外面境界

接觸，也就是出生了。從出生一直到老死，都與外面境界接觸，所以

離開母體以後都叫做「觸」，觸的時間非常長。 

『七受。領納前境好惡等事。從識至受。名現在五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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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領納前境好惡等事』。觸是沒有好惡、沒有喜歡、沒有討厭、也沒

有害怕；像嬰兒，自己拉的大便也吃。這是因為他有「觸」，但是沒有

「受」，這時候他甚麼也不懂。等到逐漸長大，他就有好惡之感受。在

沒有「受」之前，我們中國人常講「天真」，他心裡面清淨，快樂，沒

有憂慮、沒有好惡。從前人天真的時間長，一般要到十歲以後。在從

前，像我這個年齡，大概在十歲以後才知道有好惡，十歲以前不知道，

這是童年的幸福！現在的小孩可憐，為甚麼？我看他一兩歲就有好惡

的感受了。換句話說，他的童年時間縮短，受苦受樂的時間提早。怎

麼會提早呢？天天看電視，電視天天教他，所以兩三歲的小孩，就會

察言觀色，就曉得大人的好惡。他們的心裡就計較，就要用心機了。

從前那種農村社會，童年天真時間反而長，現在縮短了。 

所以現在的人不能做，來生投胎做人，太苦了，雖然說現在科技

發達，但是現代人生活像機器，人的味道沒有了，換句話說，人生的

意義、價值喪失掉，這是我們要覺悟。所以這個「受」，是領納好惡的

境界。這五種是果報，就是這一生的果報。前世「無明」、「行」，是緣，

是因。有這個因緣，才有我們這一世的果報。諸位要是真正明白佛法

的道理，就是認識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們這一生當中，受苦受樂，不必怨天尤人，為甚麼？皆是自作

自受！苦難不是別人給我們的，是自己造作的，怎能怪人！怎能怪老

天爺不公平！起這個念頭，更是造罪，罪造得更大。發財中獎都是命，

沒有這個命，把菩薩鬼神的像毀了，造罪就更大。我聽說有玩六合彩

的拜佛菩薩，保佑他要中彩，不中彩，第二天就把佛菩薩拿去砍頭，

拿去燒掉，這造業！怨天尤人，造的罪業就更重了，所以這個「受」，

是有因果的。 

『八愛。愛男女金銀等事』。八愛、九取、十有這三條，就是現在

這一生的造作，第一個是「愛」，愛甚麼？貪愛，『愛男女金銀等事』。

愛的範圍太廣了。「愛」就是「無明」，就是「迷惑」。愛了之後就有行

為，就有造作。造作底下就是「取」，愛之後就「取」，『是見一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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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取著心』。自己喜歡的，要把它佔有，這是「取」。不喜歡的，要叫

