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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近年来台湾佛教之肇始与演变过程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年后中央政府「转进」台湾，一批精英学者也

避居福尔摩沙 Formosa。因偏安了五十年，由于大家的勤奋及时势造成，近二十多

年来，台湾的经济突飞，就学、就业容易，而创造出华人历史上 富裕的世代。  

中国的长期战乱、世事无常让知识份子忧心，而有入佛避世的决心，俗言：「将

军老来都学佛。」战场的杀伐、苦痛深植内心，于是有许多人于安定后出家，祈求

救赎与忏悔。接着修学密宗之大德也广弘密法，因此显密佛教共融于台湾。有机会

出家者出家，不然就成家立业，但都为了佛法的追求力行不懈，而付出大半生的心

力。（都早年来积学问，更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多年枉作风尘客。─

─浪费青春）  

「禅贫、密富、净土方便」，时势的转变，佛教各宗在台湾有了发展的机会，

密宗有章嘉大师、甘珠活佛、格赖达吉、明珠活佛等仁波切 Rimpoche，屈映光、

吴润江、申书文、韩同、刘锐之、陈引舟等等藏密系统的中国上师 Chinese Guru
都在 1970 年以前就在台弘法授徒。后来唐密 T，ang（Chinese）esoteric school 普
力、普方上师，东密 Japanese esoteric school 悟光、惟励法师，提倡安祥禅的耕云

导师等等居士也积极弘法，旅居美国的陈健民上师也曾到台湾弘法多次。1982 年

以后，又有西藏密宗喇嘛教 Lamaism 来台弘扬，因此修学显密 exoteric and esoteric
佛教者大增。  

台湾于 1975 至 1996 年间，因台湾的经济与政治起飞，创造出台湾政治与经济

奇迹的助长，以暴发户的姿态，由大量之征助印中国与日本的佛经、善书，不论好

坏对错或门派照单全收，大多是印刷厂留版，并强调印经有超拔祖先、婴灵的不可

思议功德，便整合、融合中国各教（含外道）各宗派的思想注释经典，或将各种经

典断章取义，模糊各宗派思想，大量吸收、累积社会资源，从而大量扩建庞大华丽

寺庙。  

在富裕的财力下，虽然印行了许多种中文大藏经 Preserved and concealed 
Sutra ─Dah Tzanq Jing─Tripitaka，但信徒始终很少了解经典，更谈不上利用经

典作为钻研佛法的工具，反视经典为膜拜的对象，而藏在藏经阁成为 Dah Tsarng 
Jing 法宝，尊崇仍如同古代是帝王御赐般，故而神圣化后供起来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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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一般民众被教育相信诵读和抄写佛经、供养出家人等等善行，会产

生不可思议的魔力，从而使国家得到保护，人民的生活会变得更为安乐。  

因此，现在一般人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学如何拜忏（何不想一想？在没有《梁

皇宝忏》以前的人要如何被超度？），如何唱梵呗而已，不想去翻一翻，去了解佛

法，深怕弄坏法宝。  

佛教智慧教育未能深入一般信徒心中，或许有些所谓被称为「法师」的人，并

不完全通达佛理的缘故。或许法师当时的「志业」是以成为开山祖师为第一要务，

首求是在兴建豪华的佛寺，暂时没空来教育信徒。  

◎「大雄宝殿」不是佛教建筑，佛不需要豪华的供养。 

《出家品》记载佛向频毗沙罗王说：「国王啊！就在喜马拉雅山山麓，有个乡

村部族繁荣富强，属乔萨罗国，部族名为太阳，我出身的家族名释迦。」法身佛陀

被称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并没错。日本学者考据，佛陀并不是太子，佛陀的

家族居住聚落，范围半径不到五百公尺。乞士修行的原始佛陀，并不需要皇宫般的

「大雄宝殿」，是在大乘以后才美化的。  

十多年来台湾盖了太多的寺庙，也应该逐渐停止了，要重视教育，不该再那么

不慌不忙地大量浪费信徒的心力与金钱。尤其建一所佛教大学的费用，比盖深山里

的寺庙少，却往往捉襟见肘，这都是强调个人福报重于教育的结果。应该回复大陆

的丛林制度，让「修行僧」有个安祥的处所可以修行；有能力的「说法僧」才站出

来说法。不该五十步一精舍，一百步一兰若，各自躲起来修或说不同的法。  

尤其为了维持众多的寺院，将是信徒们沉重的负担。由于寺院众多，佛教的派

别也会增多，造成宗教的派别争论更多，而不是为了信仰了。从历史上可知，五世

纪或更晚一些，佛教到了和印度教已没有什么特殊区别后，人们为了摆脱无数僧侣

的经济重负，印度人民宁可信仰印度教。当人民一开始躲避对佛教寺院的帮助，寺

院便慢慢荒废了。 近几年经济不景气，信徒已逐渐减少到寺庙去礼佛，因为大家

手头都有点拮据了，很怕再听到师父们强调「财施」的说法。  

东方社会「大家父长」制度、「伟人崇拜」文化，使宗教师不得不也依样扮演

起受崇拜的对象来。宗教老师严格的阶级姿态，容易助长了老师与他人的虚伪，如

果信徒仍然事事依赖坚固，以习惯性追求标准答案的心态，而非从法（真理）的觉

悟上信赖感恩，将是师徒皆输。尤其从不敢怀疑经典，而想去彻底研究佛法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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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虽然规定人人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学校里除了哲学系外，很少有学生接触

