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菩辭行教育如何造成合生勻社舍之道切的

5美踐特化
蔡耀明(台灣大字哲掌系)

{內容摘要}

本文以鳩摩~什翻譯的《摩 i可般若波~蜜銓》方主要的

依掘，著限于生命安鐵和社金安跌這攻向度的打卉、打通勻切換，探汁
佛教菩醉行教育如何又才余生勻社合展卉這切的妥踐特化。洽述的行

文，由如下的六令串連而成。第一令，“錯洽"卉門見山，帶出研究主

題，并且逐一交代拾文的拘想勻拾廓。第二帝，計財妥跌勻社含笑踐遠
二小概念予以界混，反思一般的社金安跌規念之不是，遊而替忱庚的

“生命世界妥踐"勻“生命安踐"現念，預做鋪路的工作。第三令，以三
小要 d京，混明佛教菩辭行教育之生命安跤，可成方比一般的社金宴踐更
仿良的替代方案。第四咕，以五小要去，說明佛教菩辭行教育特生命肪

程卉辟均生命安跌向度，既推功修行道Jt的安廣成長，也展卉余生救度
的造切特化。第五帝，以五小要息，探i寸佛教菩哥拉行教育如何造切地特

化社舍。第六令，“結洽"且結本文的要成。
{美鍵由]佛教菩醉行教育余生社金造切妥跌特化

錯拾

方求快速勾勒大致的較廓，以及清晰呈現整篇文章的拘成要項，卉

f1見山，即以奈列的方式，依序備隊“研究主題"、“美鍵概念"、“文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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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洽迷架拘 "D

研究主題:本文以生命案踐和社金宴跤這攻向度的打卉、打通勻切

換方著眼，探i寸佛教菩排行教育如何又才女生勻社金展卉造切的笑跌特

化。如此的探i寸里示，以佛教菩醉行作方佛教在生命安跌的一小方案，
而透迂修行遊展所卉辟的向度，不仗使菩屆主行者得以超脫生命世界多
后面的障磚或困境，而且使菩辭行者的投入社舍得以成方更妥善的或

更通迷的社金宴跌。如此的自度勻度他，之得以締造出攻贏，其美鍵就

在于透迂貫御的笑踐，持續地切換在修行遊展之“生命案跋向度"勻投
入社舍之“社金宴跌向度"。

1.美鍵概念:美鍵概念之于哲掌的探t
吋寸，沈如敲 汀、
l'n 石穩考，可提供入「門
1
的切要工具勻思辨技工巧:J 0 [υ1 ] 在錯洽的遠一可背吉，以佛教菩首醉笙行教育、玉汶
k

生
@佛教菩首醉益行教育:佛教以教育的方式教辱修掌者其各真才妥掌

的菩 i辭乎所切要的修行。[口2 ]
@余生:又林方有情，乃避人生命世界以知兌勻感受而詮既生老
病死的流程之結合解散勻劫蕩起伏的生命体。[ 3 ]

@社金:一群相美的生命体銓蕾共通的活功所形成的相當持久的
因体或生活組合。[

4]

@這切:相道于切題，也就是在教搶、沉息、現念、解釋或赴理上，

[ 1 ]參閱蔡耀明《佛教樺修做方心身安頓:以基咄現念勻美鍵概念完錢索}，收汞于正修
科技大字通現教育中心主編《內丹修燒勻靜坐:第五屆“宗教生命美杯掌朮研吋

金"洽文集} ，(高雄:正修科技大掌通缺教育中心， 2012 年 1 月) ，頁 3-10 0
[ 2 ]參閱蔡耀明《菩哥拉所拳的考~內涵及其相庄研究}，{法光》第 202 期( 2006 年 7
月) ，第 1 版;蔡耀明，{以“大乘"做方說明“宗教"的一扇 n 戶}，{法光》第 240 期

(2009 年 9 月) ，第 2 版。

[ 3 ]參閱蔡耀明《樺修方著眼的余生現:以〈學 F銓﹒十定品〉方依掘}，{竿F掌披》第 3
期 (2012 年 9 月) ，頁 31 一的。

[ 4 ] Cf. Srinibas Bhattacharya , Sociological
2006 , p.6.

Foundαtíon

01 Educαt的n ， New Delhi: Atlantic ,

佛教菩辭行教育如何速成余生每社金之遺切的~聽聽化﹒

切合于或密切美敢于所意向的事情或題目。[ 5 ]
@妥踐特化:以妥戲之方式所造行或速成的形志上或拘造上的
特受。[ 6 ]

文獻依掘:本文材料的來源，以鳩摩~什翻譯的《摩 i可般若波~蜜

笙》方主。
《摩 i可般若波~蜜詮》勻所在的一系列的般若經典一祥，都以般若

波~蜜之教字方骨干，亦即以完成在智意向度之行遊方教竿的骨干，不
洽世間方象或佛法修芋，皆透迂空親、不二中親、假施投親、幻化班，一
方面，排除涉及的障磚勻抗著，另一方面，彰里菩提道勻生命世界在渚
多向度的貫通以及在格局的如虛空之尸大元迫，狀而替圓滿菩提道的

修掌勻出人尸大的生命世界，扭負起智惹上通迷鋪路的工作。述一部
詮典在本文主題的考察勻思考，提供了被其室貴的材料且引友源源不

斷的屆友勻洞察，因此欣然納入方主要依掘的典籍。
在文獻的使用上，除了鳩摩~什的譯本，也特別參考玄裝的譯本，
對然現存有美的梵文本，其重要的程度不吉而喻。[ 7 ]

2. 洽途架拘:本文由如下的六常串連而成 D 第一帶、緒洽，卉 n 見
山，帶出研究主題，并且逐一交代洽文的拘想勻乾廓。第二市、計滑~

踐勻社含笑跌遠二小概念予以界說，反思一般的社含笑踐現念之不足，
遊而替仿庚的“生命世界妥跤"勻“生命妥跤"現念，預做鋪路的工作。
第三哲、以三小要鼠，說明佛教菩辭行教育之生命安蹺，可成方比一般

吋

[ 5 ] Cf. Michael Katz , From Research to Ma叩sc呻，t: A Guide ω
t o Sci仿ent
叫i拆丹c Wr厄t甜tμ
仰
拙
LT吟 , 2 nd ιdι
釘e 吋1.，
Dordrecht: Spr:i nger , 2009 , p. 187.

[ 6 ] Cf. Alfredo Gómez-Muller , Gabr:i el Rockhill ,“ Cr:i tic a1 Theory Today: Politics , Ethics ,
Culture-Opening Di a1ogue ," Politics of Culture αnd the Spirit of Crit句ue: Dialogues ,
edited by Gabr:i el Rockhill and Alfredo Gómez-Muller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1 , p.32.

[7

]有美《摩 i可般若波~蜜詮》在文獻的流侍情形，及其余多培育的待譯本，可多悶:

Edward Conze , Th e p，可見ãpãramitδ Literature ， 2 nd ed. , Tokyo: The Reiyuk泣， 1978 ,
pp. 34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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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金宴跋更{尤良的替代芳案。第四守主、以五小要京，也就是安力、誓
愿、体主人、策略和事~的搭配，說明佛教菩辭行教育~寄生命店程卉辟方

生命安跌向度，既推劫修行道ift.的安度成長，也展卉敘生救度的造切特
化。第五帝、以五小要鼠，也就是社金宴踐勻社含笑踐向度、社合做方

用以精遊道主ll:.勻度化余生的民程勻阿絡、參勻社舍之誓愿、以身作則帶
功世間善法勻拐弄世間不善法、以世界之庄戶勻余生之度化方社含笑
跌向度忌攘的份值勻板致的成就，探i寸佛教菩哥拉行教育如何造切地特

化社舍。第六哲、生吉洽，且措本文的要成。

一、財社金要踐遊行哲掌反思

本文以這切的笑跌特化方考慮，探汁佛教菩排行教育施行在女生

勻社合所能速成的效果 D 至于在人口的策略上，以哲掌的反思，分成六
小小令，首童安踐之界說，使后縷的洽迷得以莫定在美鍵概念清楚界悅

的基拙，避而一方面，滑比出一般的社金宴跌兢念之不足，另一芳面，替

忱庚的“生命世界妥跌"勻“生命突鐵"現念，預做鋪路的工作。

(一)理洽(或文字、掌氓、教火)勻~踐最多 f又方溶洞表面
的二分
如果只停留在理洽勻妥踐之培河的表面，由于浩伺相沿成刁各有

指涉，一般世人很可能自功金主人方理洽勻妥踐是截然二分而分厲截然
不同的領域。然而，如果放在事情貼切的脈絡，則所謂的理洽勻妥跤，
其美系即不必然如同培河表面所指涉的那祥的二分。[ 8 ]

