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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中道泛論
第一節 人類的德行：一般道德規範
德行立足於人本的立場，從自他合理的行為，深化內心，擴大到一切有情，無邊世界。
一、 從神到人 (人本觀)：德行立足於人本的立場
1 道德的實踐：中道、正道→ 八正道:
2 神化的道德觀：
1) 神為道德的根源：神認可的行為，即為道德。
2) 各種神化的道德行為 (宗教行為)
a) 祈禱咒術: 如，印度教的咒語為人神的溝通方法。
b) 殺生祭祀: 殺生祭祀以討好神，以求得神的保佑
c) 占卜星相：以看相、算命、占卜、星術、風水來指導我們的行為
3 佛化的改造：
1) 破迷信：因神教而引起的祈禱、祭祀、咒術，種種迷信行為，佛法中一概否認。
2) 改造：不但否 定神教的迷信行為，而且巧妙的改造他。如三火供、禮六方。
二、從少數到多數 (平等觀)：
1 階級平等:
1) 從宗教的政治：
a) 原始社會形態→政教合一：神給予能與神溝通之人有治理大眾的權力
b) 宗教成為種族相互統治的手段：如印度教的四姓制，少數亞利安人對大多數土
著的控制。
2) 佛教主張人生而平等:
a) 社會有職業的分化，但權力、機會、法律人人平等 → 給予所有人有向上向善
的機會。
b) 依佛教平等的精神：破除種族歧視、階級歧視等等
2 男女平等
1) 根本的平等：男與女，約信仰、德行、智慧等，在佛法中毫無差別，同樣的可以
修道解脫，這是依道器的平等觀，與生理差別的男女形相 ，毫無關係。
2) 男女戒律的不平等：
a) 文化習俗 b) 時代環境 c) 生理差別
*世尊制敬戒是為保護女眾僧團能在當時的環境下長存

三、從人類到一切有情(世界觀):
1) 一切眾生：佛法所要救濟的，是一切有情，所以學佛者應擴大心胸，以救護一切
有情為事業
2) 人為本位：然而佛在人間，佛法的修學者與被救護者，到底是以人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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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注重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類為本的精神
3) 兩種極端：
a) 只關心人類而漠視其他眾生：如認為其他眾生沒靈魂，可任意補食。
b) 忽略人類為本的精神:
—如某些人專心于放生── 魚，蛇、龜、鱉，而對于罹難的人類，反而不聞不
問，這即違反了佛法的精神。
— 雖吃素而行為自私不關心他人
問題與討論：1 大乘佛教為什主張吃素，其目的為何？佛教的根本飲食觀？
2 常有人問師父，家有蟑螂、老鼠，怎麼辨？
3 放生在現代社會與環境的意義？
4 佛教重男輕女嗎？佛為何制八敬法？

第二節 正覺的德行：出世間德行
一、 依法修行的現覺
1. 依真理發起德行(依教奉行)：
1) 大多數宗教的道德實踐階依真理為立足，從形而上到形而下，佛教也是。
如: 西方宗教— 神，道教— 道，儒教— 天性等等。
2) 佛教真理：法性空=三法印 → 指導道德的實踐 → 破除自我中心主義
眾生迷於真理→ 自我為中心主義→ 自他的衝突 → 自他的痛苦