人生哲学的课程，好比说「全方位思考」，等于全无方位思考一样，号称「宗教自

由」却造成大学生没有了宗教信仰， 后大多信了金钱教。  

很多年轻学子学佛之后，与社会格格不入，想脚踏出家修行又不敢剃度的两条

船，就业、结婚都犹豫不决，浪费青春，有谁去做心理辅导？也是强调出家才能成

就的反效果。甚至产生庞大的人力，陷入在错综复杂的故纸堆中，小有心得者，大

部份是用不同的语句，重复描述相同的理念，都是各自研究尚未统一制定完整之佛

经的缘故，加上各宗立义不同、矛盾百出、牵强解说，造成人力浪费。  

社会上一会儿吹起禅宗的修禅风潮，一会儿流行密宗的瑜伽时尚，甚至有标榜

「生活佛法」、「环保佛法」、「商业佛法」、「企管佛法」，甚至连股票族也发

展出所谓的「禅学或佛学股票分析术」，连地下钱庄也办理「佛慈贷款」，银行办

理「佛教认同卡」的信用卡，替人办理离婚与情报的征信社，也标榜「佛慈征信」，

寿险与健康食品直销企业，也以弘扬佛法自居。  

佛教文物流通处、印刷业天天在各报张、杂志大量征助印「福田福报」佛经，

金饰礼品业大量出售「佛法加持」的佛像、金饰、金币、水晶、玉器、念珠与法器；

「净土」移民，星相术士也以禅门居士自居，房地产仲介，「朝圣」游览，学校或

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也无不竞相加入「佛法」行列。  

◎行动不便者不是前世罪孽所造成，是伪经的错误思想形成的 

台湾地区曾大量印赠中国僧人编造的《佛说三世因果经》，造成佛教慈善机构

不热衷接纳「纯属意外」降生，肉体残障、智障的儿童，因为该伪经所说，身心不

便是前世业障、是罪孽。  

古来中国是佛教国家，相信「轮回」的教义、「宿命」的因果，也较没有时间

观念，颇有逆来顺受的甘愿，所以所受之压力较小，歇斯底里和精神症患者也就比

西方人减少了许多。认为今生所没有完成的事，大可等到后世才处理，自然就形成

了一种达观、不紧张的态度。  

因为这种有别于西方人的心理，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松懈、因循和懒散的堕性。

更因为成佛的遥远目标摆在那边，把一切事物都认为没什么大了不起，因此在社会

福利事业上，佛教早期都比不上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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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已有慈济功德会等团体的努力，部分的教徒保有「侥幸」的心态，用

「施舍」的态度参加救济者，认为参加慈善救济是在积功德，更占有大部分的比例。 

大乘佛教为了纠正这种志大而行微、眼高却手低的趋势，也极力强调「人身难

得」、「佛法难闻」、「人命无常」、「业报可怕」、「众生是苦」、「报众生恩」、

「视众生为累世父母」等语来对治。其实早期佛经只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

灭。」，「因果律」是后来的大德分析、整理出来的观点。提出「因果律」是为了

能满足了人们报复的心理，更满足了社会上扬善惩恶的标准。  

不过，由于伪造的《佛说三世因果经》的大量流传，把残障者视为现世报、是

活该的、是必然的，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应该列为非释迦牟尼佛亲说的后造经文，

其内容举例如下：  

今生眼瞎为何因？前世多看淫书人。  

今生缺口为何因？前世多说是非人。  

今生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  

今生驼背为何因？前世讥笑拜佛人。  

今生曲手为何因？前世打过父母人。  

今生曲脚为何因？前世破坏陆桥人。  

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幸灾乐祸人。  

零丁孤苦为何因？前世恶心侵算人。  

今生矮小为何因？前世鄙视各佣人。  

今生耳聋为何因？前世闻法不信真。  

今生疮癫为何因？前世虐待畜生人。  

鳏寡孤独为何因？前世不爱妻儿人。  

穿绸穿缎为何因？前世施衣济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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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颂经念佛人。  

