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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經典學習的新模式 

────────以佛教弘誓學院《阿含經》研習營為例 

 

 

釋 耀 行 ∗ 

 

摘要： 

佛陀證道初轉法輪度化五比丘，在鹿野苑三轉四諦法輪，佛法開始

傳播於世間。而後透過佛弟子的輾轉傳授，師師相承，從印度到中國，

形成了漢傳佛教獨特的講經方式。 

傳統講經方式大都由主講法師就著一經一論，或消文、或解義，重

視的是「聞」「思」的過程，因為缺乏「實修」的訓練，因此學習過程

難以達到「解行並重」的修道要求。 

佛法修學不離「聞、思、修」的次第，如何在講解經典的過程中最

大程度的涵蓋這三者，佛教弘誓學院舉辦的系列《阿含經》研習營就是

一種嘗試。說它是新模式，不如說是回歸佛陀說法的善巧，因為在《阿

含經》中無論是佛陀教授弟子，還是佛弟子之間的互論法義，都不離這

樣的次第。 

《阿含經》研習營的主講者──昭慧法師，如何詮釋《阿含經》？

                                                 
∗ 廣東惠州法住講堂佛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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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視佛法為生命之學，是法師研讀、傳授《阿含經》的根本動力，

其縱貫、辨析法義的深刻見地遠非我等後學可以窺究一二，更遑論置評。

故以上的歸納僅為筆者個人受學其中的點滴心得，以此法喜就教於諸位

先進、同道。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傳統講經、阿含經、人間佛教、新模式、昭慧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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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Innovative Learning Model of Buddhist 

Sutra in Humanistic Buddhism: A Case Study on the 

“Āgama-sūtras Workshop” in Buddhist Hongshi College 

 

Shih, Yao-xing ∗ 
 
 
 

ABSTRACT：：：： 

After having attained supreme enlightenment, the Buddha rotated his 

first Dharma Wheels to preach for the Five Ascetics. At the Deer Park in 
Sarnath, after he delivered his first teaching—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Buddhist Dharma, having been passed down orally by his brilliant disciples 

and connected by successive teachers, has run propagated since then from 
India to China, which has already formed a unique way of preaching Dharma 

in the Chinese Buddhism district.  

As for the traditional Dharma-preaching ways, preachers used to 
explain or interpret every word or line, putting the equal emphasis on the 

process of “hearing” and “contemplating”. However, lack of the disciplines 

of “real practice” makes it quite hard to attain the purpose of “the emphasis 
laid both in the explanation and practice” during learning. 

Buddhism-practicing process will never exist or succeed without the 

learning orders of “hearing, contemplating, and cultivating”, which were 
involv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in the “Āgama-sūtras Workshop” held by the 

Buddhist Hongshi College. 

It is more like the Buddha’s ingeniousness when preaching than 
absolutely a new teaching method. Whether Buddha’s preaching to his 

disciples or mutu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Dharma among them, the orders 

have never ever been disobeyed. 

                                                 
∗ Lecturer in Buddhism, Temple of Dharma Abiding in Hui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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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the leader lecturer, Master Chao-hwei, in this workshop 

interpret “Āgama-sūtras”? 
Looking upon Buddha Dharma as a philosophy of life, on which 

Master Chao-hwei has been based, is the fundamental power for her to study 

and preach “Āgama-sūtras”. Her deep insight and the ability to preach the 
Buddhist sutra is second to none, with whom I will never keep up for my 

whole life, not to mention putting any criticism on her study. 

The above is the writer’s knowledge gained from this workshop.  
Filled with the Dharma blissfulness from this workshop, I sincerely hope to 

obtain some constructive comments from any of you, who have been 

engaging in the same pursuit of massive knowledge from learning Buddhist 
Dharma as me. 

 

 

Keywords: traditional ways of preaching Sutra, Āgama-sūtras,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innovative model, Master Shih Chao-h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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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從 2006 年迄止於今，佛教弘誓學院連續舉辦了六年以《阿含經》

為主題的專題講座及研習營。闡揚佛陀正法，開啟眾生心智，是佛弟子

應盡的責任，也是《阿含經》中佛陀教導羅睺睺睺睺羅的修行方法。同樣的，

因應於不同時代和眾生根性的差異，講經的方式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

本文即是筆者以參與者的身分，聽聞、思維、整理——昭慧法師主講《阿

含經》系列講座的報告。 

比對傳統講經的模式，佛教弘誓學院《阿含經》系列講座也是從開

小座、講大座、再到研習營。研習營是怎樣開展的？這樣的學修方式與

傳統的經典學習模式有何差異？產生的效應是什麼？昭慧法師詮釋《阿

含經》的特色為何？這些問題都是在撰寫這篇報告時需要提出來思考的，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開展出人間佛教經典學習的新模式。 

二、經典學習的傳統模式 

佛陀證道初轉法輪度化五比丘，在鹿野苑三轉四諦法輪，佛法開始

傳播於世間。而後透過佛弟子的輾轉傳授，師師相承，從印度到中國，

形成了漢傳佛教獨特的講經方式。 

傳統講經方式大都由主講法師就著一經一論，或消文、或解義。 

在中國古代，佛家講經有幾種傳規，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兩種。一

個是天台宗的「五重玄義」，其分別是：釋名、辨體、明宗、論

用和判教，分別從經題、內容、宗旨、作用與見解階次的角度對

佛教經典進行闡釋。另一個是華嚴宗的「十門開啟」：教起因緣、

本經體性、一經宗趣、方便力用、所被根機、藏教所攝、部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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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會校釋、總釋名題與正釋經文。其他的講經比較慣常的傳