[ 8 ] Cf. Jan Fook , Social Work: Critical Theorγαnd Pract帥， London: SAGE , 2005 , pp. 8 ,

12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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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清泉跋( praxis)
安畫是并非片面的理洽、因裘的技能、編狹的技木、切割卉來的安行、
外加的活功或瑣碎的座用。[

9J

有別于因秦的技能乃至瑣碎的座用，帶著生命或文化意涵的笑踐

現念，其四大拘成要項如下:其一，梅女生忱先視方行功者(或行方者

actors)

，或余生自賞方行功者。其二，女生之行功乃這作在一套或多套

的美膜系統。其三，在所在的美騏系統，銓由行功而形成系統的意火、

了解、件可、禁止、取責、賞呵等。其囚，詮由行功，一方面，成生受到系
統美朕項目的影吶、模塑;另一方面，女生也影咱或甚至改斐周遭的
情境。

以如此的笑踐現念方著眼，妥踐乃哲掌勻宗教的核心范疇之一，而
哲掌妥踐勻宗教奕踐并非仗止于局外式地解釋世界或抽寓地拳行伙
式，而是世界之得以改造或特型的內友力量之一。

(三)三是跋之分美
隨著所注重的領域有所差昇，安踐可予以余多的分美表示，包括社

含笑鐵、政治安鐵、教育突踐、佮理妥鐵、哲掌妥跌、宗教妥戲、生命世界

妥踐、生命妥踐等。 [10J

[ 9

J

Cf. Ozguc Orhan , For the End is a Limit: The Question

ConceTπing

the

Environm側，

Ph.

D. Dissertation ,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2007 , pp.137 -147.

[lO J Cf.

Je可Kmita ，“ Towards

History:

Humanities αs

Cultural Relativism wi出 a Small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and Jerzy

‘ R' ,"

Kmitα 's

Epistemology and

Approcah to

by Anna Zeidler-Janiszewska , Amsterdam: Rodopi , 1996 , pp. 582 - 583.

話，

ed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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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清社金宴跋(

social praxis)

美于社金安踐是什么，可提出至少如下的三套界說。 [11 ]
其一、社含笑跋當成社合參勻的同又何:參勻社合群体的活功，包
括各式各祥的小區工作、城多改造、公共政策的汁洽、社合這劫。

其二、社金安鐵道成理洽、技芝勻社金浩劫的結合，使理洽成方案
跌式的知圾，使技乞挂著社金宴用的包裝，亦使社金活劫富于理洽的反
思、 Att 判勻指辱。
其三、特所意園的事情，一芳面，去成或做成周遭社金所影日向、庄迫
或模塑的一那;另一方面，也影日向或甚至改斐周遭的社舍。

以身体方例，身体意像、身体保莽、身体匿斤以及遠体赴理，皆往周

遭的社金卉放，赴赴受到周遭社舍之媒体、体制、飲食、流行文化之影

自趴在如此多面向的影日向之下，形成身体意文、身体份值、身体恁葫勻身
体使用之共享的社金宴跌風潮。同祥地，一些小人更特其理念或生活

方式，藉由身体往周遭的社金放送，不仗測試其正積度、特色勻力量，族
取社合資源，而且也沖撞著或帶領著共享的社金宴跌風潮。

抽寓于共享的社金宴踐夙潮，所滑的身体，很可能只是受到漠視的

事物，或只是掌院派的洽文堆砌。
如果著眼于社金宴跤，知怎只勻妥踐在社舍之那圈乃亦步亦趙且相互
影吶。因此，知怎只成方勻周遭社舍不斷地互功的持錢戶品，并且似乎只能

以周遭社舍的接受度撞撞其正積度勻重要性。換吉之，知怎只反而受到知

名度、坪盤成績、票房、收視率、民鴻結果之美的社金宴踐辰1潮所宰制。知

[ 11 ] Cf. Gesa Helms , r，ωαrds Safe City Centres?: Remaking the Spaces of an Old-Industnal
City , Aldershot: Ashgate , 2012 , pp.43 - 47; Iago Kachkachishvili ,“ Anthony Giddens's

Structuration Th eory and Some Peculiarities of Georgian Society ," After Communis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ety αnd

Sociology , edited by Carol

Bern: Peter Lang , 2004 , pp.121-122.

H位rington

and et al. ,

佛教菩辭行教育如何造成政生勻社金之道切的要路轉化﹒

主只如此，哲掌勻宗教亦然，以至于以成方涉入社金的宗教( socially

engaged religion) 或社金化的宗教 (socialized religion) 方吋尚。 [12J
(五)一般的社金奕踐就念之不足
一般的社含笑按規念，員然在打卉社合面向的或人本面向的笑踐

意涵可以有其特色或狙到的要求，但是以尸大的生命世界現予以拉
視， [13 J 往往附帶如下的三庶的不足或缺失。

其一、社金宴跋通常仗以人笑社金或周遭社金方格局，在主人知或吋
洽渚如功物、植物、生志等方面的事情，誰兔捉襟見肘或暴露盲息。

其二、一旦以社含笑跌方主辱現念，傾向于先在地強勢庄縮掉小

人、心恣、或生命的空間。
其三、一且以社含笑跌方忱勢現念，若社金充斥著体制式的扭曲，
令人似乎只能在順狀社金扭曲勻反抗社合扭曲之間二逛一，而又住以另

求其他出路。
(六)以“社金制約"而“社金宴跋"而“生命世界裳跤"
有鑒于一般的社金宴踐現念之不足，透迂尸大的生命世界現，藉由
如下的三小要京的鋪路，可辱引出忱庚的笑跌現念。

其一、不必以社金又才小人的制約克世界現之基本預設勻主旋律。

其二、主人清且拐奔仍然稍嫌編狹勻不足的社金安踐現念。

其三、特功物、植物、生志、人們、心身修;據勻超脫皆納入在共拘的
生命世界 ， )J\.而形成“生命世界妥踐"之規念，并且以起生命安跤"卉屆

[ 12 J Cf. John Clammer ( ed. ), Socially Engaged Religions , Bangalore: Books for Change ,
2010; Phil Hemy , Adαptαtion and Developments in Westem Buddhism: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in the UK , London: Bloomsbu勻， 2013; Sallie King , Socially
Buddhism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09.
[13 J

Engαged

參閱蔡耀明《一法界的世界視、住地考察、包容說:以〈不增不減笙〉方依搪的共生

同成理念}，{台大佛掌研究》第 17 期 (2009 年 6 月) ，頁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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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世界的高超出路。

二、佛教菩橫行教育可在要踐上成均比一般的

社金三是踐更 f尤良的替代方案

一旦体主人到一般的社含笑跌現念皆附帶著若干的不足或缺失，即

沒有必要繼續予以接受或忍受，而可另謀財策，或另求出路。就此而
洽，佛教菩草坪于教育一向置人生命世界在以事生命安跤，而且如此的生
命妥踐，甚至可成方比一般的社金宴踐更忱良的替代方案。

然而，所謂的生命安跤，其意文方何?昨衡多祥共拘的生命世界，
致力于主人知生命世界的拘造、美朕勻這作机制，加強鍛;除藉以這行于生

命世界的心志勻身体，既可卉辟送行于生命世界的高超出路，亦可改斐
涉及的生命世界，此之滑“生命安跤"。換吉之，遊人生命世界，走出生
命后程，逐可以透迂佛法的教竿，切要地規照生命体的拘成勻生命房程
的机制，狀而卉友勻強化在生命世界的超脫力或通迷力。如此的笑修