它離開，也是「取」，都是取著。這叫造業，造作。起心動念造作都是

屬於這個字。所以「愛」跟「取」，『此二未來因，皆屬煩惱，如過去

無明』。這就有了業習種子，造業後面就有「有」。「有」甚麼？阿賴耶

識裡面善、惡種子種下去了。有了種子，來生就要受報。所以我們今

生的造作「愛、取、有」，一一成就是作未來因緣，屬業道，如過去無

明、行。 

『十一。未來受生事』。第十一「生」。生是「未來受生」。來生還

要輪迴，還要去投胎。『十二老死』。投胎之後，永遠輪轉，這叫輪迴。

你要曉得為甚麼有輪迴？輪迴的道理是甚麼？十二因緣就是給你解答

這問題。為甚麼有輪迴？輪迴是自己造的，輪迴的現象就是這樣可怕，

這是我們要覺悟。覺悟之後要如何離開輪迴？實在講，離開輪迴，果

上是離不開的，有人生活很痛苦，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去自殺。自殺

能解決問題嗎？不能！果報上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要從「因」跟

「緣」上解決，把「因」跟「緣」斷掉。我們曉得「愛」是緣，你能

夠一切不愛了，你生死輪迴就斷掉，也脫離輪迴。大概權教以下，權

教菩薩，緣覺聲聞，都從這兩個地方下手斷掉的。利根的菩薩，大乘

菩薩、實教菩薩，從「有」下手，那就是真功夫。「愛取不斷，但心裡

頭不落印像」，這最高明。跟諸位說：「密宗就是從這裡斷。」我們想

想，有沒有這個本事？「愛取不斷，心地清淨，不落印象」，這不是一

般人做得到的，一般人，斷愛、斷取、已不容易；斷「有」是非常不

容易。那是大乘菩薩才做得到，叫做遊戲人間，那才真正得大自在。

有「愛」、有「取」，沒有「有」，他不會墮落輪迴。我們今天做不到，

只有念「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我們也「有」，我們「愛」「取」「有」

都有，我們愛阿彌陀佛，取阿彌陀佛，心裡有阿彌陀佛。這樣就帶業

往生了。 

因為這「阿彌陀佛」，六道輪迴裡找不到－三惡道裡頭沒有，阿修

羅、人道、天道裡也都沒有阿彌陀佛。所以你在阿彌陀佛上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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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六道裡頭都沒有辦法受報，只好到西方極樂世界受報去。

這個妙啊！所有一切八萬四千法門，沒有這一個法門妙。我們今天「愛」

「取」「有」三條都斷不掉，換一個念頭，換成「阿彌陀佛」。所以我

勸同學們，天天看阿彌陀佛的像，天天念阿彌陀佛，天天念無量壽經，

念阿彌陀經，不可以一天中斷，真正要做到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

樣就好。 

『此即是四諦，所以重開者』。這是把四諦展開，成為十二因緣，

『以緣覺之人，先觀集諦。所謂無明緣行』，這跟「聲聞」不一樣，「聲

聞」是從「苦諦」悟入。「緣覺」是從「集諦」斷惑。 

『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此則生起。』。這裡我

們講流轉，隨順十二因緣流轉，就是生死輪迴。如果要超越六道輪迴，

你把十二因緣反過來看就明白了，這叫還滅門。『若滅觀者，無明滅，

則行滅。』，那「行」就滅了。『乃至生滅，則老死滅』。所以你反過來

看的時候，就是智慧。就把這個宇宙人生看破。所以『因觀十二因緣，

覺真諦理，故言緣覺。此人斷三界見思，與聲聞同』。他的斷證跟聲聞

是一樣的。他比聲聞聰明，所以『更侵習氣，故居聲聞上』。聲聞見思

煩惱斷了，習氣沒斷。緣覺習氣都斷了。所以比阿羅漢的功夫要高。 

習氣是甚麼呢？佛經裡有一個比喻，譬如酒瓶，酒瓶是盛酒的，

現在你把酒瓶中的酒倒得乾乾淨淨，裡面確確實實沒有酒了，你再用

乾布把它擦乾淨，可是聞聞還有酒味，用酒味比做習氣。所以佛弟子

當中，有很多是富貴子弟，跟佛出家，富貴人都有傲慢的習氣，他證

了阿羅漢果，傲慢確實斷掉，真沒有了，但是有的時候那個驕慢的態

度還在，這就叫習氣。是不是真有？真的沒有，他對人真的是恭敬，

可是他習氣還在。所以說煩惱容易斷，習氣難斷。但是習氣往往會引

起別人誤會，因此要學謙虛、恭敬、禮讓，學這些來斷習氣。 

『束之不出四諦者。若流轉門。無明愛取三支是煩惱道。行有二

支是業道。此五支為集諦。識名色等七支為苦諦』。雖然十二因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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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詳細，歸納起來不外四諦。四諦是講「苦、集、滅、道」。「集

