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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佛的真正裨益是甚麼？ 

 

從兩方面著眼，我們看到學佛是有裨益的。因

為：(一) 佛教會帶給每個學佛者個人裨益；(二) 佛教

思想提倡和平，整個社會亦會因循佛教的理論，積

極提倡和平而帶來益處。下面我將從這兩個方面分

別展開論述。 

 

(一) 佛教對個人方面的裨益 

1. 佛教理論幫助我們破迷開悟，認識自己以及周邊

的環境，包括宇宙萬物。然而，為了獲取最終的

裨益，僅僅認識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按照佛經

的教誨來實踐。如果我們成功，按照佛教的說法

就是：我們“覺悟”了。當我們覺悟的時候，我

們會發現自己已經離苦得樂。  

2. 儘管我們離覺悟可能有一段的距離，如果我們珍

惜我們周圍的人和所發生的事，並且認真修行，

我們也會感到充實。佛教給予我們希望，並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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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遠離錯誤的行為。修行是佛教中的一個特別

術語。它的意思是做一個佛弟子應當做的事情，

過著一種充滿慈悲的生活，不斷地消滅貪瞋癡三

毒。 

3. 我們有理由祈求佛菩薩的幫助。當我們向佛菩薩

祈求幫助時，我們的祈求是會得到回應的。  

 

下面所列出的三種原因，能進一步說明佛教對個人

是有裨益的：  

原因一： 佛教幫助我們破迷開悟 (覺悟) 

佛學告訴我們“自性”能生萬法。萬法由心想

生，萬物因緣聚而生，緣散而滅。一切有感知的生

物，甚至一草一木，都有“自性”， 這“自性”與

佛性是相同的，這就是萬物平等的一種論據。在消

除了貪、瞋、癡後，無明斷盡，“自性”得以回

復。 

 

“自性”是完美的。人類和一切有感知的生物和

宇宙萬物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既然認定一切法是

因緣所生，佛學不會否定進化的理論，如果真正了

解萬事萬物的生存環境是虛幻不實，並且了解因緣

果報的原理，我們已開始踏上覺悟之途。甚麼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今天無法了解事實的真相，是因為

受外界事物的各種現象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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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家認同“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

可得”，就沒有必要擔心明天；大家就有信心創造

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是學佛的第一個好處，讓我

們都發心學佛，進而成佛，獲得最殊勝的果報，恢

復我們無限的智慧。 

 

原因二： 修行使我們感到充實 

儘管你可能距離覺悟還很遙遠，但是通過修行

便會帶來第二種充實安樂的裨益。兩種益處分別如

下：我們獲得覺悟當然也就獲得快樂，這是最殊勝

的果報；但是我們雖然還沒有獲得覺悟，只要懂得

行善，心裡上已感到充實、幸福和快樂。 這是第二

種利益。 

 

從生活中簡單的事實細節，我們看到修行也能

幫助我們完整地感受到舒適和充實。我們可以用一

個家庭主婦的故事來說明上面提到的第二點益處。 

 

故事是這樣的：一位生活在接近貧困線家庭中

的普通家庭主婦，習慣每天早晨很早起床，為家裡

的人包括她的丈夫、婆婆和孩子準備早飯。她還得

送孩子上學，回到家裡後做些家務。為了幫助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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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家庭，她還找了一份雜貨市場售貨員的兼職工

作。她就這樣工作了很多年。她一直對自己的境況

很滿意，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自己從前的一位同

學，這位同學嫁給了一位相當富裕的人。她的朋友

問了她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改變了她的看法：

“為甚麼你的家庭和丈夫把你當作僕人一樣來對

待？”她開始感到困惑，不滿的情緒開始醞釀，苦

惱隨之增長，她與丈夫和婆婆的關係也漸漸變得緊

張。 

 

一個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另外一位同學，而

這位同學是一位佛教徒，建議她學佛。她開始讀了

一些有關佛教的書籍，過了一段時間，她開始了自

我反省，她的觀點隨之有了 180 度的轉變。她明白了

一個人“布施”的必要性。這個詞的意思是“幫助

他人的行為或想法而不求任何形式的回報”。她知

道財布施是一種形式的布施。而為他人服務，包括

為自己的家庭成員服務則是另一種布施的形式 (內財

布施)。就其作為家庭主婦的生活而言，在物質上看

毫無改變。但是由於她對佛教中一個簡單的概念的

理解而為她帶來了充實、平和的心境。這就是一個

對佛法真正的理解可以減輕痛苦的例子。 

 

如果你被他人欺騙，甚至他同時還誹謗你的人

格，在通常情況下，你可能想報復、反擊或者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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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或其他方式索求賠償。佛教則教導我們採取一