功夫，既妥踐于且改斐生命肪程和生命世界，即可林方“生命安跤"。
根提至少如下的三小耍，鼠，佛教菩辭行教育之生命安踐，可成方比

一般的社金安踐更忱良的替代了于案。
其一，菩辭行教育不把格局窄化到仗剩人笑社金或周遭社金，而是

:tt 及于尸大的生命世界之各式各祥的余生。 [14 ]
其二，菩辭行教育在一方面，并不賦予社金、政治、笙濟或生物方面

[14 ]例如，佛告須菩提:“菩醉摩河醉庄生如是心:‘我當于元量生死中大誓庄戶。我庄
岩舍一切所有。我座三告等心于一切余生。我座車以三乘度脫一切余生，令人元余
涅槃。我度一切余生己，元有乃至一人人涅槃者。我座三言解一切渚法不生相。我
鹿三皆鈍以研婆若心，行六披ð9蜜。我鹿三旦掌智慧，了述一切法。我虛道了迷渚法一
相智門。我虛道了迷乃至元量相智1'1 0' 須菩提!是名菩醉摩河醉生大心，不可杯

如金剛。"({摩 i可般若波ð9蜜豎﹒金剛品第十三}，鳩摩ð9什埠， T. 223 , vol. 8 ,

p.243b-c. Cf. T. 220 (2) , vol. 7 , p.60a-b; Ki mura I-2 , p.28; LSPW , p.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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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項任何忱先的地位或主宰的功能，另一方面則再三強調，透迂心志

洞整勻心志鍛嫁， ~彥掌者可友摔巨大的威力 ， h人而拓展勻提升生命的
境界。 [15J

其三，菩醉行教育耘示全面且街底的兌悟，提供生命的出路之高超

修竿的目掠，而且在推劫如此的安踐的路途，連帶地，亦卉店了渚多可
利益余生的契机，而完全不必窘迫到只剩下或者順以社金扭曲或者反
抗社金扭曲送二小造項。 [16J

忌之，相較于一般的社金宴跤，至少由于打卉板尸大的格局以容納
各式各祥的食生，以心志洞整勻心志鍛;除方骨干的生命妥跤，以及高超
辱向的生命出路勻修行道路，菩肝行教育所提供的，即可視方更忱良的

教育方案。

[15J 例一，“須菩提!譬如漏恩阿里要哎，不信他活，不隨他行，現見諸法宰相，惡魔不能
特。如是，須菩提!阿惟越致菩醉摩 i可醉

(αnavamard，α nlyo bodhisαttvo mahãsαttvah) 亦如是，求育問道辟支佛道人.不能破杯、

不能折伏其心。須菩提!是菩 F 摩 i可醉必定住阿惟越致地中( niy，αto 'ya 1!L
bodhisαttvo m叫“attvo 'vinivartαnïy'α-dhãtau sthi仰的。不隨他活，乃至佛 i吾.不直信

取，何況求Fï閱、辟支佛人、及惡魔、外道、梵志活，接克是赴。何以故?是菩醉不見
有法可隨信者，所清若色受想、行氓，若色如.乃至俱如，乃至不見若阿耨多~三藐三
菩提、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如。須菩提!以是行、美、相貌，豈知是名阿惟越致菩 F

摩 i可醉。"({摩 i可般若波~蜜笙﹒不退品第五十五> ，鳩摩~什埠， T.

p.340b-c. Cf. T. 220 (2) , vol. 7 , p.262c; Ki mura

rý ,

223 , vol. 8 ,

p.149; LSPW , p.393 o )

例二，“須菩提!菩醉摩 i可 f?ihJ- 初友意己來，問如是法，庄堅固其心，不劫、不特

(dt:cfha-cittair bhavitα:vyam α:praka呻α-cittair bhαvltavyam ωαTTLhãrya-cittαir bhαvitavyαm) 。
菩哥拉摩 i可醉以是里固心、不劫.不特心，行六披~蜜，三古人菩醉位中 ( bodhisαttvα

niyãmam avakrãma:向'yanti)

0 "

(

{摩i可般若披~蜜笙﹒堅固品第五十六> ，鳩摩~什

埠， T. 223 , vol. 8 , p.341b-c. Cf. T. 220 (2)

LSPW , p.396

, vol. 7 , p.264a; Kimura IV , p.154 j

0 )

[16J 倒如，富樓那勁:多夢尼子 (Pün;1O MaÌtrãyal!ïputra年)盲:“是菩醉，大誓庄 F( mahãsannδ的同Sαnnaddha) ， 是菩醉，度趣大乘(帥的-yãna咽1!Lprasthitα) ，是菩醉，乘于大
乘 (mahã呵yãna-samãT官φα) ，以是故，是菩醉，名摩 i可醉。"({摩呵般若披~蜜笙﹒手持

才品第十五>，搗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244c. Cf. T. 220 (2) , vol. 7 , p.62aj
Kim盯a 1岳，

p. 33; LSPW , p.128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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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菩ilP行教育以卉辟“生命安踐向度"而這切特化合生

佛教菩排行充分利用生命眉程的吋光航事修行，而透迂修行的遊

展，不仗~每遊入世 l司而暫吋取得的渚如天神、人笑或功物等“生命形
志"特斐成菩醉之“考~修行的身份"而且特一輩子又一華子的生命

吋光，特交成次第成長的修行道路。隨著生命房程的出路逐一打卉，以
及用以落妥生命妥踐的修行道路逐步成型，如此的“生命安跤"即以
道路的卉辟，体現方暢通的“生命安跌向度"。
在卉辟生命安跌向度的既不呈，佛教菩醉行藉由至少如下的五小要

息，迷成這切地特化余生之愿望。
第一、修行者并不以追逐或抓取世間立即的財富杖勢或名位享受
方目掠，而是立定志向于菩提道的修字，沿著菩提道，特可注視念通迷、

障磚排除、能力卉友以及功用支撐的功課，腳踏契地地把功夫用下
去。[ 17J

此一要 d京，可筒林方菩提道的修行裝力的培葬。

[17J 倒一，“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六披~蜜日才，作是念:‘我若不布施，當生貧努家，
不能成就余生、淨佛園土，亦不能得一切神智。我若不持戒，監生三思道中，尚不得

人身，何況能成就余生、淨佛固土、得一切神智。我若不修忍辱，則當渚根毀杯、色
不其足，不能得菩醉具足色身.余生見者必至阿耨多~三藐三菩提，亦不能得以具

足色身成就余生、淨佛園土、得一切神智。我若懈怠，不能得菩許道，亦不能得成就
余生、冷佛固土、得一切神智。我若舌L 心，不能得生渚樽定，不能以此禪定成就余
生、冷佛園土、得一切神智。我若元智，不能得方便智.以方便智.垃育閱、辟支佛

地.成就余生、淨佛圈土、得一切神智。'是菩醉笈如是思惟:‘我不座隨憧貪故，不具

足檀那披~蜜。不座隨犯戒故，不具足尸~波~蜜。不庄隨瞋意故，不具足屢提波
~蜜。不座隨懈怠故，不具足昆梨耶披~蜜。不座隨亂意故，不具足掉那披~蜜。

不座隨痴心故，不具足般若波~蜜。若不具足檀那波~蜜、尸~披~蜜、犀提披~

蜜、昆梨耶波~蜜、掉那波~蜜、般若波~蜜，我婆不能成就一切神智 (α可panpüra')'an
dãnapãramitãm evαT(L sïlαT(L kqãntiT[t vïryαT(L dh')'ãna T(L praj昆ãpãramitãT(L câ-pαnpüra')'αn na
niryãsyãmi sarvâkãr，句加tã')'ãm)

~什埠， T. 223

0 '

"

, vol. 8 , p. 282b-c.