規還有「七番共解」，其包含標章、生起、引證、觀心、料簡、

開合和會異。 

在中國佛教八大宗中的天台、賢首、唯識、三論四宗很注重佛教

經典的聞思講解，被稱為「教下」。教下主要是以「講席」風靡

於世，又因其各家所依經論的不同，所主意旨的各異，其科判經

典的方式方法也是各有千秋，其中尤以依照華嚴、天台二教意旨

講解經文者最為多見。1 

由此可知，著重於判教以及義理的解析，是漢傳佛教傳統講經既有

的模式。 

而台下學眾的學習方式是：熟讀、熟背所講經文，再覆講。覆講可

以加深記憶，也是驗證學習程度的手段，所講內容與師長所授相似度之

多寡是衡量優劣的標準。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訓練強記的能力，對經論中

的說法亦能一一道來，但是因為不具足問題意識，研讀經論往往人云亦

云，即便發現有所差異，也無法了達是因為思想的前後轉變，反而容易

站在宗派的立場想辦法巧為會通。2因此印順導師說： 

這種僧伽（重學問）的教育，不夠理想，尤其是熟讀熟背，照本

宣揚，（義學）難有進步的希望。3 

正因為單純的埋首經卷，往往被一些標舉修行的佛弟子命名為「學問

                                                 
1 佛教導航網站，http://www.fjdh.com/wumin/2009/12/07030296054.html，2012.3.11

查索。 
2 參閱筆者，〈淺論學習唯識學的方法〉，《弘誓雙月刊》111 期（2011 年 6 月），

頁 5。 
3 印順，《教制教典與教學》（臺北：正聞出版社，1998 年），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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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三、佛教弘誓學院《阿含經》研習營 

昭慧法師講《阿含經》的因緣，源自 2005 年暑期，陪好友林美容

教授共讀《阿含經》，分享甘露法味。後因安居眾（以及少數知悉授經

消息而主動報名的學員）欲隨喜旁聽，遂改採於嵐園講授的上課形式。

其時之講授內容，以「蘊相應教」為主。由於大家深得法喜，欲罷不能，

法師乃應學眾所求，規劃在翌年暑假於本院法印樓三樓禪堂，正式講授

《雜阿含經》。 

正巧法界衛視敦請法師為「法界空中佛學院」講授為期兩年，每週

一小時，總播一百零四集的課程。於是法師遂訂定講授題目為《雜阿含

經》，並將原訂「《阿含》講座」與法界空中佛學院的錄影教學，合而為

一。從 2006 至 2008 年，法師選在暑期，連續講了三期《雜阿含經》專

題講座，每期七天，每天講五堂課，一期講三十五堂課，由法界衛視全

程預錄播放。由於本講座甚受觀眾歡迎，法界衛視迄今仍不斷重播。其

後繼續為佛教弘誓學院學員增授 32 堂課（總計 136 堂課）。應讀者之

邀，而由臺北法界出版社徵得法界衛視之同意，出版了四輯 MP3 與 CD，

獲得聽者很高的評價。4 

2009 至 2011 年，昭慧法師再次用更濃縮、更經典的方式詮釋《阿

含經》，在課程的設計上也突破以往單純講座的方式，改為上午講經，

下午分組讀經、討論，晚間再由院長性廣法師配合課程進度，帶領學員

禪觀修持。這樣的設計實質上涵蓋了佛法聞、思、修的全過程，是解行

並重的具體實踐。 

                                                 
4 釋傳法，〈編輯室報告〉，《弘誓雙月刊》115 期（2012 年 2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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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課程，學員們黎明即起，在清淨、悠遠的梵唄聲中參加早課，

開始一天的修道生活。早餐後的出坡作務是每一個學員都必須參加的，

灑掃庭廚、準備午餐用的食物……，工作量的分配不因學員的世俗身

分、地位來論定。年老、體弱的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課程設計出

坡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學員實質步入修道生活，也算得上是聞法前的熱

身運動。 

上午，昭慧法師開講《雜阿含經》，漢譯的「四阿含」，對照龍樹的

「四悉檀」說，《雜阿含經》是第一義悉檀，在覺音的四論中，《雜阿含

經》是「顯揚真義」，因此印順導師說「四部阿含」的根本是《雜阿含

經》。5正因為《雜阿含經》在「四阿含」中的特殊地位，所以昭慧法師

在隨後的系列講座中，重點解析《雜阿含經》。 

下午的分組討論，由資深佛學組長帶領組員研讀《中阿含經》、《增

一阿含經》，各組組長根據組員學習的具體狀況，靈活安排讀經的進度

和方式。上午聽聞《雜阿含經》，下午研讀《中阿含經》或《增一阿含

經》，這樣的課程安排不同於傳統的「覆講」，聞法的學員因此對於「四

阿含」的組織結構、以及各部「阿含」各自不同的特色有了更詳盡的瞭

解，對龍樹的「四悉檀」說也多了幾分親切。再者因為上、下午研讀的

經文不雷同，參與的學員反而更加精進，利用課程外的一切時間，或者

在圖書館查詢資料、或者相互討論法義。實質上法師在上午的教學中，

已經將讀經的訣竅傳授給了大眾，因為已經瞭解了義理深邃的部分，所

以下午的分組讀經就容易上道了。 

晚間在禪堂，由院長性廣法師帶領，配合日間所研讀的經文，進入

實際的禪觀修學。因為上午的聞法讓學員了達了修持的方法和關鍵處，

                                                 
5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 7 月），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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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讀經、討論又繼續強化了法義的記憶和理解，因此晚間的實修對