諦」就是起惑造業，「無明」是過去的煩惱，「愛」、「取」是現在的煩

惱，所以這三支都是屬於煩惱，就是惑業苦中的迷惑。這個地方我們

特別要記住，無明是過去世的事情，是無可奈何。現在對於一切法要

是生了「貪愛」，要是想「執取」，「執取」就是佔有，這都是迷惑顛倒，

這些是煩惱道。「行」是屬於過去世造的業。「有」是現在的，是這一

生當中造的業。既然有業，當然就有果報。所以「行」與「有」，這兩

支就是造業，是屬業道。由此可知，我們這個「佔有慾」，（現在心理

學上講「佔有慾」），就是佛門講的「造業」，善業自有善果，惡業定有

惡報，惡報是在三惡道，善果是在三善道。總而言之都脫離不了六道

輪迴，所以業實在不能造。 

不造業，這一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為甚麼？起心動念

都在造業，這怎麼得了！所以一切法門，都是在幫助我們斷惑，消業，

出離六道輪迴。在一切法門當中，最簡單、最容易、最快速、最穩當，

無過於「念佛法門」。我們二六時中，就是一天到晚，心裡面想佛、念

佛，一切時、一切處，都不要把這一句佛號忘掉，這也是在造業，這

造甚麼業？造淨業，就是造念阿彌陀佛的業。這個業還算不錯，為甚

麼？三界六道裡頭沒有這個果報，三善道裡面沒有阿彌陀佛，三惡道

裡也沒有阿彌陀佛。所以叫做淨業。造淨業，將來的果報是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我們除這一條路之外，實在找不到第二條路好走了。善惡

業都不能造，不但惡業不造，善業也不為，專念彌陀，求生淨土，這

樣才能夠出離六道輪迴。 

所以「無明」、「愛」、「取」、「行」、「有」，就是四諦裡頭的「集諦」。

除這五支之外，其餘的七支皆是「苦諦」。從「識」到「受」是這一生

的果報。過去世造的因，現在得受報；「愛」、「取」、「有」，是現在造

的因；「生」、「老死」是來生受的果。所以你要問六道輪迴是怎麼來的？

十二因緣給你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叫「流轉門」。「流」甚麼？

按著這十二因緣順序來走，按順序走，這就是製造六道輪迴。如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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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呢？就叫「還滅門」。 

『滅前十二因緣之智為道諦』。人為甚麼有老死？因為有生！沒有

生就沒有老死。生有甚麼好處？生的後果就是老死。那為甚麼有生？

因為有「取」，為甚麼有取呢？因為有「愛」。這樣翻過來往上去找它

的原因，這是智慧。十二因緣中，只要你能斷一條，六道輪迴就沒有

了。從那裡斷？要從「因」、「緣」上斷；「果」上是斷不了的。 

有些愚痴的人，覺得活得很痛苦，誤以為自殺就可以了斷，自殺

是從果上斷，是斷不了的。因為自殺之後，沒幾天又投胎來了，活得

更苦，還幹六道輪迴。所以自殺是沒完沒了，不能解決問題，不但不

能解決問題，只有把問題愈搞愈糟，來生比這一生不曉得要苦多少倍。

這是做不得的。必須要在「因、緣」上斷，就是「集諦」上斷，「苦諦」

上沒有辦法斷的，苦是果。 

我們曉得「無明」、「行」，是過去生中的因緣，過去世的怎麼能斷

呢。只有從現在生中去斷，現在生中，查查十二因緣，只有「愛」、「取」、

「有」這三支，就這三支中如果能夠斷一支－或者你把「愛」斷掉、

或「取」斷掉、或「有」斷掉。這三支斷一支，就行了，就可以出離

六道輪迴，這叫「還滅門」。你有這個智慧，知道事實真相，曉得從那

裡下手，這就是「道諦」。「道」是修行的方法門道，你找到了。依此

修行超越輪迴生死，就是「滅諦」。證「寂滅理」為「滅諦」。這是說

明十二因緣，不出四諦。 

「緣覺」雖然度眾生，實在跟阿羅漢差不多，他不是主動的去度

化眾生，而是眾生去求他，他才肯教。眾生不去求他，他不會去找人

的。不像菩薩，做一切眾生不請之友。所以他度的眾生不多也不廣，

因此把緣覺合在聲聞一起，我們稱它做小乘。如果講三乘呢，那麼聲

聞是小乘，緣覺是中乘，菩薩是大乘。 

【解答問題】  （于安坑國小宣講佛法與人生）    

請問淨空法師：佛學裡面輪迴的學說，是假設的，是為了要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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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假借勸告呢？還是佛學裡面的真理呢？ 