(

<摩 i可般若披~蜜銓﹒夾淨品第三十一> ，鳩摩

CιT. 220 (2)

, vol. 7 , p. 149b-c;

Kimura II-III ,

pp. 51-52; LSPW , p. 227 ，，)持下貫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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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修行者既不是只厥一己道主ll'.的成長，也不是把女生的死活當

成另外或額外的事情，而是透迂誓愿之真城地支出，特一切永生之教
育，納入修行道路，而成方修行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J

就此而

洽，佛教菩醉行樹立非常狙特的楷模，以心志上的自友的誓愿，將一切
余生之教育，內化在修行的系統，既不游渚 J之勞、規定或律令等外在的
附加物，也不訴渚神明或天道等中間的媒介物。此一要鼠，可筒輯:方自

友的誓愿以教育接受一切成生。

第三、准各b人事一切女生之教育，到底把余生看成什么，遠不仗涉
及教育執行的策略，而且涉及教育辱向的目粽。修行者并不把女生看
成本身固定就是女生，尤其不把余生看成冥頑不友或頑固不化的份子。
正好相反，所謂的女生，只是假藉培崗的指都表示，并非如此的指林恰

(按上貫注)例二，佛告須菩提:“清苦苦益摩河~$t阿耨多~三藐三菩提心，安體、多余生，
令元量余生得辰，伶感、值益渚天人故。是渚菩醉行菩草草道吋，以四事，接克量百千

余生，所謂布施、愛培、利益、同事。亦以十善道，成就余生，自行初掉，亦教他人令

行初掉;乃至自行非有想非克想赴，亦教他人令行乃至非有想非先想赴;自行檀那

波~蜜，亦教他人令行檀那波~蜜 (ãtmanã ca dãnapãramitãyã~ car，α叫 pαrã~s ca
dãnapãramitãyã~ prati平thãpayanti) ; 自行尸~披~蜜，亦教他人令行尸~波~蜜;自

行麗提波~蜜，亦教他人令行麗提披~蜜;自行昆梨耶披~蜜，亦教他人令行昆梨
耶披~蜜;自行掉那披~蜜，亦教他人令行掉那披夢蜜;自行般若波~蜜，亦教他人
令行般若波~蜜。......自行大慈、大悲，亦教他人行大慈、大悲;自得一切神智，亦
教他人令得一切神智;自寓一保征便及司，亦教他人令寓一保証使及耳;自特法拾，

亦教他人特法拉 (ãtmanã cα dharma-cαkra~ prava加yanti parã祕 ca dharmα-cαkr，αm
pr仰artanãya sαmãdãpayanti)

0" (

{摩河般若波~蜜笙﹒開持品第四十五}，鳩摩~什

埠， T. 223 , vol. 8 , p.315c. Cf. T. 220 (2)

, vol. 7 , pp. 207 c-208a; Kimura 凹， pp.

20-21; LSPW , p.324o)
[18J 例如，“世尊!我愿渚菩醉倍室精遊于阿耨多~三藐三菩提，見余生生死中神神苦

筒，欲利益安辰一切世間.天及人、阿修夢，以是心，作是愿:‘我既自度，亦當度未度
者 (kim iti vaya~ t計7Jã a-tîr7J ãn sattvã~ tãrayemα) 。我既自脫，對脫未脫者 (kim iti
vaya~ muk的 α-muktãn sat如飢砌的.yema) 。我既安隱，對安未安者 (kim iti vay'αm
ãsvas泌的-ãsvωtδn sattvãn ãsv曲ayemα) 。我既夾度，若使未人夾度者得夾度 (kim iti
uαya~ panmrv.穹的 a-parinirvt;tãn sattvãn parinirvãpα.yema)o'''({ 摩 i可般若波~蜜笙﹒

等掌品第六十三)，鳩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358c. Cf. T. 220 (2) , vol. 7 ,

pp. 301 c-302a; Kimura V , pp. 35 -36; LSPW , pp. 458 - 45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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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才皮到本身就是女生之存在体 o [19 J 被指林方女生的，其安并非本
身存在方余生，而只是在渚多美耳芙奈件推劫下的交劫不居且幻化的表

象。透述如此的看法，即可理解決生之全然的可特化性。而 b人事女生
之教育，正好可提供美膜的采件以特化余生，甚至可符合生特化方全方

位的修行者暨修行成就者。此一要息，可筒林方体試成生之空性假名
的可特化性。

第四、、《摩河般若波~蜜笙》至少用了《囚攘品》完整的一品的篇

幅，在洽究如何地接受、教育勻特化余生。就此而洽，方便勻拔拼成方

交相這用的一套策略。所滑的方便 (upãya) ， 其意涵方還切方法的使
用，包括磷失主人知所面又才女生的主要問題、根器之方向勻廣量以及所在
那境的資源勻限制，此而提供可接上錢的幫助勻教辱，以赴理或解決問

題，并且特女生的一些良善廣量的內涵勻能力卉支出來。假如欠缺如

此的方便，級使想要帶忙，也金由于用錯方法，而元濟于事，或甚至造成

更F重的反效果。所謂的拔濟(即cãlay，α ti 川的啪yati; 切Jecα.yati) ， 其意
涵方航所在的情境超脫而出，包括肌肉題或困境超出，以及以初!吩或中

盼的領域超出，往最高超的目掠提升上去。假如欠缺如此的拔詐，繳使

替了一些忙，也全由于不再往上提升，而耽溺在現狀，或者中途而瘓。

[19J 例如，須菩提吉:“于意云何，何等法.名余生?"釋提桓因盲:“元有法.名余生;假名

故，方政生。是名字，本先有法，亦元所趣，強方作名 ( nêd，α~ b仰自ntα subhüte

dharmâdhivacanam.

ãgαntukαm

etαn

n在madhey，α~

prak~摯的恥，

α叩臼tukam

etαn

nãmadheya~ prak呻t帥， αn-ãrambαry，am e，的 n nãmadheya~ prak咿仰 ， yad μtαsαttvalJ

叫tvα iti)

0

H “情尸迦!于故意云何，是般若波~蜜中，說余生有笑不?"釋提桓因言:

“元也。"“情尸迦!若般若波~蜜笑不說余生，元迫，亦不可得(，也tra kausikαm
sattva-pα而dïpanã k"(tã , na kã-cit tatra sattvânantαtã) 。僑尸迦!于汝意云何，佛.如桓
河沙劫穿.混余生余生名字，頗有余生法.有生、有夫不?"釋提桓因吉:“不也。何以

故?余生此本已來常清冷故 (ãdi-，~uddhatvãt sαttvasya) 0" “以是因緣故，僑尸迦!余

生元迫故，三皆知般若波~蜜亦元迫 ( sattvân﹒帥的tayã prl句.結'pãramitân-antαtã

veditαvyã)

0" (

<摩i可般若波~蜜室主.散花品第二十九}，鳩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279b. Cf. T. 220 (2) , vol. 7 , p. 145b; Kimura II-I日， p. 33; LSPW , pp. 218219. )此外，參閱蔡耀明<<般若豎〉的般若波~蜜多教字的有情現勻有情特化}，
《正規》第 64 期 (2013 年 3 月) ，頁的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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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要去，可筒林方立于便勻拔濟的交相還用策略一一一首先透迂方便，又才
症下萄或因材施教;接著透迂拔濟，脫寓岩前的問題勻情境;然后又透

迂方便，赴理稍微遊除的問題勻卉友稍微遊險的能力;然后又透迂拔

碎，以稍微遊險的屋吹再度往上提升。正好在遠祥的一套策略的施展，
笙由接受勻教育的余生，即次第往最高超的目粽提升上去，而特化方最
高超的修行成就者。 [20J

第五、一方面，一切余生各式各祥，其問題勻根器，也五花八門;另
一方面，生命出路的尋求勻高超境界的提升，不仗必須透迂當事者主功

的主人知、体古人、抉捍勻努力，而且有待努力卉拓勻貢敵世間的方面，也几
乎不可限量。送些都不是用急功近利的方式所能牽功的，也不是用吉L

卉支票的方式所能換取的。而菩草草行就中規中矩地且充怨元悔地以板

其長逅的吋間( dïrghα吋tram) ， 用在精遊道主lJt.勻度化成生。此一要京，

[20J 例如，“是肘，菩醉摩何許行般若波~蜜，以方便力故，于懂法中，拔出余生 ( ye

mα扮arù;ah sαttvãs tän mätsαryän niva啪.yati) ， 教行檀那被~蜜 (dänapäramitäyäTfL ca
niyojayati) 。持是布施功德，得大福披 ;.b人大福披拔出 (sα tãTfLS tata uccäly，α) ，教令持