於學員而言是水到渠成的事。 

研習營最後一天是分組報告，各組將幾天來的聞法、讀經、討論內

容整理匯總，推舉一位代表上臺報告，報告完畢，由昭慧、性廣兩位授

課法師點評並回答學員提出的問題。怎樣將這些聞、思、修的過程和內

容透過書面或者口述的方式表達出來？上臺報告其實就是訓練學員的

說法能力，藉由這樣的方式，所有的學員可以瞭解其他組的學法狀況，

這樣既提供了相互觀摩和學習的可能，又達到了教學相長的目的。 

針對各小組提出的問題，法師的回應令人有醍醐灌頂的感慨，她往

往就著經文、一語道破個中法義的關鍵，掃蕩學員的疑惑。 

就整個課程的設計來說，佛教弘誓學院《阿含經》研習營，既沿襲

了傳統講經開大座的方式，又兼有現代讀書會研討、報告的氛圍。傳統

與現代、學術與修持，在這裏仿佛是不期而遇。 

7 天的課程，就是 7 天的修行實踐，「解行並重」不再是空泛的口頭

禪，無論是新學還是老參，都從課程中得到瞭解讀佛陀智慧的鑰匙。研

習《阿含經》是如此，研讀其他的經典又未嘗不是呢？只要方法正確，

「大藏經」就不再是束之高閣，只是供人禮拜的法寶。也正因為有了善

知識的指導，佛陀的言教才如此親切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樣的歷程，

那些當年曾經迷失在浩瀚經卷中的老參應該是深有體會吧！ 

四、昭慧法師演繹《阿含》的特色 

打自系統教授《阿含經》以來，昭慧法師日常針對教界的佛法演講

多以「阿含」法義開示大眾。正如法師自己所言： 

從民國七十三年踏入佛教教育圈子，一轉眼快三十年了。受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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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導師的恩澤，所以一路走來，踏踏實實地研讀佛教經論。從原

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三系，到最後天台、華嚴，可說是走了

一大圈。 

近年來，最大的喜悅就是講《阿含經》，覺得真的是繁華落盡，

反璞歸真，這真是一套「初善、中善、後亦善」，「純一滿淨，梵

行清白」的完整教法。《阿含經》就個人而言，是我生命中鉅大

且正面的力道；不只是思維的內容，而是整個生命的內涵。6 

因此，視佛法為生命之學，是法師研讀、傳授《阿含經》的根本動

力，其縱貫、辨析法義的深刻見地遠非我等後學可以窺究一二，更遑論

置評。故以下的歸納僅為筆者個人受學其中的點滴心得，以此法喜就教

於諸位先進、同道。 

（一）總結《阿含經》修行的三大要領 

立足於印順導師對《雜阿含經》編目次第整理的基礎，提綱挈領地

勾勒出《阿含》修學的先後順序以及必須掌握的重點經文。 

印順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雜阿含經彙編》、《初期佛教

之起源與開展》等著作中，對於《雜阿含經》的傳譯、部類做了非常詳

盡的比對、分析。因為著重於文獻的收集和研究，令許多非學者型的、

只想要透過研讀《阿含經》直接指導修持的佛弟子難以入門。 

佛教弘誓學院舉辦的《阿含經》研習營，為了照應這些新學，昭慧

法師只在概論中略講這個部分，而後直接切入《阿含經》修行的三大要

領，即：「蘊相應」、「處相應」、「因緣相應」。 

                                                 
6 昭慧法師主講，昀蓉謄稿、德晟整理，〈初善、中善、後亦善——《阿含經》

的修行論〉，2011 年 11 月 6 日講於妙雲蘭若，刊於《弘誓雙月刊》115 期（2012

年 2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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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講解的先後順序而言，第一期「蘊相應教」的部分因為編排次第

錯亂，所以講授的次序未必從第一卷開始講至結束。雖然總共有七卷之

多，但很多是重複前面法義的一種復習，因此在第一階段，重點經文仔

細講，重複性高的就略講。主要訓練大家熟悉時常出現的「模組句型」，

法師強調這是基礎功夫，如果基礎功夫紮實，對於未來進一步研讀經典

會有很大的幫助。7 

第二期學習「處相應教」，因為已經熟悉了「蘊相應教」的「模組

句型」，由此可以很好的瞭解和掌握這兩種教法在修行方面所呈現的不

同特色。8 

從第三期開始進入到「因緣相應」、「食相應」、「諦相應」、「界相

應」、「受相應」，重點放在「因緣相應」的部分。9 

相較於「蘊相應教」有 178 經、「處相應教」有 285 經，「因緣相應」

只有 78 經，明顯少於前兩者。那麼是「因緣相應」的重要程度不如前

兩者嗎？我們是否只留下「蘊」、「處」相應就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它還是要呈現「生起、安住、染淨、差別識」的特質，這些特質先

從理論上理解，實質是對修行的幫助。 

所以首先熟練掌握「蘊相應教」、「處相應教」的部分，待功夫純熟

                                                 
7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正觀法如是——蘊相應教——第一期《阿含經》研

習營聞法劄記〉，2009 年 7 月 19～26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月

刊》143 期（2016 年 10 月），頁 6-31。 
8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淨慧記錄，〈以義饒益，長夜安樂——第二期《阿含經》

研習營聞法札記〉，2010 年 7 月 17～24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

月刊》115 期（2012 年 2 月），頁 23-44。 
9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正觀法如是——因緣相應教——第三期《阿含經》

研習營聞法劄記〉，2011 年 7 月 23～30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

月刊》131 期（2014 年 10 月），頁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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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再切換到「因緣相應」，這樣的功夫是層層深入的。「蘊相應教」將重

點放在有情身心的無常變化，從無常變化中體會凡夫排斥痛苦，追求永

恆快樂的錯誤期待，了知「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的真諦。這樣的方式

即便是鈍根眾生也可以起修，因為它最貼近於生活。「處相應教」也有

深淺層功課的差別，淺者是守護六根，起防非止惡的作用。進一步從

「根、境、識」三和合生「觸」的當下有所感受，在感受中覺察到它的

無常，這就進入了「受念處」。同樣的觀照「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利

根者當下觀空，知六根的生起與滅去沒有一個所謂的主體在來去、生滅，

但在六根的覺知上又是那麼清晰的生起與滅去，於是看到它的「不實而

生，生已寂滅」，這就是「處相應教」的《第一義空經》。這種第一義空

的觀照，到後來成為大乘空相應的基礎，也正因為這樣才不會將生死與

涅槃打成兩截，具足赴湯蹈火去幫助眾生，又不為眾生所轉的能耐。10 

（二）羅列出經中常見的「模組句型」，引導學員熟悉、

運用這些句型。 

仔細閱讀經文發現，在「蘊相應」、「處相應」、「因緣相應」中，有

些固定的句式會在不同的經中出現，這就是所謂的「模組句型」。 

表一、《雜阿含經》「蘊相應教」重點「模組句型」 1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套套套套    句句句句 亞亞亞亞    型型型型 