仅节录如上，以供思考。  

在三千年前，印度根本就没有纸，文字记载更很不容易，何来有人能写淫书给

人看？让人今世瞎了眼。印度当时也没有绸锻，而颂经、念佛的盛行，也是在佛涅

盘七百多年以后才有的事。想必是中国俗师、后人借托佛说，认为有劝世之用，由

（尤）其文笔用辞不美，可知是后代的产品。想不到在现代，却成为平等悦纳残障

者的思想障碍，这种观念本身更是一种无形而莫名的障碍。  

地球是圆满心灵的道场，任何人都有权力、有机会来圆满自己的心灵。肉体美

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心灵世界的美」。身心障碍者也不是愿意生来如此；

或许是自己甘愿的选择，以便今生能调整生命的频率；退伍战士也不是愿意肢体障

碍。在现世间，任何人随时有残障的可能，部分佛教徒若仍以「业障」的偏狭观念，

来解读三世的关系，显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也失去菩萨同体大悲的心怀。  

但无一位曾受「菩萨戒」修行者，有过如释迦佛或舍利弗或其他菩萨或阿罗汉

等等之「挖眼、割肉」舍身施之「大慈大悲」事迹，而全世界急待器官移植或贫病

交迫之无助众生，不下数亿人。但只天天听到、看到这些受「菩萨戒」之僧人嘶声

力竭地讲经、说法、著书，要人人效法「挖眼、割肉」舍身施之古僧或古佛菩萨的

慈悲心与菩提心，永无止境地大量「财施」、「舍身施」，以便人人「早日成佛上

天堂或极乐世界净土」而已。也可见这些身受「菩萨戒」之僧人，人人均有大慈大

悲心、菩提心、正智正见般若智慧，要众生先其舍身成佛后，才愿「 后」完美着

涅盘。  

有心人利用前世今生，来世因果报应，进行大规模的骗财，又某些人士竞相建

造豪华的「佛法加持」的灵骨塔，出售一个 20 公分见方数万到数十万元的阴宅莲

花座，出售一件数千数万元的「健康回向天衣」或「放光显相天书」，年年月月举

办一人次需费数个月月薪的数万元到数十万元的所谓「海、陆、空」超度法会或经

忏。  

如此从事「台湾式」多元并存的拼盘式「政、商、宗教合一」弘法，创造台湾

另一项宗教信仰全民运动、全民造神的宗教奇迹，人人趋之若骛，唯恐落伍，以争

食年收益数百亿元新台币的宗教信仰消费巿场，以致宗派不分，只问巿场流行趋势，

大家一窝风抢进举办参与各种活动，几近狂热到疯狂的地步。如此「台湾式本土化」

的宗教派系，可概括分为「生活宗」、「环保宗」、「商业宗」、「政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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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宗派。  

其空前盛况可由台湾三步一小寺庙，五步一大寺院，各山头信徒都抱着输人不

输阵的心态，后建者越盖越大越雄伟壮观，就常听到有人感叹说：「盖庙比经营银

行还好赚。」（比起基督徒大半生奉献在偏远地区，默默地从事贫苦民众的医疗、

照护工作，佛、道两教的表现，令人汗颜。）也有人宁可开朋驰豪华轿车，在各寺

庙口假扮和尚尼师化缘，每日所得足抵凡人一月薪资。（诈现威仪，无惭于圣，徒

诳于凡，不免轮回。）  

献祭与期待是并存的，过于注重宗教仪式的外部和物质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六

合彩赌博的盛行，一直持续至今。拜鬼神、求明牌造成贿赂鬼神的恶质文化，使低

收入的但原本朴素的民间质变。人们之期待落望后，人就敢威胁或惩罚神，于是赌

输后便劈裂神像，到处丢弃，整个社会精神文化从此崩溃，陷入追求金钱以显耀族

人，以为抬高社会地位唯一目的。  

一般混合式的寺庙里，设有焚香纸炉，供信徒焚烧纸钱。这种容易造成贿赂鬼

神、谄媚神众的恶习，仍被住持「法师？」默许。若说烧香能供佛，那是谤佛──

抵毁觉性！印度天气炎热容易汗流浃背，就发明燃香来净化空气，后来变成拜佛的

必要仪式。其实燃香的空气污染不输于二手烟，只是环保人员尚未重视而已。正智

的佛法沦落，一切都似是而非。  

而在各报章杂志电台电视台，时时刻刻都可听到各个似是而非，漫谈故事兼插

简易佛学（都属不了义的）常识，美其名为弘法，并与各种健康食品或法器贩售的

广告交互参杂，或刊登广告征助印佛经，每本都有十数或数十万元的捐款赞助，以

致各公共场所与寺庙广场的各种佛经、善书堆积如山。  

每次的慈善功德会，一日或一周即可募得数亿元。一周的佛学夏令营弘法，即

可为一百三十个大专或研究所的学生义工在数日之内剃度出家。一个寺院拥有数甲

的土地，大量兴建违章建筑物，内住数百数千个比丘或比丘尼。各类大师人手一支

「大哥大」无线电话，进出以数百万元的进口高级轿车、总统火车包箱、飞机特等

舱代步，身旁有数名贴身信众大队人马随侍其侧，住宿五星级高级大饭店的总统套

房，餐餐设宴于高级素食餐厅，如此「随顺」信众，到处接受万人空巷的英雄偶像

式膜拜等等事实，即可见一斑。  

◎出家不要忘记了佛教清净无我、淡泊离欲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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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正统宗教（含合法的其他宗教）均与政府强争世间法的慈善福利事业，忘