戒 (Sïle niyojayati) 。持戒功德，生天上尊貴赴。主Z 拔出，令住初掉。初禪功德，生梵

天赴。二禪、三掉、四禪、元迫空娃、現壯、元既有壯、非有想非元想娃，亦如是。余
生行是布施及布施果扭，持戒及持戒果扭，掉定及禪定果披，神神因緣故出 (sα

tasmäd α:pi dδnäd dãna-phαlãc câne他-paryäy，α TfL vivecy，α) ，安置元余涅盎及涅盎道中
(α舟upadhi-se，re

nirvä r;t a-dhätau niveSayati vinayati prati,rthäpayati) ， 研謂四念赴、四正

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究分、八至道分，空解脫 n 、元相、元作解脫口，八背舍、
九吹第定，佛十力、四元所畏、四元磚智、十八不共法。安臆余生，令住圭元漏法.元
色、元形、充磚法中。有可得須陀洹果者，安隱教化，令住須陀洹果 (ye srotαäpatti
phαle sthäsya帥 ，

tän srotaãpatti-phαle prati，rthäpayati) 。可得斯陀含果、阿那會果、阿

里乎沒果、辟支佛道者，令住斯陀含果、阿那會果、阿~江果、辟支佛道。可得阿耨多

~三藐三菩提者，安隱教化，令住阿耨多~三藐三菩提中 (ye 'nuttaräyä TfL
samyaksα1ftbodhαu sthäsy，αn抖 ，

te,rãTfL

sat-puπl，rär;täTfL

bodhi-märgam äkhyäti

mutt，伊yati ， saTfLprakãsayati saTfLprahar，和y鉤， prati,rthãpayati)

0" (

upαdisαti sα

{摩河般若波~蜜

銓﹒四接品第七十人)，媳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 392c. Cf. T. 220 (2) , vol.

7 , p.371a-b; Kimura VI-VIII , pp.45 -46; LSPW , p.574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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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筒稍:方 t乏通銓蕾的教育事 iL[21]

忌之，藉由至少如上的五小要熹一一一菩提道的修行妥力的培莽、白

皮的誓愿以教育接受一切成生、体試成生之空性假名的可特化性、方便
勻拔濟的交相這用策略、長遠銓蕾的教育事 ir-一佛教菩辭行教育特

生命店程卉辟方生命安跋向度，以安力、誓愿、体主人、策略和事 ir 的搭

配，既推功修行道主&的安廣成長，也展卉余生救度的道切特化。

四、佛教菩橫行教育以卉辟“社金~踐向度"

而造切轉化社金

佛教菩辭行將尸大的生命世界(包括所謂的人美社金)投置方用

以打造菩辭行的所在系統。一方面，如此所坐落的系統，提供尸大、多
祥、且源源不斷的素材，助成菩辭行在安踐上的現察、主人知、安忍勻定
力。另一方面，隨著菩辭行的防線，以引辱女生在修行上成長勻共同締

造庄戶的生命世界方取志，由內而炭地透迂慈悲、誓愿、救度、方便、勻
教辱，投入尸大的生命世界或周遭的人美社舍。如此的投入，伴隨著
“生命妥踐向度"之卉辟，美朕地也特尸文的“生命世界妥跤"卉辟方
暢通的“生命世界妥踐向度"以及特狹文的“社金安蹺"卉辟方暢通

[2 日例如，“懦尸迦!菩醉摩河 ii'P i乏夜 ( dïrghα吋tram) 行檀那波~蜜，行尸~、屢提、昆
梨耶、掉那、般若波~蜜。以余生長夜貪i學故，菩哥拉悉舍內外物，安立余生于檀那波
~蜜中。以成生長夜破戒故，菩醉悉舍內外法，安立余生于戒。以余生長夜斗淨
故，菩醉悉舍內外法，安立余生于忍辱。以余生長夜懈怠故，菩哥拉悉舍內外法，安立

余生于精避。以余生長夜說心故，菩哥拉悉舍內外法，安立余生于掉那。以余生長夜
愚痴故，菩醉悉舍內外法，安立余生于般若披~蜜。以食生長夜三句愛培故.流特生

死，是菩哥拉摩何醉以方便力，斷余生愛錯，安立余生于四祥、四元量心、四元色定，四

念赴乃至八至道分，空、元相、元作三昧;安立余生于須陀洹果，乃至阿 Z乎沒果、辟支
佛道、佛道 ( srotaãpatti-p如le sakr:dãgãmi-p他le 'nãgãmi-p如le 'rhαttve prati~thãpayati.

pratyekabodhau

prati~thãpα，yáti.

αnuttαrãyãrp，

samy，α ksαrp，bodhau prati~thãpayαti )。

({摩河般若披~蜜挂﹒夾淨晶第三十一> ，鳩摩 !w 什埠， T.

Cf. T. 220 (2)

223 , vol. 8 , p.281a.

, vol. 7 , pp.147c 一 148a; Kimura II-III , pp.42 -43; LSPW , p. 2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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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金宴跌向度"。
這一甘以卉辟“社金妥跌向度"方視角，探討佛教菩醉行教育如何

還切地特化社舍。 [22J

持“社含笑踐"設置方“向度"一方面，由于不

把社金宴鐵道成本身封閉的領域，而是以汗放的形式，勻 i者如生命店

程、修行道路、生命案踐等向度，形成全方位的美朕;另一方面，由于不
把社金宴跌鎖定在特定的人物、事物、或体制，1:某求有限度的改革或蕾
造，而是全程帶功妥踐上的臻于被致的特化。
社金{故方一群相美的生命体之間的生活組合，可能帶給生命体
相章程度的限制、障磚、逼迫、彷害或承害，也可能帶給生命体若干的

便利、示趣或福利。有鑒于此，佛教菩醉行教育在致力于修行道~勻
敘生救度的民程，連帶地，亦著眼于如何減挂社金討生命体的限制乃
至丟失害，以及提升社金又才生命体的便利乃至福利，這就帶出勻渚多向
度美朕的社含笑跌向度。由此湖之，佛教不仗不金方了社金妥戲而

社金宴跤，而且不主人 Jg{又兌社金宴踐即足以解決余生的問題或提升
女生的境界。
在卉辟社金裳跤向度的茄程，佛教菩醉行藉由至少如下的五小要

去，迷成造切地特化社舍之愿望。
第一、形式上，特社合理解方向度，避而持社含笑跌卉辟方向度。

《摩 i可般若波~蜜詮》以般若波~蜜方教竿的骨干，其涵 J之三句智能之

路往的行遊到彼岸，亦即智慧之道的全程妥跌。所滑的智慧，既不在

于計游事物去石為主人其限定的名林、存在、特征、性庚、數量，也不在于
針封事物去區隔各小方面的差昇，而在于解卉事物之拘成項目勻這

作項目，避而洞察逮些美膜項目的緣起、空性、不二、幻化。就此而

[22J 有美令人特化勻社金特化，可參閱 Kathleen Dockett , “ Buddhist Em
呻
呻
n
1甲
pow
耳γr引吧
附
W
、e臼1mτ
men
官

Individual , Organization祉，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 Psychology and Buddhism:

From lndividual to Global Community , edited by Kathleen Dockett and et al. , New York :
Kluwer , 2004 , pp.174 , 176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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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智慧之精髓，在于非限定的洞察勻非區隔的通迷;而智慧之道的全

程安跤，即在于全程皆妥跌]g 非限定的洞察，以及全程皆玄踐方非匠隔

的通述。正好透迂全程元限一一尸大 (m吼叫)、元量 (α-pramã7Jα) 、元
毅 (α-saT(tkhJ叮α) 、元迫 (α舟仰的)、元隊甘心 ti) 、不二 (α-dvay，α) 一一的
洞察勻通述，如此所成就的般若波~蜜，其智慧即卉辟方智黨之
向度。 [23J

《摩 i可般若波~蜜詮》不{又將生命体、小人、勻女生看成拘成項目

[23J 例一，須菩提 i吾釋提桓因吉:“如是，如是。懦尸迦!是摩呵披~蜜 ( mahδ

pãramitã.) ， 是菩醉摩何哥拉般若波~蜜。元量投~蜜 ( apramã~lα-pãramitã) 、元迫披~
蜜 ( anantα-pãramitã) ， 是菩醉摩何許般若波~蜜。 b人是中字，成須陀洹果，乃至阿里乎

沒果、辟支佛道。渚菩醉摩i可醉，，b人是般若波~蜜中掌成，能成就余生、 J爭佛園土，
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一一已得、今得、三百得。懦尸迦!色大故，般若波~蜜亦大

(TÜpa-mahattayã kausika mahã-pãramitêy，的!" bodh的ttvãnãT[L mahãsattvãnãm) 。何以
故?是色前隊不可得 (π月pω.ya na pürvãntα 叩αlabhyate) ， 后防不可得 ( nâpαrãntα up

alabhy，α te) ， 中隊不可得 (na madhyam upalabhyαte) 。受、想、行、棋大故，般若波~蜜
亦大。何以故?受、想、行、現前防不可得，后時不可得，中你不可得。乃至一切神
智，亦如是。以是因緣故，情尸迦!是摩洞被~蜜，是菩醉摩 i可醉般若被~蜜。"

({摩i可般若波~蜜笙﹒散花晶第二十九) ，鳩摩~什埠， T.