動機： 厭離迷情而趨向正覺: 自我的醒察與覺照
方法： 隨順真理的思想行為為: 聞法熏習→ 正知正見(聞) → 道德行為(思)
目的： 實證真理: 修所成慧(定慧相應)和現証
3) 錯誤的道德修行觀
重事輕理(取相分別)：專在事行上分別執取，而不知佛法的真理。
執理廢事(信戒無基)：專談法法平等，不知行為有法與非法─ 順於法與不順於法的差別
2. 依德行去体現真理(理智德行合一)
1) 現法樂：佛法的修學，現前、今生即能有受用，能得到助益→理智德行合一
觀念改變，現前生活即能改善
2) 非來生、非他方世界、非他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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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覺的生活
1 生活上的兩種極端:
縱樂 貪 強烈的生活目標 強烈自我主張
苦行
瞋 生活茫然無目的 完全沒意見
2. 生活的指導：以智導行，以智化情的生活 (非苦樂折中)
* 八正道
正見：依佛法培養正確知見
慧：思想的改造 (觀念上的轉化)
正思惟：內心發起行為的欲求
化)
正語：語言上的
正業：行為上的
戒：道德實踐(行為上的轉化)
正命：職業上的
正精進：日常生活上的
正念：對佛法的不斷熏習
定：思想行為的深化與究竟 (內心的轉化)
正定：禪修 (定慧等持)

問題：
1. 生活上如何自我醒察，調整極端的思考與行為？
2. 我對佛法的修學與受用傾向是：自力、他力，現法樂、來生樂，此地、他方世界？

第十四章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
總說：中道的德行，出發於善心而表現為合理的、有益自他的行為。 又以合理的善行，
淨化內心，使內心趨向於完善── 無漏。所以論到德行，應從內心與事行兩方面
去分別。
善心

淨化

表現
行為

第一節 德行的心理要素(心理學分析)
一、 道德的意向:
1 根源: 無貪、無瞋、無癡 (心所法) → 人類向善的潛在能力
黑暗面 人類特勝 光明面 大乘三要
癡
知
無 癡 無所得心
貪
情
無貪
大悲心
瞋
意
無瞋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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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德意向(激發道德行為的心理要素):
「慚愧」的提升與擴充(心所法)
慚: 向善 → 崇重賢善
愧: 拒惡 → 輕拒暴惡
助緣
自增上: 依自已去修
法增上: 依佛法為指導
世增上: 依世間的幫助
3 依靠:
1) 自增上：依人格的自覺，自已的修持
2) 法增上：依於真理法則 (佛法)
根本道德有相對的普遍性，非完全主觀: 兩大原則：
a) 能自利利他，自他生存和協
b) 能增長善心、善性
3) 世間增上：
a) 依於不同社會風俗文化的相對道德觀→ 適應不同環境
b) 社會文化道德觀念有制惡揚善的力量，如善友、同參、社會公意…
二、 道德的努力：精進不放逸與中道之行
精進不放逸
中道之行: 正確的知見引導，不可過急
三、 道德的純潔：對三寶的信心
「信」以心淨為性：無有「雜染」→ 疑&主觀偏見→ 由知法入法來對治
信順：不預存成見聽聞佛法
信忍：深刻的理解而得明確的正見→ 正信
信求：由正見而發起實踐的欲求→ 在生活中直覺的行為
証信：体悟真理→ 初果