了实证的修行，却受到群众的拥戴，并面临信众优渥的供养，部份传教者养尊处优，

忘记了佛教清净无我、淡泊离欲之旨，提供了有心人士模仿的对象，也是值得再细

细品味与探讨的课题。  

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人们不知如何处于可以安身立命的困惑和恐慌心态，情绪

的不安自古皆然，只求如何留住个人的幸福和保持个人的善行，自然很难产生对真

理执着的追求和创造人生的热望。离佛日远，假佛子利用众生赎罪心理，大作法会

以造人天福德，来筹款聚财。信众无法循正轨深入正法，而天天找大师安心，如今

到处布满着大师加持的香符、法器、佛神像，似乎要去除人类自私贪婪的无明本质

是很艰难的。  

近十数年来，佛教在台湾崛起，除受台湾经济与政治选举起飞，致「台湾钱淹

脚目」，企图以金钱买得福报与回向功德快速精神安慰之心理因素影响外，少林寺

的武侠小说与李小龙和成龙的武侠电影兴盛，及第四台有线电视上的大量经典研读

节目之鼓吹，致激起人人向往民主公平正义的「代偿心理」，及「远来的和尚会念

经」、「近庙欺神」、「崇尚舶来品的心理」，而创造出一股研读佛经，修习佛法，

与亲身参与证悟佛性的全民运动风潮。  

也因政治选举与直销及各种企业，适时创造出台湾二千一百万人口中，号称「台

湾第一党」为数百万佛教会员的信众；诈欺前科累犯以人工照片放光分身显相与定

身诈术，诳称自己为位居佛陀之上的「本尊」或「女菩萨」转世，也能以「前世因

缘或夫妻」深得数千到数万信众的信仰膜拜，自甘喜舍一生数百数千万元的积蓄与

献身，其中还不乏法律与理工硕士、博士、医生的高级知识份子与政治或公众人物

在内，已到了令人怀疑台湾人是否都生病了的地步，也是其因素之一，顺便在此一

提。  

但望能使众生重新确切认识学佛之正道（理性──证得解脱智慧），在于由「明

心见性」，并实修内证之身体力行，自重、自爱、自尊，也可在家修持。而非仍停

留在对偶像的过度崇拜、祈望师父的加持、念佛号 to calling on the name of Buddha
的多少遍数、寄付多少功德金，汲汲营营于消灾解厄，重视参加了多少朝山、朝圣、

进香法会之基本（感性─情意）宗教的阶段，则幸甚。  

固然，初听悲凄的佛门课诵或录音音调，会引起信众有「宇宙浪子」的感伤，

让人有急于「归去」的情怀。久了以后，所产生的无力、退堕感是很不理想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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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真的要那么悲哀吗？没有明智一点的修法吗？虽然整个外在的身体的朝拜行动，

是由个人内心深处转化的，何不直指出来，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须统一教学？或为

同时减去信徒因过度营养后的肥胖而朝山，却忽视思惟敏锐的小部分人。  

《达磨破相论》说：「绕塔行道者，塔是身心，当令觉慧巡绕身心，念念不停，

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盘。今世人不会此理，不曾内行，唯执外求，

将质碍身，绕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正因如此超然之见，难怪达磨大师

受到顽固的密宗与律宗法师的毒害。  

佛教精神不是寻求消极的心理平静，而是教导民众积极地抛弃苦恼，从心底涌

出 真 正 的 生 命 充 实 感 ， 去 活 跃 地 显 示 生 命 的 创 造 价 值 ， 也 就 是 《 法 华 经

Sadharmapundarika Sutra》强调的「常、乐、我、净」的重要理念，超越无常的

层次，把关注的视点转移到如何发掘人的意志和能力，去改变命运的生命原则上，

摆脱「宿命论」的错误纠缠与认知。  

又，佛法本来就着重在教育，是不讲「信者得救」的，佛菩萨绝不是贪官污吏，

你不供养祂，你不会倒楣，佛陀宽宏大量，得罪祂也不要紧， 怕的只是得罪偶像

化了的俗人。禅宗六祖讲皈依自性三宝「觉、正、净」，而不说皈依相上的「佛、

法、僧」。凡人若是抱着功利主义学佛，必得幻灭之果。  

许多宗教师只想看到乖顺盲从的信徒，注重虔诚的膜拜，若有其事的忙着修行，

疏忽智慧的教化，是让迷信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或者强加不适合时宜的律条于信徒

的心上，增加信徒的负担，制造一批批死板的团体。日本学者也曾很感慨的认为：

日本佛教除了葬礼和超度亡灵两种 重要的活动，寺院的功能还剩下什么？癌症末

期的病患是要特别关怀的，应该明白告诉他症状，而不该一味的隐瞒。台湾的宗教

还不到癌症末期，是要放任或与药？宗教师与政府都要深思。  

中国佛教虽然自夸是大乘法，但如今部分的表现却显得非常婆罗门，印度大乘

佛教在初期不过是由民间发起的宗教运动，以信仰纯正自居，强调建立寺塔或布施

巨金，远不如读诵经典、书写经文的功德，而鼓励信众信受经句。  

台湾的佛教学到的是表像的大部分，才产生目前不可思议的迷信。但无论基于

印度教的奉献，或是大乘佛教的无量布施，自古都让国力无休止的消耗， 后都会

埋下亡国的伏笔，应使台湾佛教作为借鉴，即早觉省。  

由于亚洲 1998 年的经济危机，促使管理约三十万僧侣的「泰国僧侣 高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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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令：「各寺庙不得再兴建任何新寺庙，正动工者也必须停工。」一名宗教事

务部官员说：「寺庙建庙一定得向民众募捐，而民众已因经济风暴吃尽苦头。」理

事会建议僧侣可将心力多用在社区服务的工作上。但是台湾的佛教会并没有如此的

体恤信徒，依旧让大师宣传盖寺庙的功德，准备继续挥霍。  

依空性理念，后期出现的，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徒创造一位理想的虚构人物，

以维摩诘居士把释尊出家高足的思想及修行方法，反驳得体无完肤─使其畏缩，更

显出空观大乘的真理。于此多元化的时代，如果佛教徒不能重新思考将来的方向，

而放任下去，前途真是堪忧。  

近又有南部某寺庙住持，夜梦济公活佛托梦，要求至中国大陆武当山取经，

委托大陆艺匠雕塑五百罗汉石雕像。此梦不久必将如瘟疫般地，又会传染到各寺庙

让住持做梦，则除非祈祷诸神佛保佑，少让那些寺庙住持做梦之外，否则佛教徒永

生永世都有得忙于为各寺院造佛像，妆金身，作功德，以便来生得福报做大官。而

台湾也将很快被淹没于诸佛与阿罗汉雕像海中，而淹脚目的台湾钱潮，将从此退潮，

而流向中国大陆淹没中国大陆人的脚目，则台湾人只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当官享福，