279a. Cf. T. 220 (2) , vol. 7 ,

pp.144c 一 145a;

223 , vol. 8 , pp. 278c -

Ki mura I1-III , pp.30-31; LSPW ,

P. 217 0)
例二，對之肘，慧命須菩提白佛吉:“世尊!元過披~蜜，是般若波~蜜。"佛吉:“如虛

空元迫故。"“世尊!等波夢蜜，是般若波~蜜 (samatã-pãramitêyaT[L bhagavan yad utα
praj.仿ipãramitã) 0" 佛吉:“堵法等故 ( sarva-dharm飢叩αlabdhi-samatãm upãdãy，α)

0 n

“世尊!寓披~蜜，是般若波~蜜。"佛吉:“學竟空故。"“世尊!不杯披~蜜，是般

若波~蜜。"佛言:“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元彼岸披~蜜，是般若波~蜜 ( a-

padα六pãramitêyaT[L bhαgavan yad uta praj.仿ipãrami的) 0" 佛吉:“元名、元身故 (α-nãmð

sarïratãm upãdãya )

0"

......“世尊!先量披~蜜，是般若披~蜜 (α-pramã7J-a

pãrami的raT[1 bhα:gavan yad utα prajñãpãramitã )

0"

t弗吉:“渚法量不可得故 ( sarva-

dhαm吟samutthãnatãm upãdδ.ya) 0" “世尊!虛空波~蜜，是般若波~蜜。"佛吉:“一
切法元所有故。“世尊!自然被夢蜜，是般若波~蜜 ( svaya可lbhü-pãramitêyaT[L
bhαgavan yad uta prajñãpãramitã) 0" 佛吉:“一切法中自在故 ( sarva-dhαmw-vasa

叫titãm 叩ãdãy，α) 0" “世尊!佛波~蜜，是般若披~蜜 (buddhα-dhαmw-pãramitêyaT[L

bhagavan yad uta pn句I仿ipãramitã ) 0 "佛吉:“知一切法一切神智故 (sαrva-dhαmω
sarvâkãrâbhisaT[L bodhanatãm upãdãy，α)

0"

({摩呵般若波~蜜笙﹒遍吸晶第四十四)，

鳩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p.311c-313a. Cf. T. 220 (2) , voL 7 , pp.202a-

204aj KimuraIV , pp.1-8j LSPW , pp.312-31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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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這作項目的組合表現，而且特生命世界勻社舍，同祥地看成拘成項目
勻這作項目的組合表現。以社含而洽，隨著在社金之拘成項目勻這作

項目皆洞察勻通迷方全程元限，亦即隨著洞察勻通迷社舍之美戰項目

而卉支出現照社金的般若波~蜜，如此的現照，研滑的社金，即呈現了句
全程元限之向度，而不再是被一般的知怎只勻見解所以定的限定領域勻
區抉領域。隨著特社合理解方向度，搭配著生命~踐研航辜的社金宴

跤，就可以把社金宴踐卉辟方社金安踐向度。

第二、內容上，社合做方用以精遊道~勻度化余生的局程勻阿三各。
在菩排行的棋板作用下，生命世界勻社舍，并不被片面地造成要去追逐
部反而受因其中的財象領域，也不被片面地對成只是有待通寓勻超脫
的困境，而是整小店程或甚至整令肉絡都可用以精遊道主1t勻度化

余生。 [24J
第三、航菩醉行朋友出的參勻社金之誓愿。在菩哥拉行的祺板

作用下，之所以避人世間勻加入社金，主要的并非受到~力的驅使
勻煩惱的追逐，而是出之于誓愿的力量，再搭配店諒的必要，即越

來越能至3 取如何避人各式各祥的世界，以及造合走向世間的什么

[24J 例如，佛告舍利弗:“菩醉摩河~.b人初友意，行六披星9 蜜，乃至坐道塌，于其中問，常

方渚吉閱、辟支佛作福田 (pnαthama-cittðtpãd，αm 叩ãdã凹，結riputra ， bodhisa恥o mahã
sattvα的α(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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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何以故?以有菩醉摩 i可醉因緣故，

世間渚善法生 ( bodhi，叫 tvaT(l， mahãsαttvam ãgam戶

sarve，~ãT(l， kusalãnã T(l, dharmã 1Jã T(l,

loke prãdur-bhãvo bhαvati) 。何等是善法?研滑十善道、五戒、八分成就膏，四掉、四
元量心、四元色定，四念赴、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章分、八至道分，惡現
于世。以菩藍藍因緣故，六披~蜜、十八空，佛十力、四元所畏、四元 l蜀智、十人不共

法、大慈、大悲、一切神智，原現于世。以菩草草囡錄故，有剎利大姓、婆 ~n 大姓、居
士大家，四天王天，乃至非有想非元想天，皆現于世。以菩醉因緣故，有須陀洹、斯
陀含、阿那舍、阿~波、辟支佛、佛，皆現于世。"({摩 i可般若披~蜜室主﹒耳座品第

三) ，鳩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 222b-c. Cf. T. 220 (2) , vol. 7 , p. 13a-b;

Ki mura 1-1

, pp. 60 - 61; LSPW , p. 5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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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赴勻角落。

[25 J

第四、以身作則推功世間善法 ( kusα拖拉ukikδ dhαrmã 車) ，拐弄世間
不善法(如此ikã

a-kusalã dharmã lJ) 。不洽涉及尸叉的生命世界妥跤，

或涉及狹文的社金宴跤，菩哥拉行都不舍片面地重視在衍生屋吹的或末

[25J 例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伊摩河f'行般若波~蜜能如是司相庄者，肌何赴
咚，來生此間?趴此 l淘金冬，當生何赴?"佛告舍利弗:“是菩醉摩何許行般若披~蜜能

如是司相庄者，或 JÅ他方佛園，來生此間，或此兜率天上，來生此間，或此人道中，未
生此間 (J吋均巾utra

bodhisattvo mahãsαttvo 'nena p呵ñãpãram吋吋hãrer;α viharati ， sa

itas c凹的 ihαLVα buddha-均etre upapadyate , anyebhyo vã buddhα-句etrebhyas cyutαs
t叫itebhyo vã devebhyas cyuta ihôpαpαdyate) 。舍利弗!此他芳佛圍來者，疾勻般若披
~蜜相宜。勻般若披~蜜相虛故，舍身來生此間，渚深妙法皆現在前，后逐勻般若
波~蜜相庄，在所生赴，常值渚佛。舍利弗!有一生朴赴菩醉，兜率天上路，來生是

間，是菩醉不失六披~蜜，隨所生扯，一切陀~尼門、渚三昧叮疾現在前。舍利弗!
有菩醉人中命堡，速生人中者，除阿惟越致，是菩哥拉根鈍，不能疾勻般若波~蜜相
庄，渚陀~尼門、渚三昧門不能疾現在前。舍利弗!汝所 I司‘菩醉摩 i可醉勻般若波

~蜜相庄，此此!可堡，三百生何娃，者一一-舍利弗!此菩醉摩河醉，狀一佛固，至一佛
圈，常值渚佛，些不高渚佛。......舍利弗!有菩醉摩何醉人初搏，乃至第四褲，人慈

心，乃至舍，人虛空赴，乃至非有想非元想赴，修四念赴，乃至八至道分，行佛十力，
乃至大慈、大悲，是菩醉用立于便力，不隨樺生，不隨元量心生，不髓四元色定生
(n的hã-kãru~úkã upãya-kαusαlyenα cðpapadyaT帥 ，

na dhyãna-vasena

nâ-pramãr;α-vasena

nârüpy，α -samãpαtti-vaùna) 。在所有佛赴，于中生 (tatra cδpαpαdyan仿 yatra tαthãgαtãn
G枷alJ samyaksαT[Lbuddhãn ãrãgα3仰αnti) 。常不寓般若波~蜜行，如是菩醉，賢劫
中，道得阿耨多夢三藐三菩提。舍利弗!有菩醉摩 i可醉入初搏，乃至第四褲，入慈