1 當觀 X 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

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喜貪喜貪喜貪盡。喜貪盡者。

欲 貪欲 貪欲 貪欲 貪 斷 （ 雜 卷 一 ，

T2,1a,2 經） 

                                                 
10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開宗明義探幽微——《阿含經》研習營導論〉，2011

年 7 月 23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月刊》131 期（2014 年 10 月），

頁 6-12。 
11 昭慧法師整理、製表，2006 年 7 月 15～21 日《阿含經》研習營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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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心解脫。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

（雜卷一，T2,1a,1 經） 

A 無常 

B 苦 

C 空 

D 非我 

2 於 X 若知．若明．若斷．若離欲。則能斷

苦。（雜卷一，T2,1b,3 經） 

 

3 於 X 不愛喜者。則不喜於苦。不喜於苦者。 

則於苦得解脫。（雜卷一，T2,1c,7 經） 

 

4 過去．未來 X 無常。況現在 X。不顧過去 X。

不欲未來 X。於現在 X 厭．離欲．正向滅

盡。（雜卷一，T2,1c,8 經） 

 

5 X 無常無常無常無常。。。。無常即苦無常即苦無常即苦無常即苦。。。。苦即非我苦即非我苦即非我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非我者亦非非我者亦非非我者亦非

我所我所我所我所。。。。色無常色無常色無常色無常。。。。無常即苦無常即苦無常即苦無常即苦。。。。苦即非我苦即非我苦即非我苦即非我。。。。非我非我非我非我

者亦非我所者亦非我所者亦非我所者亦非我所。（。（。（。（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T2,2a,9 經經經經）））） 

 

6 X 無常。若因．若緣生諸 X 者。彼亦無常。

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 X。云何有常。（雜

卷一，T2,2a,11 經） 

 

7 若眾生於若眾生於若眾生於若眾生於 X 不味者不味者不味者不味者。。。。則不染於則不染於則不染於則不染於 X。。。。 

若若若若 X 於眾生不為患者於眾生不為患者於眾生不為患者於眾生不為患者。。。。彼諸眾生不應厭彼諸眾生不應厭彼諸眾生不應厭彼諸眾生不應厭 X。。。。 

若若若若 X 於眾生無出離者於眾生無出離者於眾生無出離者於眾生無出離者。。。。彼諸眾生不應出離彼諸眾生不應出離彼諸眾生不應出離彼諸眾生不應出離

於於於於 X。。。。 

（（（（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T2,2b,13 經經經經）））） 

於色味有求有行於色味有求有行於色味有求有行於色味有求有行。。。。若若若若

於色味隨順覺於色味隨順覺於色味隨順覺於色味隨順覺。。。。則於則於則於則於

色味以智慧如實見色味以智慧如實見色味以智慧如實見色味以智慧如實見。。。。

（（（（ 雜 卷 一雜 卷 一雜 卷 一雜 卷 一 ，，，， T2,2b,14

經經經經）））） 

8 為我略說法要（雜卷一，T2,3a,15 經）  

9 當觀知諸所有當觀知諸所有當觀知諸所有當觀知諸所有 X。。。。若過去若過去若過去若過去．．．．若未來若未來若未來若未來．．．．若現在若現在若現在若現在。。。。

若內若內若內若內．．．．若外若外若外若外。。。。若麤若麤若麤若麤．．．．若細若細若細若細。。。。若好若好若好若好．．．．若醜若醜若醜若醜。。。。若若若若

遠遠遠遠．．．．若近若近若近若近。。。。彼一切悉皆無常彼一切悉皆無常彼一切悉皆無常彼一切悉皆無常。。。。正觀無常已正觀無常已正觀無常已正觀無常已。。。。

X 愛即除愛即除愛即除愛即除。。。。X 愛除已愛除已愛除已愛除已。。。。心善解脫心善解脫心善解脫心善解脫。。。。（（（（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

當觀知諸所有當觀知諸所有當觀知諸所有當觀知諸所有 X。。。。若若若若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若未來若未來若未來若未來．．．．若現若現若現若現

在在在在。。。。若內若內若內若內．．．．若外若外若外若外。。。。若若若若

麤麤麤麤．．．．若細若細若細若細。。。。若好若好若好若好．．．．若若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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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c,22 經經經經）））） 醜醜醜醜。。。。若遠若遠若遠若遠．．．．若近若近若近若近。。。。彼彼彼彼

一切非我一切非我一切非我一切非我．．．．不不不不異我異我異我異我．．．．

不相在不相在不相在不相在。。。。 

（（（（ 雜 卷 一雜 卷 一雜 卷 一雜 卷 一 ，，，， T2,5a,23

經經經經）））） 

10 非我非我非我非我．．．．不異我不異我不異我不異我．．．．不相在不相在不相在不相在。（。（。（。（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T2,5a,23

經經經經）））） 

 

11 於於於於 X 不如實知不如實知不如實知不如實知。。。。X 集不如實知集不如實知集不如實知集不如實知。。。。X 滅不如滅不如滅不如滅不如

實知實知實知實知。。。。X 滅道跡不如實知故滅道跡不如實知故滅道跡不如實知故滅道跡不如實知故。。。。當知此沙門當知此沙門當知此沙門當知此沙門．．．．

婆羅門不堪能斷色婆羅門不堪能斷色婆羅門不堪能斷色婆羅門不堪能斷色。（。（。（。（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雜卷一，，，，T2,6c,31 經經經經）））） 

