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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金剛經》與世界和平 

網上遙距課程  

 

16 條問與答 

筆者胡百熙先生解答 16 條問題，講述他與香港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於 2017 年 7 月 24 日雙方書面同意成立

“佛教：《金剛經》與世界和平”網上遙距課程的

原因和思考經過。 

 

背景 

在因緣際會下筆者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學術

專家進行交流，分享他從《金剛經》第 7 分的經文中

所得到的啟發，研究過程中他發現《金剛經》能為

世界和平提供一點良方。他嘗試從這個新角度出

發，希望探究《金剛經》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能扮

演什麼角色。學院的專家經過了解後，對此研究感

到興趣。雙方書面同意製作一個網上課程，就是這

樣促成了一項有意義的非牟利的合作。 
 

現將 16 條問與答提供如下，讓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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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希望透過這個課程帶給學員什麼信息呢？ 

世界很亂，是眾所周知，但是要認真思考才可以認

清楚動亂與紛爭的原因。 

 

這原因可從兩個角度來分析: 

角度一是研究因宗教分歧而引起的仇恨。 

角度二是研究因人性醜惡的一面，而產生之分別、

執著、妄想。 

 

從歷史觀察，我們知道從十字軍東征，一千多年以

來，都未能將宗教引起的仇視解決。所以希望藉著

這個課程，提供一些信息。 

 

這信息就是單靠武力來解決因宗教而產生的仇恨，

是難之又難。人們需要一個有智慧而又可使各方

面，包括各宗教都能接受的公平方案。 

 

同時更希望這個課程可以提供有關連的題目和答案

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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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原因促使你展開研究“宗教與世界和平”這

個課題? 

我是從思考人生的意義開始，明白到布施是我們做

人的職責，感覺到如果能夠想出一個辦法，協助解

決世界動亂的局面，是天大好事。 

 

如果找到辦法，誰都應該走出來說清楚。我想到佛

學經典《金剛經》已經談及一個完全可以幫助推動

和平的理念，所以我不能不盡快將辦法說出來與大

眾分享。 

 

 

3. 為什麼你會選取《金剛經》? 為何《金剛經》有

助推動和平? 

《金剛經》談到“有為法”與“無為法”的概念。

“有為法” 是什麼，沒有爭議，大家都明白。但要

解釋“無為法” 是什麼，則頗有難度。 

 

在研究宗教的過程中，我感到基督教的上帝，與伊

斯蘭教信奉獨一無二的真主，這些祟拜對象都屬永

恆不變，故包含於無為法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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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這個角度開始思考和研究，看到《金剛經》已

經提供了最巧妙的方案來推動和平。《金剛經》第 7

分說到: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我嘗試用一個新角度去解釋，相信有助於解決現今

世界時局的情況，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 “一切賢聖”這四個字是指一切有宗教信仰

之大德，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佛教等等之高僧大德。 

 

第二點: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這一

句經文是說出了賢聖之所以有分別是因為他

們之間，對無為法有不同的認識。“無為

法”是指永恆不變的境界。天主教及基督教

崇拜的上帝有所謂天父與主耶穌；伊斯蘭教

信奉唯一的真主；天堂和地獄等等，這一切

都是涉及永恆不變的境界。 

 

第三點: 我認為只要懂得《金剛經》所講“一切賢

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之大道理 ，

大家已經懂得宗教爭端是大可不必。因為這

句經文可以令大家明白不同宗教之間的差

別，不外是因為對永恆不變境界的認識有參

差所致。換句話說，分別並不是因為有什麼

其他深仇大恨。所以對立是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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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認為怎樣才是一個“宗教”？ 

我們提出宗教的定義說到:  

 

“宗教是一種哲學或教導，這種哲學或教導是產生

於相信某些精神狀態 (靈魂) 在人的身體死後仍然繼

續存在，並會因為個人在世的行為，而受到賞罰，

基於此，這種哲學或教導便提供了一系列導人向善

的行為準則，讓人們遵守。” 

  

 

5. 為什麼需要認識宗教的定義? 

因為只要明白了宗教定義，就會明白宗教根本不可

能引起仇恨。 

 

從宗教的定義可以看到，宗教的目的是提供一個人

生終結後的最好歸宿：是導人向善；絕對不是要求

人們互相屠殺。 

 

明白了這個定義後，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例如: 宗教與宗教之間的衝突或仇恨，可以迎刃而

解。 

又例如: 宗教和科學之間根本沒有矛盾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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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什麼宗教之間會出現矛盾? 

我們看見每一神權教都崇拜一個無上權威，一般是

創世主，簡稱“主”。 

 

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主”的存在與否，從來沒有

科學驗證。 

 

假如基督教的主是真，則伊斯蘭教的主是假；但假

如伊斯蘭教的主是真，則基督教的主是假。 

 

信徒若崇拜虛假的神將全部入地獄。一個相信自己

將會上天堂的人，絕不可能與一個異教徒，亦即一

位他相信行將被送入地獄的人，成為莫逆之交。 

宗教之間的矛盾因而出現。 

 

 

7. 萬事萬物可分為哪兩類? 