心，乃至舍，人虛空赴，乃至非有想非元想娃，以方便力故，不隨樺生，迪生欲界，若
剎利大姓、婆 ~n 大姓、居士大家生，均成就余生故。舍利弗!有菩醉摩河醉人初

掉，乃至第四棒，入慈心，乃至舍，入虛空赴，乃至非有想非元想娃，以方便力故，不

隨禪生，或生四天王天娃，或生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夫、化原天、他化自在天，
于是中，成就余生，亦淨佛土，常值渚佛。舍利弗!有菩許摩 i可f'行般若波~蜜，以

1J便力故，人初搏，此!可命堡，生梵天赴，作大梵王，以梵天赴，游一佛園，至一佛園，
在所有渚佛得阿耨多夢三藐三菩提，未特法乾者，功清令特。舍利弗!有菩醉摩何

首長一生朴赴，行般若波~蜜，以方便力故( upãya-kausαlyena) ， 人初搏，乃至第四掉，

人慈心，乃至舍，人虛空赴，乃至非有想非元想赴，修四念赴，乃至八至道分，人空三
昧、元相、元作三昧，不隨禪生，生有佛壯，修梵行 (nαcα te~ã1]t 凹的zα gaccha闕，

sa1]tmukhï-bhütã T]lS cα buddhãn bhαgαuαtα ãrãgayitv丘 ， tαtra brahma-caTγα1]t cαntvã) 。
若生兜率天上，隨其男子堡，具足善根，不失正念，勻充數百千 f乙方渚天.圍繞.恭敬，
未生此間，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摩河般若波~蜜詮﹒往生品第四~ ，鳩摩~

什埠， T. 223
80 一位;

, vol. 8 , p.225a-c. Cf. T. 220 (2) , vol. 7 ,

LSPW , pp. 66 -69 0 )

p.18a-c;Kirr間a 1-1 , pp.

佛教菩辭行教育如何迷成 A 生勻社金之道切的呂定踐僑化﹒

梢屋次的制度、政治、軍事、法規、利弊、得失、吉凶、禍福等方面的事情，
而是忱先重視校方基拙的或根本的事情，包括銓蕾共同生活如何良善

地相互看待的現念、心志、吉河、作方。如果社金之共同生活逐淡得上
有什么值得的，五立法不在于冰冷的体制、利益的汁較勻彼此的牽制，而

是在于大家的交往磷妥友自善意勻尊重，以及交往的表現，多少帶著一
己的帝制、美系的道道、勻 it 散卉來的奉獻、扶持和助成。有肇于此，菩

辭行在參勻社舍，即帶失奉行世間屋吹的善法，以及隨著行琮所及，衡
量因緣，造度地推尸世間是吹的善法，挑而柯立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且可
持久詮蕾的社金安跌典范，連帶地，亦多少浩成特化社舍的附帶

效果。 [26J
第五、以世界之庄戶勻永生之度化方社金宴踐向度忌攘的份值
勻板致的成就。菩辭行之卉辟社金宴踐向度，并不合以世間屋吹的

善法方滿足，而是搭配生命肪程、修行道路、生命安踐向度，形成汗放
的、多向度交紋的美碟，遊而將渚多向度，共同地推向全程充限暢通

的安跌。隨著在修行道路得以次第突破，往最高超的渚佛如來的先

悟提升上去，而生命妥跌向度，也在度化余生方面，表現方再接再房

地引辱勻教早成生，往造合的修行道路遊展、提升勻成熟。至于社金
妥踐向度，一小很 F肅的洽題，則可備隊如下:格要遠成最高超果位
的渚佛如來，座核用什么祥的生命世界或社金，提供佮准各予以接引的

[26J 例如，佛告須菩提:“世間善法者 (kusαlã

laukikã dhαrmã ucy'αnte) ， 孝順父母，供莽沙

n 、婆~汀，敬事尊長，布施福赴、持戒福赴、修禪福赴，功辱福事，方便生福德，世間
十善道，九相一一脹相、血相、杯相、搬走相、青相、陳相、散相、骨相、燒相一一四祥、

四元量心、四元色定，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善、念安般、念身、念死，
是名世間善法。何等不善法(卸的me

bhagavan laukikã α-kusalã dhαrmãh) ?夸他命、

不勻取、邪淫、妄培、兩舌、思口、非吋 i吾、食、值害、邪見，是十不善道等，是名不善

法。"({摩i可般若波~蜜笙﹒旬文品第十二}，鳩摩~什埠， T. 223

, vol. 8 , p.242c.

Cf. T. 220 (2) , vol. 7 , p. 59b; Kimura 1-2 , pp. 24 - 25; LSPW , p. 12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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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施教的女生 7[27J
菩辭行以般若波~蜜方骨干，不仗藉以成就菩提道的道主眩，而且逐
特菩提道在世間屋吹的勻出世間屋吹的成果，一一提供蛤食生。 [28J

如果修行的水平已銓提升到可以那重規划成就佛果之后的逗特法蛇，

則成佛所在的生命世界或社舍，其祥式勻功能，連帶地也庄一并納入規

[27J 有美菩許行在接引食生而成熟余生，所謂的“成熟司參閱:

Susanne Mrozik ,

“ Cooking Living Beings: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f Eneounters with Bodhisattva
Bodies ,"

Joumαl

01 Religious Ethics 32/1 (2004) : 176 , 185 j Susanne Mrozik ，的rtω凶

Bodies: Th e Physical Dimensions 01 Morality in Buddhist Ethic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 pp. 50 - 53 c
[28J 例一，“世尊!以菩哥拉摩河哥拉因緣故，斷三惡道，斷天人食，斷渚究患、疾病、忱傲

( bodhisαttvα'!l- mαhãsattvam ãgαmya ， nirayã ucchidy，αr悅 ， tiryagyoni-yamαlokã ωurã~
kãyã man叫阿-dãridrγã upadravã upωαrgã~ sarve 'py ucchidyante) 。以菩哥拉因緣故，便
有十善道現于世間 (bodhisattva'!l- mahãsattvam ãgαmya ， dasãnãl ]'t ku扣lã耐郁 的mω

pαthanã'!l- loke prãdur-bhãvo bhavαti) ， 四禪、四元量心、四元色定，檀那披~蜜、尸~披
~蜜、麗提拔~蜜、昆梨耶披~蜜、掉那披~蜜、般若波~蜜，內空乃至元法有法空
(仰
α bhãv
叩
α叫α
品
bhã
吋枷
伽
d
叩
U
α

姓、婆里夢~J'叮
1 大姓、居士大家，渚王及特乾圭王，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瞎天。以菩醉因
緣故，有須陀f宜、須陀洹果，乃至阿~灰、阿 ~t又果，辟支佛、辟支佛道。以菩醉因緣
故，有成就余生( bodhisαttva'!l- mahãsαttvαm ãgαm抖 ， sattva-p師'.pãk吋 pmJ昆ãyate) 、海
佛固土( budd缸"的etrα-parisuddhi~ pn句悶悶te) ， 便有渚佛出現于世( tathãgato 沛αn

samyaksa '!l- buddho loke pr句.而yate ) ，便有特法拉 ( dhαrma-cakra-pnωα加na'!l
praj侃yαte) ， 知有佛室( buddha-nαtna'!l- praj;仿凹的)、法室( dharma-ratna '!l- praJ自yate) 、
比丘僧室( sa'!l-gha-ratna '!l- pr，句.問yate)

0" (

~摩 i可般若波~蜜詮﹒三吸品第三十}，鳩

摩~什埠， T. 223 , vol. 8. p.280b. Cf. T. 220 (2)
II-凹，

pp. 38 -39 j LSPW , p.222 0

, vol. 7 , pp. 146c -147 aj Kimura

)