有身集趣道及有身集

滅道。……云何有身

集趣道。愚癡無聞凡

夫 。 見 不 如 實 知 色見 不 如 實 知 色見 不 如 實 知 色見 不 如 實 知 色

集集集集．．．．色滅色滅色滅色滅．．．．色味色味色味色味．．．．色色色色

患患患患．．．．色離色離色離色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不如實知不如實知

故故故故。。。。樂色樂色樂色樂色．．．．歎色歎色歎色歎色．．．．著著著著

色色色色．．．．住色住色住色住色。。。。樂色樂色樂色樂色．．．．歎歎歎歎

色色色色．．．．著色著色著色著色．．．．住色故住色故住色故住色故。。。。

愛樂取愛樂取愛樂取愛樂取。。。。緣取有緣取有緣取有緣取有。。。。緣緣緣緣

有生有生有生有生。。。。緣生緣生緣生緣生．．．．老老老老．．．．病病病病．．．．

死死死死．．．．憂憂憂憂．．．．悲悲悲悲．．．．苦惱苦惱苦惱苦惱。。。。

是純大苦聚生是純大苦聚生是純大苦聚生是純大苦聚生。如是

受．想．行．識廣說。

是名有身集趣道有身集趣道有身集趣道有身集趣道。比

丘。有身集趣道有身集趣道有身集趣道有身集趣道。。。。當當當當

知即是苦集趣道知即是苦集趣道知即是苦集趣道知即是苦集趣道。。。。云

何有身集滅道。多聞

聖弟子如實知色．色

集．色滅．色味．色

12 於此 X 正觀非我．非我所。如是正觀。於

諸世間無所攝受。無攝受者。則無所著。無

所著者。自得涅槃。（雜卷一，T2,7b,32 經） 

13 所謂明者是知。知者是名為明。 

何所知。謂知 X 無常。知 X 無常如實知。

X 磨滅法。X 磨滅法如實知。X 生滅法。X

生滅法如實知。（雜卷十，T2,64c,256 經） 

14 X 為病為病為病為病．．．．為癰為癰為癰為癰．．．．為刺為刺為刺為刺．．．．為殺為殺為殺為殺．．．．無常無常無常無常．．．．苦苦苦苦．．．．空空空空．．．．

非我非我非我非我。（。（。（。（雜卷十雜卷十雜卷十雜卷十，，，，T2,65b,259 經經經經）））） 

15 X 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

彼法滅故。是名為滅。（雜卷十，T2,65c,260

經） 

16 X 生。生是我。非不生。（雜卷十，T2,66a,261

經） 

17 一切行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一切法無我一切法無我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涅槃寂滅涅槃寂滅涅槃寂滅。。。。 

一切諸行空寂一切諸行空寂一切諸行空寂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愛盡愛盡愛盡愛盡．．．．離欲離欲離欲離欲．．．．涅槃涅槃涅槃涅槃。。。。

（（（（雜卷十雜卷十雜卷十雜卷十，，，，T2,66b,262 經經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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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則不生世間無見則不生世間無見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如實如實如實

正觀世間滅正觀世間滅正觀世間滅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則不生世間有見則不生世間有見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迦旃延迦旃延迦旃延。。。。如如如如

來離於二邊來離於二邊來離於二邊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說於中道說於中道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所謂此有故彼有所謂此有故彼有所謂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謂緣無明有行謂緣無明有行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乃至生乃至生乃至生．．．．老老老老．．．．

病病病病．．．．死死死死．．．．憂憂憂憂．．．．悲悲悲悲．．．．惱苦集惱苦集惱苦集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所謂此無故彼無所謂此無故彼無所謂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此滅故彼滅此滅故彼滅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謂無明滅則行滅謂無明滅則行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乃至生乃至生乃至生．．．．老老老老．．．．

病病病病．．．．死死死死．．．．憂憂憂憂．．．．悲悲悲悲．．．．惱苦滅惱苦滅惱苦滅惱苦滅。（。（。（。（雜卷十雜卷十雜卷十雜卷十，，，，T2,67a,262

經經經經））））（（（（四諦四諦四諦四諦＋＋＋＋十二緣起十二緣起十二緣起十二緣起）））） 

患．色離。如實知故。

於色不樂．不歎．不

著．不住。不樂．不

歎．不著．不住故。

彼色愛樂滅。愛樂滅

則 取 滅 。 取 滅 則 有

滅。有滅則生滅。生

滅則老．病．死．憂．

悲．苦惱。純大苦聚

滅。如色．受．想．

行．識亦如是。是名

有身滅道跡。有身滅有身滅有身滅有身滅

道 跡道 跡道 跡道 跡 。。。。 則 是 苦 滅 道則 是 苦 滅 道則 是 苦 滅 道則 是 苦 滅 道

跡跡跡跡。是故說有身滅道

跡。（雜卷三，T2,18a

～b,69 經）。（（（（四諦四諦四諦四諦＋＋＋＋

十二緣起十二緣起十二緣起十二緣起）））） 

（70 經：有身邊、有

身集邊、有身滅邊。） 

（71 經：有身滅道跡

內容：八聖道） 

19 觀色如聚沫 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時燄 諸行如芭蕉 

諸識法如幻（雜卷十，T2,68c～69a,265 經） 

20 若無明所蓋。愛結所繫。 

眾生生死輪迴。愛結不斷。不盡苦邊。（雜

卷十，T2,69b,266 經） 

21 當善思惟觀察於心。所以者何。長夜心為貪

欲使染。瞋恚．愚癡使染故。比丘。心惱故

眾 生 惱 。 心 淨 故 眾 生 淨 。（ 雜 卷 十 ，

T2,69c,267 經） 

 

22 如實知故。不樂著於 X。以不樂著故。不生

未來 X。（雜卷十，T2,70a,267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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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

無色愛．掉慢．無明。（雜卷十，T2,70c,270

經）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

想 。心 離我 慢。 順得涅 槃。（雜 卷十 ，

T2,71a,270 經） 

 

24 貪想．恚想．害想．貪覺．恚覺．害覺。及

無量種種不善。云何究竟滅盡。於四念處繫

心。住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惡．不善法

從是而滅。無餘永盡。（雜卷十，T2,72a,272

經） 

 