第二節 實行原則(行為)
佛法的道德是向內淨化向外表現，進一步向內深化向外擴大
一 、從平常到深刻與廣大：自利化他
1 一般道德規模：自他合樂的生存
1) 為何要「道德」: 自他合樂的生存，自他合協的存在關系
2) 人類的私欲常是破壞此關系的因素，更而損害其他眾生和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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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行的深化: 心淨
1) 向內淨化: 自他生存的和樂清淨，不能單著眼於外表的事行。人類的德行，應內向的
深刻到內心的 淨化，使道德的心能增進擴展而完成。
內心的無私(清淨) → 解除自我的繫著痛苦
→ 保特自他生存的和樂清淨的力量
2) 定慧的熏修
3 德行的廣大(國土淨)：
1) 心淨→眾生淨→國土淨
國土(生活環境一切)由眾生完成
眾生(以人類為主)由清淨心完成→ 自淨於內而向外淨他
→ 眾生清淨則國土清淨
2) 淨土觀：
經教上淨土的本意：今生建設人間淨土，來生可選擇求生他方淨土
人間淨土：
目的：建設自他合樂的人間淨
自力觀：自依止、法依止
方法: 向內淨化向外表現，進一步向內深化向外擴大。心淨→眾生淨→國土淨
他方淨土：
目的：我去淨土有何利益。強調淨殊勝，對個人的利益。
他力觀：強調他力的幫助，靠佛的願力。
方法：以信心為主，「行為」為輔
二、 德行深化的真義：生死解脫→ 菩薩大行
1 生死解脫：深化的德行，從無常苦迫的世間觀，修戒定慧，傾向於無生解脫
1) 苦：無常苦迫的世間觀
2) 集：迷情為本、自我中心的生活
3) 滅：德行的完成， 正覺的生活
4) 道：道行的實踐過程: 解脫生死的德行，即徹底解脫這迷情為本、自我中心的生活，
使成為正覺的生活。
2 菩薩大行
這深化的德行，從一般的人生德行而進修到深入無生，又從無生出世的立場，而廣行
自他共利的大行。
問題：1 有人說賭博不偷、不強、不騙，如何解說明賭博為不道德的行為？
2 如何了解求生他方淨土才能合於佛法的本意？
3 如何調合「人間淨土觀」和「他方淨土觀」？
3 人生無常苦迫和道德行為有何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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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佛法的信徒
第一節 信徒必備的條件
一、歸依三寶
1 三寶：佛、法、僧
三種三寶
三種三寶
化相三寶
住持三寶
理体三寶

佛
釋迦牟尼佛
佛相
法的完全体現者

法
緣起、四諦
經書
法的理体本身

僧
跟佛出家的弟子
出家僧團
法的部份体現者

時代
佛的時代
佛滅後
有佛無佛

2 歸依 (gacchami): go, go toward 以三寶為最終去處。
3 宗教儀式的意義：
1) 心理學：心境的轉化— 過渡
2) 社會學：宗教團体的進入— 團体的熏修力量
3) 宗教學：唯識— 善根種子的植入或熏發
4 依俗契真實
依形式而歸向究竟 (依住持三寶歸向理体三寶)
1) 依有形的住持三寶為助緣
佛像: 對聖人的崇尚，希聖希賢
經典：記載傳遞教法
僧團：指導修行
2) 啟發自性三寶
自性佛：自己有佛性，人人能成佛，佛為自心理想的体現
自性法：法是遍一切而徹內徹外的緣起性，本無內外差別而無所不在的 。歸依法，
即是傾向於自己當下的本來如此。
自性僧：能依法修行當下即與僧同在。
3) 歸向理体三寶:
二、受持五戒
1 受之於心，表之於行，三歸依的當下就要受持五戒
2 戒：善性，為一切德行的總稱
3 五戒通一般世間倫理道德，能保持人類的和樂生存
1) 不殺生：尊重生命根本的生存權力
2) 不偷盜：尊重個人生存資源的雍有權
3) 不邪淫：尊重家庭合協關系
4) 不妄語：不壞他自的信任和合協共存，包括：誑言、綺語、兩舌、惡口。
5) 不飲酒：一切會干擾思考、擾亂心性，障礙智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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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者，雖還是家庭本位的，重于外表的行為，沒有淨化到自心，而實為人生和樂淨的
根本 德行。出世的德行，只是依此而進為深刻的，並非與此原則不同。
第二節 不同類型的佛教徒：
一、在家與出家
1 生活方式不同
初以生活方式而分，後以受戒而分
2 責任不同
出家僧團有住持正法的責任
在家有護持僧團的責任
二、人間與阿蘭若比丘
1 人間比丘依僧團住，遊化人間，弘法利生
2 阿蘭若比丘苦行獨居，不願說法，專重自利
* 釋尊教化的聲聞弟子，已受到時機的限制，不能大暢本懷；而頭陀苦行的阿蘭若比丘，
辟支根性，更與釋尊的人間佛教精神上大大的不同。
三 、菩薩
1. Bodhisattva 菩薩：追求正覺的有情
2. 聲聞是釋尊教化的當機，但有極少數更能契合釋尊正覺真精神的，稱為菩薩。
3. 側重於利益有情的事業，不惜犧牲自己，充 滿了慈悲智慧的精進。
4. 這類重於為他的根性，在佛法的流行中，逐漸開拓出大乘，顯 示釋尊正覺的真義。