倒二，“懦尸迦!菩!許摩何許因緣故，十善出于世間( bodhisattva '!l- pun峙的叫的，

甸的叭 ， dasa kusal帥的r間-pathã loke prabhãvyante) 。四樺、四元量心、乃至一切神
智，須陀洹、乃至渚佛，出于世間。譬如月浦照明，星宿亦能照明。如是，懦尸迦!
一切世間善法、正法，十善乃至一切神智，若渚佛不出肘，皆航菩醉生 (yadã

buddhã bhagavanto loke

rúìbhisα'!l-budhyante nδtpãd仰的thãgatãnã'!l- bhav仰，的“ 'p i

'p i
te

bodhisαttvã mahãsαttvã~ sαttvãnãT[L laukikã '!l- S cα lo的ttarã'!l-s ca dhαrmãn deiayanti) 。
是菩醉摩何許芳便力，皆狀般若波~蜜生。是菩哥拉摩向醉，以是方便力，行檀那披

~蜜、乃至掉那披~蜜，內空、乃至元法有法空，四念娃、乃至十八不共法，不 i正育
問、辟支佛地，亦能成就余生、淨佛固土，壽命成就、園土成就、菩醉眷厲成就，得一
切神智，皆趴般若波~蜜生。"(~摩向般若波~蜜銓﹒劫持品第三十四}，鳩摩~什

埠， T. 223

, vol. 8 , p.286c. Cf. T. 220 (2) , vol. 7 , p. 156b j Kimuia II﹒凹， pp. 71 -

72 j LSPW , pp. 237 -23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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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就此而洽，成佛所在的生命世界或社舍，是在菩醉行迷到相當的水

平，透迂精心規划和予以落妥的努力，水到渠成的結果。如此的規划，

初步表現方支出愿望， [29] 繼而付渚行劫去落妥愿望，其用意在于提供
所要接引的勻施教的女生一小走得通的生命出路、{尤庚的教育場所勻
合宜的修行玉春境，也就是由高超的修行者提供經由造切特化的生命世

界或社舍，藉以迷成社金妥踐向度的二令忌攘的份值:世界之庄戶勻余

生之度化 c
份值涉及事情之輕重或高低的判斷或洽晰。如果涉及生命世界或

社舍之份值，所要涉人的，大致在于計清末去生命世界或居赴社舍，判
斷什么在分量上校詮或較重，或者判斷什么在室貴的程度較高或較低。

然而，隨著不同的世間現杖、凡土民情、社金思潮、科技水平、宗身遭遇

或小人好惑，即出現五花人汀且大相徑庭的份值判斷。在佛法教掌的

[29J <摩河般若按~蜜笙.步行品第五十人》封于菩哥拉行如何以掙佛園土勻成就
余生方JS..抽錢而友出愿望，做了相當精影勻丰富的說明。此一挖題，有待另
外撰文探 t寸，目前仗能少件令景如下。佛告須菩提:“有菩醉摩何許行檀那

披~蜜肘，若見余生飢寒掠俄、衣服弊杯。菩哥拉摩 i可醉對作是愿( evam

upα'Pañk~itav)'am) :‘我隨力之所吋行檀那披~蜜，我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肘，令我

囝土余生元如是事， (tathã tathã dãnapãramitã)'ã 1[t ca向'yãmi ， y'αthã me 'nuttαrã7[l
sαmyaksα1[tbodhim abhisα1[tbuddhαsyai科研

sattvãnãm amï do抽IJ sarve7Ja sarva1[t nα

bhavisy，α闕 ， napn句iñãpsyante) 。衣服飲食資生之具，對如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
摩天、兜率陀天、化京天、他化自在夭。'須菩提!菩哥華摩 i可醉作如是行，能具足檀
那波~蜜，近阿耨多~三藐三菩提。......笙吹須菩提!菩醉摩何醉行般若波~

蜜肘，見余生愚痴，失世伺.出世間正見，或說充血、元-*-因緣，或混神常，或說斷
束，或說元昕有。~作是愿:‘我隨力之昕吋行般若波~蜜 ， ì爭佛園土、成就余生，如
我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肘，令我園土余生元如是事。'須菩提!菩醉摩 i可許作

如是行，能具足般若被~蜜，疾近一切神智。......笙坎，須菩提!菩醉摩河醉行六

波~蜜肘，座作是愿( punar 叩ara1[t subhüte bodhisattvena mahãsattvena 和(su

pãramitãsu carataivam upαpα就拉αvyα1[t) :若我園土有量，對作是愿:‘我隨均可所吋行六
波~蜜，淨佛固土、成就余生，我作儡E才，令我一固土如值河沙等渚佛園土。'須菩提!
菩醉摩i可藍藍作如是行，能其是六波~蜜，近一切神智 (eva1[t caran subhüte bodhisattvo
mahãsαttva車司α(pãramitãlJ paripürayati sarvâkãra-j.加tãyãS câbhyãsï bhαvati) o"({ 摩 i可

般若波~蜜銓﹒步行品第五十八)，鳩摩~什埠， T. 223 , vo l. 8 , pp. 347b -349b.

Cf. T. 220 (2) , voI. 7 , pp.275a-278b; KimuraIV , pp.181 一 189; LSPW , pp.
417-421
0 )

54. 普陀學干1]( 第三輯)

(寺筑，如果生命世界或社金逐淡得上值得來去一場或居赴其中，座改不

在于浮面且迅即消逝的一些事物，也不在于仗由所在的狹隘領土賦予

的或添加的一些事物，而在于藉由生存于其中，透迂生命世界或社金在
障磚的排除勻資源的提供，女生得以順利地遊行生命失跤， h人而有效地
鍛嫁出超脫式的生命特化的能力。就此而洽，生命世界或社金不仗可

做出正面的份值，甚至在正面上，逐可做出級大分量或板其室貴的忌攘
作用，因而可被視方生命世界或社舍的二小密切相美的忌攘份值，即方

世界之庄 F勻女生之度化。
所滑的世界之庄戶，其意涵方位視 A生來去或居赴的所在，透迂以

余生方童心的銓膏，一方面，將如此的所在功成生的生存活劫勻生命安
踐的各科障磚勻逼迫 ， J章可能予以減桂或排除，另一方面，特如此的所

在滑余生的生存活劫勻生命安踐的各科資源勻助緣，息可能予以提供

或延伸。尤其在資源得以摟投出來做成道道的配置，以及助緣得以及
吋聚集做成造盟的供庄，送祥的生命世界或社舍，即可林方世界之庄
戶。至于所謂的余生之度化，其意涵方現看來去生命世界或居赴社舍
的女生，由于高超的修行者祺板的解救勻善巧的教辱，搭配周遭的資源

勻助緣，促成余生更加懂得在詮房世間的吋候要貼切地覺察、視察、主人

知、体金，以及善用生命吋光主功地掌刁勻鍛蝶，此而鍛輝、出克服障磚、
減少依賴、超脫情境勻往來自在的能力。尤其以片面地受到解救勻教

辱，辛苦成主功在掌刁勻鍛掠，以及航因苦勻依賴的形志，特成超脫勻自
在的形志，這祥在帶助余生，即可林7J女生之度化。
世界之庄 F ， 乃生命世界或社含在提供女生各科資源勻助緣的表

現;至于余生之度化，則是余生在承受各科資源、助緣、解救、勻教辱之
后，她之以相當主功的掌刁勻鍛憾，遊而特化方具各超脫能力的修行高

手。世界之庄戶勻女生之度化，不仗使生命世界或社合成方很值得生

存于其中或修行于其中的所在，而且在世界之庄戶勻女生之度化的努
力，逐可以永元止境地推功，成方菩辭行在社金宴踐向度的骨干。如此

佛教菩辭行教育如何造成政生勻社金之造切的要踐轉化﹒

所造就的，一吉以蔽之，涉及的生命世界或社金，益友值得生存于其中

或修行于其中，而且涉及的余生，也益友精遊于得以高超特化的道宜。

結洽

一般的社金安跤，級使在其不只板的意丸，除了改交社合或引領社
舍，也准以帶出生命民程修行安踐的出路。
既受到生命世界的影咱且影吶著生命世界的佛教菩醉行，不(又卉
辟自度之“生命妥踐向度"而且卉辟度它之“生命世界奕跌向度"或

“社金宴踐向度"。如此卉辟的自度勻度它之眾重向度，透迂相錢不斷

的推遊勻穹鞋就熟的切換，庄可用以扭特一般的社金安踐。遠在安踐
哲掌深具店友意味的地方，就在于宣告“社金安鐵"可以暢通方“社金
宴踐向度"而且此事“社金宴跌"完全不必植牲“生命安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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