25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依三見者。何等為三。

有一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復有如是

見。命異身異。又作是說。色是我。無二無

異。長存不變。（雜卷十，T2,72b,272 經） 

 

26 愛喜集是色集愛喜集是色集愛喜集是色集愛喜集是色集。。。。愛喜滅是色滅愛喜滅是色滅愛喜滅是色滅愛喜滅是色滅。。。。觸集是受觸集是受觸集是受觸集是受．．．．

想想想想．．．．行集行集行集行集。。。。觸滅是受觸滅是受觸滅是受觸滅是受．．．．想想想想．．．．行滅行滅行滅行滅。。。。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

識集識集識集識集。。。。名色滅是識滅名色滅是識滅名色滅是識滅名色滅是識滅。。。。（雜卷三，T2,15b,59

經） 

 

27 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

為色受陰。……謂眼觸生受。耳．鼻．舌．

身．意觸生受。是名受受陰。……謂眼觸生

想。乃至意觸生想。是名想受陰。……謂眼

觸生思。乃至意觸生思。是名行受陰。……

謂眼識身。乃至意識身。是名識受陰。 

（雜卷三，T2,15c～16a,61 經） 

 

28 愚癡凡夫愚癡凡夫愚癡凡夫愚癡凡夫．．．．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我所無我所無我所無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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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緣四識住攀緣四識住攀緣四識住攀緣四識住。。。。何等為四何等為四何等為四何等為四。。。。謂色識住謂色識住謂色識住謂色識住．．．．色攀緣色攀緣色攀緣色攀緣．．．．    

色愛樂色愛樂色愛樂色愛樂．．．．增進增進增進增進廣大生長廣大生長廣大生長廣大生長。。。。於受於受於受於受．．．．想想想想．．．．行行行行．．．．識識識識

住住住住。。。。攀緣攀緣攀緣攀緣．．．．愛樂愛樂愛樂愛樂．．．．增進廣大生長增進廣大生長增進廣大生長增進廣大生長。……我說

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 

（雜卷三，T2,16c～17a,64 經） 

29 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云何色云何色云何色云何色

集集集集。。。。受受受受．．．．想想想想．．．．行行行行．．．．識集識集識集識集。。。。愚癡無聞凡夫於苦愚癡無聞凡夫於苦愚癡無聞凡夫於苦愚癡無聞凡夫於苦．．．．

樂樂樂樂．．．．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受。。。。不如實觀察不如實觀察不如實觀察不如實觀察。。。。此此此此受集受集受集受集．．．．受受受受

滅滅滅滅．．．．受味受味受味受味．．．．受患受患受患受患．．．．受離受離受離受離不如實觀察故不如實觀察故不如實觀察故不如實觀察故。。。。於受於受於受於受

樂著生取樂著生取樂著生取樂著生取。。。。取緣有取緣有取緣有取緣有。。。。有緣生有緣生有緣生有緣生。。。。生緣老生緣老生緣老生緣老．．．．病病病病．．．．

死死死死．．．．憂憂憂憂．．．．悲悲悲悲．．．．惱苦惱苦惱苦惱苦。。。。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

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受．想．行．識集。云何色

滅。受．想．行．識滅。多聞聖弟子受諸苦．

樂．不苦不樂受。如實觀察。受集．受滅．

受味．受患．受離如實觀察故。於受樂著滅。

著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

大苦聚皆悉得滅。是名色滅。受．想．行．

識滅。（雜卷三，T2,17a～b,65 經） 

 

30 云何色集。受．想．行．識集。緣眼及色眼緣眼及色眼緣眼及色眼緣眼及色眼

識生識生識生識生。。。。三事和合生觸三事和合生觸三事和合生觸三事和合生觸。。。。緣觸生受緣觸生受緣觸生受緣觸生受。。。。緣受生愛緣受生愛緣受生愛緣受生愛。。。。

乃至純大苦聚生乃至純大苦聚生乃至純大苦聚生乃至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色集是名色集。。。。如是。緣耳．

鼻．舌．身。緣意及法生意識。三事和合生

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如是乃至純大苦

聚生。是名色集。受．想．行．識集。云何

色滅。受．想．行．識滅。緣眼乃至色眼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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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事和合生觸。觸滅則受滅。乃至純大

苦聚滅。如是耳．鼻．舌．身．意。緣意及

法意識生。三事和合生觸。觸滅則受滅。愛

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色滅。（雜卷三，

T2,18a,68 經） 

31 當斷 X 欲貪欲貪欲貪欲貪。欲貪斷已。則色斷。色斷已。

得斷知。得斷知已。則根本斷。如截多羅樹

頭。未來不復更生。（雜卷三，T2,19c,77 經） 

 

32 聖法印及見清淨。 

空三昧、無相三昧、無所有三昧。 

（雜卷三，T2,20a～b,80 經） 

 

33 有因有緣眾生有垢，有因有緣眾生有淨。（雜

卷三，T2,20c,81 經） 

 

34 X 無我。無我者則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若

苦者。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雜

卷三，T2,19c,76 經） 

 

這些「蘊相應教」中出現的重點「模組句型」，不僅是我們學習「蘊

相應教」的橋樑，也為繼續研讀「處相應教」、「因緣相應教」打下了基

礎。許多在「蘊相應教」中曾經運用到的模組句型，在「處相應教」中

會再次出現，「蘊」、「處」兩種相應的許多句型在「因緣相應」中亦會

出現，因此為了避免重複教學，「因緣相應」的卷數就遠遠少於「蘊相

應教」和「處相應教」，僅有九卷而已。 

再者，識別並熟悉這些句型，可以讓我們瞭解佛陀以及聖弟子們論

法的要點，這就好比是論文中的「關鍵字」，可以避免因故事精彩而忽

略根本法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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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歸佛陀說法的善巧，運用情景再現的方式，用