而休想在台湾当官享福，或如印度乞丐或僧人，到中国大陆修行作功德，或如西藏

百姓整天五体「拖」地，求其佛神保佑。  

姑不论其一再以「诅咒让人死」的方式，将凡夫拥有金银财宝，视如粪土，甚

至如洪水猛兽或瘟疫般的烦恼痛苦之病源，应弃之唯恐不及。但另一方面却又一再

宣扬应以这些粪土或病源供养佛法僧三宝，并将其视为七宝。则不免令人怀疑，为

何释迦佛、其他亿万诸佛与僧，也都如此庸俗不堪，与「贪、瞋、痴」的凡夫一样，

如此喜欢造像立碑，喜欢金银财宝，以金银财宝妆扮其身。且更令人怀疑，为何凡

夫拥有金银财宝，只会痛苦，且不能「做官」，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罪恶。

放弃或布施给佛法僧三宝后，才是有道德，才能买到赎罪券，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又，为何佛法僧三宝如此喜欢建设无数寺院之余，还要使寺院金碧辉煌，否则

不足以称其为庄严，否则「佛、法、僧」三宝无法在其中修行享福。如此无数亿万

佛，如此塑造与黄金妆扮千佛万佛，如此金碧辉煌的庄严，对人类、宗教、信徒、

心灵有何意义？有何目的？有何功德可言？徒然大量浪费地球有限资源而已？唯

恐天下不乱，唯恐台湾经济不早日因此而崩溃而已，造经者与弘法者如此心态，居

心何在？如此不是迷信，不是骗财骗色，是什么？如此造经者、弘法者、信徒不是

白痴，是什么？自我标榜为伟大的正信正统宗教家到那里去凉快了？真是阿弥陀

佛！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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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需要「宗教改造」，更甚于「心灵改造」 

◎台湾的宗教界与佛教界许多弘法者，似菩萨而非菩萨，都在为自己的物

欲利益破戒。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如古罗马帝国等之征战，除为政治经济利益版图扩张之外，

也为宗教之战，中东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除为约坦河水源之外，主要也是犹太教与

回教之战。号称为欧洲火药库之巴尔干半岛、中亚、印度，菲律宾等国之内战，也

不外以宗教信仰相互划分界线而战，故除人类心灵需要改造之外，引起战祸且自我

标榜为道德代言人之宗教，更需要自我反省与改造，各宗教及各宗教之各宗派之间，

都为一己之私交争利，则更不必言他，是犯了「贪、瞋、痴、慢、疑」五毒也，「邪

见、我见、偏见」三不净见也。  

佛教与各宗教之弘法者之实际表现，在在都显示「贪、瞋、痴、慢、疑」等五

毒，与邪见、我见。《宝积经》云：「有四非菩萨，而似菩萨，一 .贪求利养，而

不求法。二 .贪求名称，而不求福德。三 .贪求自乐，而不救众生以灭苦法。四 .乐聚

徒众，不乐远离。」。  

以开联锁店与加盟店的方式与心态，违章建筑了小寺；有了小寺，要大寺；有

了大寺，要金碧辉煌。在本地建了，要遍及全国、全世界，一间一间地建寺院，不

同宗派者只准暂宿，不准长住。违章建筑了一座座莲花座灵骨塔，破坏山坡地景观、

生态、水源、水土保持。造了小佛，要造大佛；造了木佛，要造玉佛、铜佛、金佛；

造了一佛，要二佛、五佛，十、百、千、万、亿万佛。  

实施一个志业，又计划五、十、百个伟大的志业。在地方的道场宣教，要办全

国、全世界的电台、电视、卫星、纲路弘法。办了小型，要大型；办了一次，要十

次、百次、千次、万次爱心功德会、义卖会、水陆法会、经忏。办了一家，要十家、

百家佛学院。印了「放光」、「加持」的小本佛经，要印大本镇寺镇家；印了平装

本，要印烫金精装本，印了千本，要万本、十万、百万本佛经。  

一个住持做梦，百、千、万个住持都如法泡制做同样的淘金梦。开了小间要大

间；开了一家，要十家，百家、千家、万家的医院。募了十万，要百万、千万、亿

万元，否则无法成就其无量无边的伟大善行功德。  

更妙的让似佛外道开发出「加持」、「驱凶避邪」的金饰，又不断推出一系列

的新产品金币、玉器、天衣、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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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佛教，早已成为如今世界上五大宗教中 奢侈浮华，贪婪无度，不知量