解答： 

諸位要是研究印度的歷史，就知道六道輪迴不是佛教說的。是古

印度的宗教家說的，說得很多。古印度是宗教最發達的國家。在釋迦

牟尼佛出世的時候，著名的宗教就有九十六種，而且裡面有許多高級

的宗教。他們多半都是「修定」、修瑜珈，我們現在所講的神通，那是

真的，不是假的。他以禪定的功夫，定境所觀察的世界，跟我們觀察

就不一樣。這在以前比較難理解，現在比較容易理解。近代的科學家，

已經發現到這個世間沒有物質的存在。過去還講「唯心」、「唯物」。現

在連物都沒有了，那個「唯物論」的確沒辦法立足了。物質是甚麼東

西呢？只是一種「波動」，「光動」的現象而已。這是近代科學家發現

的。正同佛家「心經」裡面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物質。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空、色是一不是二。只是在不同振動之下，

產生的幻象而已。我們世間人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誤以為真實。 

剛才我跟大家透露了一點消息，心地清淨到相當的程度，人決定

不死。當然來世決定是有的。有過去、有未來。六道是印度許許多多

宗教家發現的事實。他們知道了，他們看到了，親眼看到了，也親身

到過這些地方。（這就是近代科學家所說的多元次空間的轉換）。可是

他不知道所以然，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就是六道輪迴怎麼形

成的，為甚麼會有這些東西？這是印度宗教家沒有辦法解釋的。六道

裡面情況，他們都知道。佛在經典裡面給它加以說明，說明六道是怎

麼來的，怎麼會有的，如何能夠超越六道，這是佛法所講的。 

宗教家知道六道，不能超越六道。他知道有「天」，可以生天。這

是真的，確實可以生天。天有很多很多類別，就像我們現在講的外太

空。我們看外太空，別的星球人要來了，就是天人。所以佛經裡面有

記載，印度宗教裡面都有記載，講「大自在天」。大自在天有「輪寶」。

輪寶是它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輪寶的速度，從日出到日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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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小時，它能夠飛行四天下。叫「一四天下」。一四天下有多大的範

圍呢？拿現代術語講，就是太陽系。這很像近代發現的飛艓。 

輪迴之事在歐美也逐漸被證實了。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前

兩年我在加拿大時，就有一位很虔誠的基督教徒，是個女的。她跟人

講，她相信佛家講的六道輪迴是真的。她怎麼相信呢？她做一種試驗，

像催眠一類的試驗。她做了一千多個例子，發現「人」經過催眠之後

說出來，用錄音帶錄出來，有很多人從前是別的國家的人，有的是幾

百年前的人。他們追蹤調查，查到這些檔案，確實有這個人的名字，

但是這地方他從來沒去過，確實他沒出過國。有些從畜牲道來的，也

有外太空、外星人來的，不是我們這個星球上來的。他講的話，言語，

我們都不懂。都有記錄，他們做了很多這樣的例子，現在還繼續不斷

的在做，相信再過幾年可能會公開。 

我曉得他們現在已經有幾千個例子了，所以他們用這種方法來證

明，他們說輪迴的事非常可能。在佛法裡講，是用「定功」，就是你心

地清淨，心地清淨到一個相當的程度，我們眼、耳、鼻、舌的作用就

不一樣了。這些作用就慢慢擴大了。像我們的「眼」今天能夠看到的，

只是有限度的波度。光波比這個長的，我們看不到，短的也見不到。

能力若是恢復了，各種不同的光波，同時見到。所見的這個世界就不

一樣了。我們現在看的是三度空間，也許鬼神是四度空間、五度空間。

假如我們心地清淨，這裡講修定功。到了一個相當深度的時候，這些

障礙都沒有了。無限度的空間都能看到。你看到這整個宇宙，才能看

到真相，不會侷限在一個很窄小的觀念裡面。所以佛、儒都教我們，

一個求學的態度，不懂的東西存「疑」。所以佛法容許討論，容許研究，

容許追問，儒家也是如此。我們要不斷的去研究，不斷的去探討它，

才能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但是這在我的經驗當中，可以說肯定是

有的，絕對不是騙人的。如果佛要求別人行善，要求別人好，要用欺

騙的手段，他不是一個好的教育家，連正人君子也做不到，雖然是善

心，手段錯誤。換句話說他完美當中有缺陷。真正好的教育家，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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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沒有就說沒有。沒有一絲毫缺陷，這才是對的。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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