說故事契入經典的甚深道理。 

1、揭示故事中所蘊含的倫理價值 

每次課程因為有新學員加入的緣故，法師都善巧的以故事引領我們

進入佛陀說法的現場，聆聽智者的解脫之道。這些故事背後其實都有甚

深的法義，借助於故事情節的推演，法師希望令聽者體會到《阿含》本

教的親切、活潑，激發研讀的興趣。 

例例例例 1：：：： 

《雜阿含經》卷四十四，第 178 經，描述了佛陀與婆羅門之間的互

動。經中描述：有婆羅門女因為六子相繼過世，精神崩潰、瘋狂裸形、

披髮四處奔走。闖入精舍見到佛陀，佛陀散發出的慈悲、智慧令她突然

清醒過來，見到自己裸露的形體，慚愧的捲縮起來，佛陀慈悲吩咐阿難，

將袈裟披在她身上。 

法師於此分析到： 

從這句簡單的話可以看到，佛陀可不是將袈裟當成某種特權、神

秘力量，誠然袈裟有其宗教象徵，是區隔出家與在家的身分標誌，

常情之下在家人沒有出家，當然是不著袈裟的。但是，到底是身

分標誌重要，還是護念另一個人的尊嚴更重要呢？從佛陀的作為

可以看出其價值的判斷，這就給了某些驕傲出家者一個很深刻的

啟發。12 

                                                 
12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正觀法如是——蘊相應教——第一期《阿含經》研

習營聞法劄記〉，2009 年 7 月 19～26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月

刊》143 期（2016 年 10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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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2：：：： 

《雜阿含經》卷四，第 102 經，描寫了佛陀與祀火婆羅門之間會遇

的故事，提示了不應該有種姓歧視。法師於此引導我們回顧前面所提到

的，佛陀不與世間妥協的部分：也就是任何宗教如果以殺害生靈作為信

仰的手段，佛陀是不會因為所謂的宗教和諧而妥協保持緘默的。 

本經針對婆羅門教根深蒂固的種姓觀念，佛陀依然提出他的看法：

不是以出身背景來決定是卑賤的「領群特」還是高貴的「婆羅門」，而

是看一個人的業（行為和德行）來決定，行為如果惡就是「領群特」。 

法師就著故事的發生，分析佛陀乞食時面對他人不禮貌行為的處

置之道。  

佛陀既沒有與他爭執，也沒有默然離去，卻是直接轉向問題的中

心，讓這個婆羅門自知理虧（因為對一位聖者的不禮貌），而且

用非常緩和的方式糾正他的觀念。我們從中看到了佛陀的威德力

和善說法要的能力。他不會用激進的方式來推翻不義的種姓制度，

因為依於激情、憤怒、怨恨所產生的，一定不會是好的果報，而

且難免傷殺無辜。所以佛陀在生之時，雖然在思想上、言論上對

於種姓制度是不妥協的，但也從沒有煽動革命來改變階級的現狀，

他能做到的就是在僧團中完全泯除階級意識，依出家時間的先後

順序來敘次。 

透過佛陀的說法，該「婆羅門轉得信心，以滿鉢好食奉上世尊。世

尊不受，以說偈得故。」法師因此提醒： 

出家修道者本來就是依信施為生，但是不要產生說法與供養的對

價關係，因為法是無價的。法師日常也這樣勸勉住眾，所以面對

護法善信的憂悲惱苦，學院的師父們都能熱忱的前去軟言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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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誦經、念佛回向，但是堅決婉拒任何供養，就因為佛法無價。

所以我們不是故作清高，完全是向佛陀學習。13 

2、訓練學員具足問題意識 

對於大多數佛弟子來說，讀經不太容易提出什麼有見地的問題，他

們往往認為：佛陀是如是說，我們就如是聽吧，只要理解字面的意思就

可以了。難道真的只能這樣讀經嗎？這樣的學習方式可以訓練我們的思

維，培養擇法力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以下就轉述一段法師對於經文

的分析，看看如何才能具足問題意識。 

例例例例 1：：：： 

《雜阿含經》卷十四，第 345 經，佛陀問舍利弗「何等為學？何等

為法數？」舍利弗默然，爾後佛陀為什麼用「真實」二字去提示舍利弗？

而舍利弗為什麼要從「食」開始講呢？經文本身看不出什麼端倪，法師

因此分析其中的原因： 

1、舍利弗默然，是問題太大了，因為整個佛陀的法教其實涵蓋

的就是法與律，所以他要思考從哪裡簡潔地一語道破。可是

當佛陀說「真實舍利弗」時，這個「真實」使得他立刻串起

了什麼叫做「真實」。真實相就是無常相、無我相，從無常相

可以「生厭、離欲、滅盡相」，「但見於法，不見於我」。 

2、這個「真實」又如何去串到「學」跟「法數」呢？於是舍利

弗特別用「食」來談問題。因為一切眾生依「食」而住，而

                                                 
13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正觀法如是——蘊相應教——第一期《阿含經》研

習營聞法劄記〉，2009 年 7 月 19～26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月

刊》143 期（2016 年 10 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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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食」裏面牽涉到「粗摶食」，是令色身長養的必需，於是