力，不知适可而止的宗教。或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商业」或「商业化的

宗教」。贪也、痴也、慢也、邪见也。  

世界上各宗教、各宗派、各寺院、各教堂、各弘法者之间，各教各经文中，都

为了维护与扩张其「既得利益」之版图，交争利，互相攻讦诽谤，指责对方的不是，

诅咒不信者会如何受恶报、下地狱，甚至不惜煽动信徒，发动战争。贪也、瞋也、

痴也、慢也、疑也；邪见也、我见也、偏见也。  

各宗教教主都自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是救世主」、「我是本尊」、

「我有神通、神力、密咒，能分身、放光、复活、消灾、解厄、驱邪、避凶、不食

人间烟火」，「天下唯我能救世，普度众生」、「天下唯我为正信」、「天下凡夫

皆贪瞋痴慢疑」、「天下凡夫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谤我者下地狱。」，「天下凡

夫皆应供养我」。然则，何种宗教或何种宗教之何种教派才是正信，则只待信徒「押

宝」选择了。  

但又如佛教经文几乎每一经文都记载，日日夜夜甚至梦中都应拜诵其经文，否

则无法往生极乐世界或涅盘证得佛果，甚至会下地狱或受六道轮回之苦。且南传与

北传佛教，或大乘与小乘佛教，或佛教各教派之间，都相互不承认或驳斥其经律藏

三藏之种类部数、人事物时地内容，或弘法或注释者之内容。则何者才对？岂非也

有待「押宝」选择。  

也由此可见，每种宗教或同一宗教之各教派，或各弘法者或注释者，都胡言乱

语，都只为维护或扩张其「既得利益」而已，并无所谓正信与否之问题，更无所谓

「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谤我者下地狱。」之问题。若然，则各宗教与各宗教之各

教派，或各弘法者与信徒，及各经文、论释或注释者之间，事实上都相互指责诽谤，

如此岂不全世界的人都全要「下地狱」不得好死了，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死光光。贪

也、瞋也、痴也、慢也、疑也；邪见也、我见也、偏见也。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证悟的境界，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所称

的「上帝」；印度教徒称为「我」、「湿婆」、「婆罗门」、「委湿奴」；苏菲教

徒称为「隐藏的性质」，都属开悟的根本心性，也就是佛教徒所称的「佛性」。「信

我者得永生。」、「我就是上帝。」等等的话不就容易明了了吗！？  

律宗主张「即戒成佛」；净土宗主张「即念成佛」；禅宗主张「即心成佛」；

密宗主张「即身成佛」。有的主张「起信成佛」、有的主张「起愿成佛」、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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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今生成佛」、有的主张「来世成佛」、有的主张「苦修成佛」、有的主张「诵

经成佛」、有的主张「称名成佛」、有的主张「坐禅成佛」；有的主张「唯显为本」、

有的主张「唯密为尊」、有的主张「显密双修」、有的主张「独修一经」；有的主

张「道释合一」、有的主张「儒道释一贯」；有的主张「一切有」、有的主张「一

切空」、有的主张「空中妙有」、有的主张「无空无有」、有的主张「非空非有」。 

有奉释迦佛为本尊、有奉阿弥陀佛为主尊、有奉观世音菩萨为主尊、有奉弥勒

佛为主尊、有奉地藏菩萨为主尊；更妙的是，自称为本尊、活佛，奉自造己像为主

尊，也自称为佛教。各宗各派，换汤不换药，各说各话，各有主张，各自自圆其说，

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不一而足，也令修行者眼花撩乱，莫衷一是，故与其说是佛

教宗派，不如说是新兴宗教。  

但都具有宗教的共同特色，亦即「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者下地狱」，「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原始人对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性不可知，便有了越来越强烈的

对之感到必须「尊敬」、「爱慕」、「臣服」、「畏惧」、「恐怖」、「震慑」的

情怀，从而表现出「祈求」、「崇拜」、「祭祀」、「供养」，祭司便进行了「操

控」、「利用」，古来宗教就是如此产生的。故显见所谓「宗教」，都是利用与践

踏人类，对不可知的神佛或事物之先天性、自发性、精神病态性敬畏或恐惧心理，

以「道德」、「行善、止恶」、「爱心」等人类基本道德共识为包装的「人为」、

「造神」信仰，心信则灵，不信则失灵。其实信了也不灵，除非信仰而了解「非宗

教」的佛教。  

各国历史显示，实施如此「神权」、「政教合一」思想之结果，都以「神不知，

鬼不觉」的「五鬼搬运」法，使财宝都集中于政教中央，而民不聊生。其后，如此

「神权」「政教合一」之「专制政体」或「宗教」，也必遭被消灭之恶报，岂可不

知「因果报应」之警愓。  

如此岂非鼓励众生永生永世乐于六道轮回，不要涅盘寂静，且永生永世「有恒

常特定的我、佛、罗汉、菩萨、僧」。故岂不与「佛法真谛」之「三法印」的「无

我」、「无常」、「涅盘寂静」、「缘起说」相违背，而成为「有永生永世的我」，

且「只要财布施，为佛妆金身，即能保证，永生永世恒常固定做大官。」，且「无

需求佛道或菩萨道，以求涅盘寂静，不生不灭，以离六道轮回之苦。」，以致「佛

法真谛」与「三法印」之说，不攻自破。  

小乘成佛果位分为「四果（位）」或「四向」，以「阿罗汉」为 高果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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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人称为「有余涅盘」。大乘分为「五果位」，在「阿罗汉」之上，再加一个「佛」，