萬事萬物，可分為兩個類別： 

其一是有生有滅的東西。 

其二是永恆不變的境界。 

 

用 佛 學 的 角 度 來 說 ， 就 是 “ 有 為 法 ” 與 “ 無 為

法”。這兩個概念出自《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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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第 32 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金剛經》第 7 分：“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  

 

 

8. 這個概念很特別，很有趣，你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這個分析事物的方法，不是我想出來的，是佛經中

早已存在。 

 

研究的時候，我發現傳統學者的解釋，跟我們現在

提供的解釋有少許出入。又發現，現在提供的解

釋，可以幫助推動世界和平，因此十分重要。 

 

 

9. 將萬事萬物分為這兩類的重要性是什麼? 

將萬事萬物分為兩個類別的重要性在於： 

這樣可以使我們什有系統地研究頗有爭議性的問

題。 

 

例如：宗教和科學的問題。明白到宗教和科學家研

究的事物，根本是不同範疇。因此宗教和科學之

間，不可能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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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更從無為法之認識，知道無為法是非人

類智慧所能理解，故人們不應將自己對無為法的認

識，強行要求別人跟從。因此所謂宗教信仰自由，

有它合情合理之處。 

 

 

10. 為什麼說如此分類，可解決宗教的紛爭? 

“無為法”是永恆不變之境界，是不可以證實。既

然無為法是無可引證，我以為無論信奉那一宗教，

只需實事求是地承認自己正在尋找真理。這樣我們

應當能體會到大家都是尋找真理路途上的同道中

人，應無彼此，互相尊重。 

 

 

11. 你認為宗教人士都在追求些什麼？ 

(1)  簡單而言，就是尋找真理。尋找他們以為是真

的真理。 

(2)  尋找真理以外，亦希望尋找到神靈，幫助他們

處理日常遇到的困難，求神靈庇佑，與神靈溝

通。說到這裡，我們很容易看到，無論基督徒

去教堂，或者佛教徒去廟宇，他們形式有別，

但意義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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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同宗教派別的人士，他們追求的東西是否都有

共通之處呢？ 

共通之處是有的。共通點就是希望人死後得到最好

的歸宿。 

 

宗教的存在，就是因為人們以為死後還有後著。而

所謂後著，不同宗教用不同名稱來描述。 

 

 

13. 除了宗教之矛盾，人性都有弱點，人性的黑暗面

如何影響世界和平? 

人性受貪、瞋、癡影響，所以產生分別、執著、妄

想。 

 

需知道一點，如果一個問題，單純地是因為人的

貪、瞋、癡，沒有涉及任何宗教的因素，這個問題

可以說是比較容易解決。相反而言，如果問題是涉

及宗教的因素，則很難解決。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紛爭就是一個好例子。假

如當中沒有宗教色彩之介入，而他們之間只是奪取

土地控制權，問題便易於解決。如今只好等待人類

的智慧，想出一個對各方都有體面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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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你認為有什麼方法可以減輕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需要有一個明白道理的心境。 

 

引用佛教的一句說話，就是“破迷開悟，離苦得

樂”。 

 

遇到任何問題，都應當思考，了解問題的源頭，應

該常懷布施之心境。 

 

 

15. 布施的重要性在哪裡? 

談到布施，我以為人生的意義，根本就是布施。 

 

《金剛經》第四分指出：“菩薩於法。應無所住。

行於布施。” 

 

至於如何布施呢? 布施有財布施和法布施之別。 

《金剛經》的經文多次重複說明財布施之功德不及

法布施，但人們對此常有忽略。   

 

嘗試舉例，如果某國家領導人，認為自己國家的軍

事實力，遠遠超於某與其敵對的國家，因此肆無忌

憚，作出種種挑釁行為，最後導致戰爭，屍橫遍

野，民不聊生，造成數以百萬計的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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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過程中，若有人向這些領導人勸諫，解釋經文

的真實義，希望說服他們不要隨便發動戰爭。在這

情況下，勸諫行為亦可構成法布施。 

 

回答布施的重要性這議題，需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

布施，若我們常懷布施之心；顯而易見，邪惡心便

難於入攝。 

 

 

16. 總結整個課程，你認為人類是否可以有和平之一

天? 

人類是否可以有和平的一天? 事實上很難估計。但我

們都知道，要有和平之一天，一定需要有一些先決

條件。如果有這些先決條件出現，世界是有機會和

平。相反，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和平則不會出現。 

 

有兩個因素需要考慮: 

 

1) 宗教對世界的影響。 

2) 人性的弱點 (佛教稱為貪瞋癡)，必須要有妥善的

方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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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 1 點，世人對宗教必須要有正確的看法，明白

宗教存在的目的，至為重要。即使明白了宗教的目

的是什麼，亦要小心，不要夾雜其他的考慮。 

 

如果明白宗教實質上是什麼，同時亦明白宗教之目

的是什麼，人類便可以在不同宗教之間和睦共處。 

 

至於第 2 點，我認為只要明白人生的目的是布施，萬

事都有商量的空間，事情必有解決的辦法，人們不

用過分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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