開展出很多相關的戒律與威儀。從「食」來談，一方面可以

導向於「法」，另一方面又可以導向於「律」，於是談到了「學」，

即「應當學」，跟著佛陀學習「學處」。14 

例例例例 2：：：： 

《雜阿含經》卷十，第 262 經，也是印順導師時常引用的經文。世

尊涅槃未久，長老闡陀尚未得證聖果，於法猶有疑惑，雖然他知道五蘊

無常，但是不喜歡聽到「一切法空寂，不可得」，由此達到「愛盡、離

欲、涅槃」。因為他認為，如果一切法空寂而不可得，這中間如何有我？

如果沒有我，誰在言「我見法、我證道」？誰在得證涅槃？ 

其餘比丘無法說服闡陀，闡陀因此遠行至阿難住處，希望阿難能解

答他的疑惑。阿難首先讚歎闡陀，不以長老身分而自矜持，坦然將自己

的困惑說出，虔心問法，這是「破虛偽刺」。 

為何阿難要作此讚歎？法師解釋道： 

虛矯的身段不能放下，這將宛如「針刺」一般，讓心不得安穩。

反之，以質直心面對自己的侷限，反而易於悟道。闡陀受此鼓勵，

頓覺欣喜，這就如同白淨布料容易染色，已經形成一種易於承受

法益的良好身心狀態。 

接著法師解釋道： 

闡陀的問題在於：1、在見地上還沒有正觀緣起，所以視無我為

「虛無」，落入了斷滅見；2、認為一定得有個獨立自存的我，方

                                                 
14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正觀法如是——因緣相應教——第三期《阿含經》

研習營聞法劄記〉，2011 年 7 月 23～30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

月刊》131 期（2014 年 10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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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構成生命的流轉與還滅，這就又落入了常見；斷、常二見是理

智的錯亂，恐懼無我則是情感的顛倒。所以阿難對症下藥，直下

告知：「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無

故彼無……。」在阿難的啟發下，闡陀終於離常、斷二邊之見，

自記其「不復見我，唯見正法」，在那當下，他獲證了初果（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15 

（四）選擇重點經文詳加解析，而且進一步推演出該經

文的現實意義和當下的運用。 

例如：法師分析佛陀面對其他宗教、禮俗的態度時。認為：佛教既

是一門宗教，也可以說在宣導一種人生的智慧。因為護念眾生的心，透

徹的體悟到因緣生法的世間，許多的禮俗、儀軌已經既成一種強大的社

會制約力，因此不去直接衝撞它，以免讓人畏懼，灼傷親近佛法而開拓

人生智慧的機會，所以佛陀說「我不與世間諍」。可是，當某些宗教的

價值觀傷害到眾生時，佛陀也是不妥協的，從《雜阿含經》卷四，第 93

經就可以看出這樣的事實。 

經中敘述：有長生婆羅門殺生祭祀，廣邀外道舉辦邪盛大會，認為

可以透過祭祀、祝拜、佈施的儀式來換取神明的護佑，聽說佛陀來到此

處，因此前往拜會。佛告婆羅門：有一些邪盛大會會主原本想要行施作

福，卻因為造作身、口、意三業的殺業生出罪過來，得到不善的果報。

接著佛陀又以婆羅門最熟悉的「供養三火」的方式，轉化為「根本火、

居家火、福田火」教導婆羅門獲取福報的方法。 

                                                 
15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淨慧紀錄整理，〈以義饒益，長夜安樂──第二期《阿

含經》研習營聞法札記〉，《弘誓雙月刊》115 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

2012 年 2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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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根本火」是孝養父母；「居家火」是指對家人、宗親乃至於

僕役、客人都要善加看待；「福田火」是指要奉事、供養沙門、婆羅門

等修道人與祭司，以培植自己的福田。如果從這三個方向來增加你的供

養，才是無罪的供養，可以令現世有美好的名聲，死後得以升天。 

於此法師解析道： 

從這裏可以看出，佛陀不是一味鄙視想要升天得福的世間欲求，

固然它是不究竟的，但是面對芸芸眾生，佛陀仍然非常平和地告

訴世人，如何得到真正的福分及世間的好名聲。 

既從形式上轉化了婆羅門所供養的三火，佛陀接著再就根源上，

內心的貪、瞋、癡三毒之火做了說明。這三毒之火不滅能令自他

生憂苦，招感當前、未來無盡的罪殃。聽了佛陀的話語，長生婆

羅門幡然悔悟，令其子返舍放諸被縛生靈。爾後佛陀為其說法，

示教照喜，長生婆羅門因此見四聖諦、得證初果，皈依三寶，後

返其舍置辦清淨飲食供養佛陀及諸比丘。 

經文解釋完畢，法師進一步闡釋該經的現實對治意義： 

從經中可以看到，雖然在當時的托缽制度下，乞來什麼食物就吃

什麼，無從揀擇，因此不能純然的素食。但是，佛陀可不主張比

丘們為了口腹之欲，讓那些供養者為自己而殺害生靈，否則豈不

是口是心非嗎？擋了他人的邪盛大會，竟然讓供養者殺生供養比

丘，這不是很怪異嗎？因此，後來很多人要努力證明，我們要回

歸原始佛教時代，就可以吃肉，說吃肉很正當。這完全是一派胡

言，因為依現在的環境，完全可以不這麼做，如果要這樣做，就

是懈怠、放逸、耽溺於口感，所以大可不必講那麼多冠冕堂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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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來為自己開脫。本經即是明證。16 

五、結論 

修學佛法不離「聞、思、修」的次第，如何在講解經典的過程中最

大程度的涵蓋這三者，佛教弘誓學院舉辦的系列《阿含經》研習營就是

一種嘗試。說它是新模式，不如說是回歸佛陀說法的善巧，因為在《阿

含經》中無論是佛陀教授弟子，還是佛弟子之間的互論法義，都不離這

樣的次第。 

筆者不慧，追隨聽聞亦滿六載，在法師的引領下，熏習法義、反省

身心、體驗佛法的解與行，感覺仿佛回到佛陀時代，與聖弟子們圍坐樹

下共同聆聽聖者的教誨。回顧求法之旅，法師傳道、授業、解惑的悲心、

善巧都令人記憶猶新。 

視佛法為生命之學，是法師研讀、傳授《阿含經》的根本動力，其

縱貫、辨析法義的深刻見地遠非我等後學可以窺究一二，更遑論置評。

故以上的歸納僅為筆者個人受學其中的點滴心得，以此法喜就教於諸位

先進、同道。 

 

 

 

                                                 
16 昭慧法師主講，耀行記，〈正觀法如是——蘊相應教——第一期《阿含經》研

習營聞法劄記〉，2009 年 7 月 19～26 日講於佛教弘誓學院，刊於《弘誓雙月

刊》143 期（2016 年 10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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