称为「无余涅盘」。但在「佛有十号」时，又将「佛」与「阿罗汉」并列为（释迦

佛）之十种名号之一，而在果位与供奉佛像时，又将「阿罗汉」置于「佛」之下。

又将「佛十名号」之一的「大士」，冠于「须陀洹」果位之前，称为「大士须陀洹」，

且修行菩萨道之「（大）菩萨」也未入「果位」与「佛十号」之列，令人不知到底

（释迦）佛与其他菩萨，如弥勒、观音、地藏王等之果位或位阶或境界，是什么？

如此自相矛盾，混淆不清，不知所云。  

Srota-apanna，Srotapatti-phala 须陀洹，须陀般那，须陀盘那，窣路多阿半那，

窣路多阿钵囊，窣路陀阿半那，窣路陀阿钵囊，[梵]流转，流向，流，奔流，河床，

流水，河，突进，激动，体内的管或穴，感官。[汉译]入流，逆流，预流（果），

流，流注，相续，流水，驶流，流驶，驶流水，随流，修无漏。初果，入六道轮回

之圣人流（道）。应再来「六道轮回」几次，未有交待。  

Sakrd-agamin[梵音]斯陀含，须陀含，息忌陀伽迷，息忌伽弥，[汉译]一（往）

来，一还，一来者，一来向，一次。二果，再来一次六道轮回后，才能证得涅盘。 

Anagamin[梵音]阿那含，[梵]不来，不达，不到，不在未来，不到未来，  

[汉译]不来，不还。三果，不再来六道轮回，即能证得涅盘寂静，不生不灭。

但另有异说。  

Arhat[梵音](阿)罗汉，阿罗诃：[梵]相当，值得，有价值的人，equivalent，worth- 
ful，valuable person. 

[汉译]应，应供  (指佛陀十名号之一)，must，must supply.四果。已证得涅盘

寂静，不生不灭。但另有异说。  

Buddha[梵音]佛陀，浮图，浮屠，勃塔，母驮，没驮，佛：[梵]醒，开花，开

悟，贤明，著名，被肯定，awake，blossom，penetrate，wise，famous，affirmated. 
[汉译]觉，觉悟，解，聪慧，已成佛，学者，明人，觉者，如来，佛如来，世尊，

正觉，right penetration，became Buddha，scholar，penetrator，Buddha，人间

已圆满证悟佛教者，a Buddist consummate penetrator in this secular world. 

一方面说众生之烦恼或苦，来自爱取，不可贪；一方面又以这种人类爱取贪求

的弱点，创造天堂或西方极乐世界，「施以利诱」，另一方面，又以「顺我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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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我者亡」，或「信我者上天堂，逆我者下地狱」，「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

或「一手拿着胡萝葡，另一手拿着皮鞭」的概念与作法，创造地狱或饿鬼道，「施

以威胁恐吓」，大玩「扮猪吃老虎」的两者择一的选择权游戏。又以「信我者为智

者，逆我者为无知」，「信我者为大德，逆我者为大恶」，「有德者与智者才能见

证本尊、分身、放光」，「证悟 高果位即有神通」的诉求下，大玩「国王的新衣」

游戏。  

古代神权时代，甚至今日民主时代的东西方国家与任何宗教，甚至现实的政府

或政治，也一直在玩这种无知无聊的数字与二择一的游戏，只因为在这「好大喜功、

好高骛远、意图不劳而获、不甘寂寞与不甘沦为无知、无德」的「一窝蜂盲牛群众

心理」环境与影响下的众生，不论其智识水准高低，「一不小心」就会喜欢或相信

这种夸大无知的游戏，或也可称为众生梦寐以求的代偿心理作祟，因此神通广大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的有心人士，就始终乐此不疲，大放厥词，使这种无知、幼稚、

无聊、摧残人类贪心弱点、践踏人类善心爱心或贪心、「低能但极有效」的历史，

无时无刻在世界各角落与各行业，不断重演重现，真是无助的人类小人物之无奈与

悲哀。  

宗教原本各自标榜是劝人为善止恶的，只可惜事实证明无法使恶人止恶，且成

为被恶人利用，做为只能践踏原本即是善良百姓的工具。  

但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也在佛经中，一而再地强调，应戒（贪）、（心）定、

（智）慧，才能证悟，暗示「我不是故意的」，还有何话可说。  

所谓法施，即以法身布施，亦即造经、造像、持戒、诵经、说法、建寺、建塔，

所谓色施，即以色身布施或财物布施，甚至教唆终日吃油涂油，使人身成为蜡烛，

以便供养三宝的舍身无畏施，而西藏密教与日本佛教，则有带妻修行，亦即以身体

与财物供养「佛、法、僧」三宝。  

原始佛教与大乘佛教 大的差异，即在于原始佛教偏重于出世法，亦即认为「佛

性与佛根系后天苦修才能修得的」，并非人人天生即有佛性、佛根，唯有出家修行

才能得道成佛。而大乘佛教则因成为国教，人人非信仰不可，但又「不可」也「不

能」迫使人人出家，故改采出世、入世法兼容并顾的「人间佛教」，亦即肯定「人

人有佛性、佛根」，在家修行也能成佛得道，以致发生新旧戒律的持戒争论问题，

而导致大乘佛教应依循政治的需要与目的，使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主张新戒

律的上座部或一切有部，自称为大乘佛教或根本说一切有部，而指坚持修持旧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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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众部为小乘佛教，而正式分裂为二部，且大、小乘佛教各部派的经典，也从此