種完全不同的立場。你應當意識到，你一定是在前

生做了些甚麼事情，這些事情你可能並不知曉，因

為你的所作所為，導致了你和你的受害者之間某種

冤屈不平。受害者想盡方法報復以討回公道。如果

你還擊，你只是在加劇冤屈和不平。如果你能承受

並放下，就會給你帶來好處。從佛教的觀點來看，

這件事為你提供了一個修行和發菩提心的機會。這

是另一個佛教能夠幫助你的例子。關於這一點，中

國有一句古語特別有幫助：“進一步，萬劫不復；

退一步，海闊天空”。換言之，在一種緊張的狀態

下，如果我們能夠寬容、或者放棄我們的一些權

利，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情況徹底變得對我們有利。 

 

佛教在我們面臨逆境時會幫助我們感覺好一

些。當我們因各種不幸 (如健康問題、失去親人、工

作壓力、考試失敗或者其他不能克服的問題) 而感到

挫敗和痛苦時，佛教哲學總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感到

充實滿意的解釋。這是一種真正的解脫。佛學能夠

幫助人們消除在地球上生命所遭遇的痛苦 (包括物質

及心靈上的痛苦)，雖然可說是其中一種解脫的利

益，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裨益肯定是前面所

述的──覺悟和涅槃。
1
 

                                                
1 見本書第 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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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三： 向佛菩薩祈求總是有回應 

我們的祈求是否總是得到回應呢？所有宗教都

有相同的說法。倘虔誠的信徒向神祈求醫治多年的

頑疾，但頑疾竟然不藥而愈，那麼病人是否得神庇

佑？倘真的得神庇佑，事情便涉及神蹟，亦即涉及

無為法。凡涉及無為法之事物，人類的智慧便無可

引證。 

 

當我們的祈求得到回應，例如我們希望看到的

東西不但發生了，而事情的發展更是不可思議，我

們可以稱之為奇跡。當遇到奇跡，另一個問題馬上

浮現：我們相信奇跡嗎？我有三種方式解釋我們所

見： 

1. 我們可以認同奇跡的存在。 

2. 我們可以拒絕承認有奇跡；但不能否認，無

法解釋的事情既然發生了，我們只好把它描

述為超出人類智慧所能理解之事物。 

3. 我們可以說僅僅是巧合。 

 

下面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故事可幫助讀者理解

為甚麼筆者相信人類的智慧是無量的，以及為甚麼

我們可以努力回復“自性”和無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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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和 J 是居住在溫哥華的一個公寓中的兩個表姐

妹。第三位表兄 D，是在加拿大東海岸攻讀醫學博士

的研究生。Ｅ、Ｊ和Ｄ都是筆者的近親。一天下

午，J 在她的公寓睡午覺醒來後告訴 E 說，她剛剛從

夢中醒來。在夢裡，D 去世了。她看見他的骨灰盒在

一艘輪船的一個小臥室裡。她想進入那個臥室，但

是被看守拒絕了。這次對話後，甚麼也沒有發生，

直到兩天以後有消息說 D 被發現死在自己的宿舍

裡，患的是一種罕見的腦病。他的死與夢發生在同

一時間，儘管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兩天之後才公開

的，因為校方發現 D 沒有上課，開始了調查才有所

發現。  

 

這個事件是否是一個奇跡，不得而知，它是一

件無法說清楚的事。相信大家同意。要明白這件事

是如何發生的似乎超出了人類智力的範圍。 

 

這足以證明，在那個特別的時刻， J 有能力知道

某種難以解釋清楚的事情。她不知道這樣的啟示是

否在她的有生之年還會再次發生。 

 

邏輯告訴我們，如果某件事可以發生一次，它

就可以再次發生。很可能在未來的歲月，人類智慧

能夠發展出一種潛能，得知 3000 英里以外發生的事

情，這種能力可能就近在指尖。這件事也顯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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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懂得如何發展自己的潛能，我們的智慧就

近乎無量無邊。佛教相信如果我們能遠離貪瞋癡，

成功地回復“自性”而成佛，我們的智慧正是無量

無邊。 

 

作為佛弟子，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向佛祈求，

佛菩薩總會幫助我們找到最美妙的方案以解決問

題，但人們亦不可忽略因果定律永不落空的基本原

則。 

 

 

(二)  佛教對推動世界和平的努力有所貢獻 

 

佛教對世界和平至少在以下三方面能作出貢獻 : 

 

1)  佛教強調去除貪瞋癡 

我們知道貪瞋癡被佛教稱爲“三毒”，是這個

世俗世界所有衝突的根源。佛教教導我們應拋棄這

“三毒”。佛陀一生都在教導我們捨棄我們通常要

求權利的習慣而學會培養出對他人慈悲的習慣。 

 

世界上的政治體系都關注權利。黨派選舉也是一

個處理權利的系統。宗教關心的是愛和慈悲。權利

的分配會帶來衝突，而衝突上升就變成仇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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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暴力。本書不會評論政治制度的優劣，所以我

們不會深入分析衝突産生的原因。我想要指出：出

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注重“權利”的政治學必

須考慮到宗教中展示的愛與慈悲才可取得平衡。達

不到平衡，我們則會面臨世界各地已出現的悲慘經

歷。 

 

2) 佛教教導我們“一合相”與同體大悲的道理 

“同體的一合相”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善待他人和

環境的理由。從一合相，我們也聯想到佛學說到同

體大悲的道理。當我們認定的敵人受到傷害，切忌

沾沾自喜，按佛學理論，敵人與自己根本是一，是

同一部份。 

 

3) 佛教教導我們眾生平等，人人皆可做命運的主人 

經過較長時間鑽研思考，筆者從佛教之“有為

法”與“無為法”的認識，得出一個甚有啟發性的

結論。這就是：作為一個宗教，佛教理論可用於推

動世界和平。筆者感到不能不將這個看法與眾分

享。希望宗教界包括世上最多人信奉的基督教，天

主教，與伊斯蘭教的教徒有機會參考並提出寶貴意

見。在本書第 3 章最後部份已有介紹。現不厭其煩，

將重點重複介紹，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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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始必有終。從佛教理論裡，我們知悉事

物可分為“有為法”與“無為法”。所有一切有始

有 終 、 有 生 滅 變 異 的 東 西 ， 佛 學 稱 之 為 “ 有 為

法”。“有為法”包括一切生物、動物、植物、甚

至礦物質及宇宙萬物。《金剛經》第 32 分說到：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 

 

“有為法”以外還有“無為法”。“無為法”

說的是從來都存在，永恆不變的東西，佛學用“法

爾如是”四字來描述它。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所提到的“諸法空相”；它是“不生不滅，不垢不

淨，不增不滅”。《金剛經》第 7 分指出：“一切賢

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筆者的理解是一切聖

賢，皆以他們對無為法的認識不同而有差別。 

 

讓我們花時間分析“無為法”的看法如何適用

於世界各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蘭教都崇

拜它們認定存在的創世主。創世主的理念完全符合

佛教提出所謂“不生不滅”的看法。基督教信徒認

定有創世主，有天堂及有地獄的永久存在。更認識

到唯一有永恆不變的對象是天主。其他宗教亦有他

們個別的神。每個神的存在都是永恆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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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所言，我們看見每一神權教都崇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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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體現世界上人與人之間能和平共處，不同宗教

的信徒對自己的立場是否可以將事實真相說清楚？

辦法就是承認大家還在尋覓永恆不變的真理。若能

做到，大家便完全理解為何《金剛經》說到：“一

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要特別提出

的是：這些賢聖之間雖有差別，《金剛經》沒有說

到誰對誰錯。這種實事求事的態度產生了一個宗教

與宗教之間可以互相包容的大道理。 

 

透過觀察，筆者發現在漫長的歲月中，個別宗

教界都全力以赴，希望証明上帝的存在，但結果總

是找不到確實証據。因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各宗旨都

有同一目標，就是大家都在尋覓真理。他們之間之

所以有差別，如《金剛經》所說，皆因對“無為

法”之認識不一樣而有所不同。 

 

從歷史記載之事實觀察，認為宗教對社會有不

良影響，實在有跡可尋。天主教、基督教成立在

先，伊斯蘭教成立於後。分別心演變成仇恨。教皇

烏爾班二世（Urban II）於 11 世紀號召天主教教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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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伊斯蘭教徒所控制之耶路撒冷城，揭開十字軍東

征之序幕。自此以後，耶路撒冷城數度易手。戰爭

一千年來沒有完全平息。交戰雙方未能想到一個不

失體面，又能化解仇視之辦法。 

 

時至今日，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對峙，可

說是十字軍戰爭之延續。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通過

武力對付武力(或暴力)，肯定徒勞無功。唯一的辦法

就是平息天主教，基督教，與猶太教及伊斯蘭教教

徒之間之分別心，切入點就是了解宗教的目的及明

瞭彼此之間都是在尋覓真理之路途上之同道中人。

佛教以“有為法”與“無為法”之認識巧妙地提供

了一個化解分別心的辦法。 

 

有需要全盤否定宗教的價值嗎？現今世界，有

甚 多 知 識 份 子 ， 主 要 是 科 學 家 ， 包 括 Richard 

Dawkins、Sam Harris、已故的 Christopher Hitchens、

Daniel Dennett 及 Lawrence Krauss 等等著名教授積極

抨擊崇拜造物者的宗教。讀者可從互聯網影片平台

You Tube 找到這些學者的觀點。有些科學家更企圖

全盤否定宗教的存在價值。宗教界則回應說沒有宗

教則沒有道德觀念。筆者認為世人不應全面否定宗

教，但並不是因為只有宗教才有道德觀念。真實價

值在於每一個宗教都給他們的信徒一個尋找真理的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