各自依其出世与入世法，进行说法、造经、造像、建寺、立塔，完全脱离原始佛教，

亦即释迦文的佛教信仰与佛经，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各立教派，各说各话。  

中国于第二世纪中末期之后，随着贵霜译经僧与中亚及印度译经僧之来华，在

各时代，尢其南北朝各胡人帝王，都有崇佛或采用佛教政治治国之现象，如北魏的

永宁，隋文帝的各地大兴善寺，武则天的万象神宫或明堂及各州的大云寺，北魏与

北凉的造像石窟，都是沿袭阿育王的贵霜或孔雀王朝或犍陀罗的大乘佛教政治传统

与护法信仰。  

也因大乘佛教成为国教，人人不可不信仰，不听佛法即杀头，才有大乘佛教在

古印度（摩揭陀国，罽宾国，犍陀罗国，或今之阿富汗北部，东巴基斯坦北部，尼

泊尔，或印度北部）随着贵霜或孔雀王朝的兴衰而消长，也才造成佛教压迫毁灭他

教与被他教压迫毁灭的因果报应现象与命运。也使当时的佛教信仰，变成非单纯的

宗教信仰，而是神权时代政教合一的愚民政治理念或信仰。  

佛教史上的第三与第四次佛经结集，即在这阿育王时期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以致初期的大乘佛经，可说都记载贵霜王朝的历史文献，亦即该古国的历史课本或

公民课本。  

佛教史上之第三次佛经结集，亦即贵霜或孔雀王朝的第一次佛经造经结集，其

主持人或上座或高座或初期大乘佛经的创始者，即为阿育王丘就却的国师优波掬多

在华子城或犍陀罗造经，为初期大乘般若系经典，历经九个月，也首创佛教之「二

世佛」信仰，亦即释迦文为现在佛与阿弥陀佛为未来佛，而原始佛教只有一个释迦

文佛，亦即首创阿弥陀佛，而编造出《阿弥陀经》或《无量寿经》。  

初期大乘般若系佛经，如《（大般）般若经》，《道行般若经（般若道行品经）》，

《伅真陀罗（月光王，月支王月光菩萨，Chandradhara）所问如来三昧经》，《法

镜经》，或《业经》，《那先比丘经（弥兰王或月支王问经）》，《摩诃巴夏

（Mahabhasya）》，《薄伽梵歌─印度教》，《胜论经》，《般舟三昧经》，《宝

积经》，《十二部经》，《法华经（妙法莲华经，正法华经）》，《华严经─月光

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四十二章经》，《佛本行经》，《十住断结

经》，《弥曼差经》，《修行经》，《大道地经》，《维摩经》，《金光明经》，

《胜鬘经》等等。  

佛教史上之第四次佛经结集，亦即贵霜或孔雀王朝的第二次佛经造经结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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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或上座或高座或后期大乘佛经的创始者，即为迦尼色迦或迦腻色迦王，亦即

贵霜王朝历史上的第三位迦尼色迦王（Kaniska III）之国师迦旃延子及无着论师、

（佛陀）蜜多罗，由马鸣着文定稿，撰成《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大鞞

婆沙论，Abhidharma Mahavib- hacha Sastra，发智论，八犍度论，八犍度阿毗昙，

八迦兰他，八结，八节》二百卷，凡百万偈，及《佛行赞》、《金刚针论》、《方

便心论》、《五十校计经》、《七处三观经》、《普法义经》、《人本欲生经》、

《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经》、《四百赞》，在罽宾召集阿

罗汉与菩萨各五百位圣众造经与造像，为后期大乘涅盘系经典，历时 12 年，也首

创佛教之三世佛与弥勒佛信仰，亦即释迦文为过去佛，弥勒佛为现在佛，阿弥陀佛

为未来佛，亦即首创弥勒佛，而编造出「弥勒下生经」。  

至于号称「可能」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的经典，如五部阿含经，也因其

中有如佛灭后的人物「阿育王」经或传等，也令人无法不疑其也「非佛说」，而是

「胡说」。  

但如上述证明弥勒佛为佛灭后数百年后，阿育王或孔雀王朝或贵霜王朝时代，

由大乘佛教所新创造之神佛，而大乘佛教所造新佛经全非上述人所诵所著，故显见

几乎所有佛经，大都非「佛说」，而系「胡人说」或「胡图说」。  

而于各佛经中之所谓「序段」所言之「比丘与比丘尼或大菩萨一千二百五十人

俱」之人数，绝非如现有之任何注释或论述，刻意造神或故弄玄虚者所言之玄虚，

而系明白指出大乘佛教于阿育王贵霜王朝时代，经主持人遴选而参与罽宾造经与造

像之大乘佛教徒或僧人之人数而已。  

佛经「序段」中之「一时」、「如是我闻」，也只是单纯表明「有一次」、「据

我由释迦佛或不特定之他人所闻」而已，而绝非如现有之任何注释或论述所称由某

一特定人所闻，如另有其他特定玄虚之意义，根本无知、幼稚、无聊，否则有何真

凭实据，由何经文之何人、佛、神、菩萨所说，只不过是注释者自我幻想，自我凭

空推定，自说自话，自圆其说，瞎子摸象而已，说得像真的一样的「如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