第十六章 在家的德行
第一節 一般的世間德行(一般人)
一、人天行: 三福業
1 佈施: 最簡單直接的利他行。原則: 捨堅貪和利他。一般缺失：一般常含有不清淨的用
心。即使是善心淨心的布施，究 竟是身外物的犧牲，不及持戒的功德。
2 持戒: 持戒是節制自己的煩惱，使自己的行為能 合於人間和樂善生的目標。一般缺失：
持戒還偏重身語的行為，重外來的克制，還未能深入內心而淨化。
3 升天法 (修定):修慈悲喜捨等定，降伏自心的煩惱，擴充對於一切有情的同情，這種道
德心的淨化、長養，更 是難得的。即使還不能正覺解脫，也能成為解脫的方便。
*不過，禪定是傾向於獨善的，偏重於內心的，如修慈悲、欣厭等禪定而取著，即會生
於天國。從正覺 的佛法說，還不如持戒而生於人間的穩當。
二、正常的經濟生活：
1 方便具足: 謀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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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守護具足: 守護財產
3 善友具足: 結交善友。惡友為散財的主因之一。
4 正命具足: 正當的職業和正確的理財
三、合理的社會生活：
1 和善合理的社會關系:父母、師長、夫妻、子女、親友、上司和下屬
2 以四攝法來統攝: 布施、愛語、同事、利他。
四、 德化的政治生活：
原則：不以私利但以眾生為念
從政十德: 1. 廉恕寬容(心量廣大)，2 接受群臣的諍諫(接收不同意見)，3 好惠施而與民同
樂(體恤部下)，4 如法取財(不貪污)，5 不貪他人的妻女(不搞曖昧婚外情)，6
不飲酒(過度應酬)，7 不戲笑歌舞(不良場所)， 8 依法而沒有偏私(重法制)，9
不與群臣爭(順民意)，10 身體健康
第二節 特勝的信眾行 (佛教徒)
一、五法具足：
1 信具足: 對三寶的信心(正見、正思惟)
2 戒具足: 五戒、八關齋戒(正語、正業、正命)
3 施具足: 布施
4 聞具足: 施與戒，重於培植福德。要得佛法的正知見 ，進求正覺的解脫，非聞法不可。
5 慧具足: 慧具足：即「法隨法行」而體悟真諦── 這等於八正道的從精進到正定
二、六念
1 初學的修持方法: 念三寶功，念布施、持戒功德，念生天果報。
2 入門方便：他力的寄託安慰，對於怯弱有情(初學者)，確有相對作用的。但這是一般神
教所共 有的，如以此為能得解脫，能成正覺，怕不是釋尊的本意吧。
三、在家信眾模範
1 須達多(給孤獨長者) 是一位大富長者，以好善樂施著稱。
2 難提波羅，是一位貧苦的工人，持戒自律的德化生活。
3 摩訶男，是佛的同族弟兄，為釋迦族的統制者。以犧牲自我生命解救族人著稱。
問題：
1. 歸依三寶一定要經過外在的儀式嗎？為什麼三歸當下就要受五戒？酒戒不受行嗎？
2. 佛教中，所謂的「信心」如何說明？信心應如何培養？
3.為求生他方淨土而念佛，是為培養初學的信心，你同意嗎？
4. 如何以四攝法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
5. 有人說，不需去聽經聞法，誦經久了就能開智慧了，這合乎教理所說的嗎？
6. 你現在對於成為一個好的佛教信眾和以前有什麼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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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出家眾的德行
第一節 出家眾與僧團生活
一、 出家與入僧:
1 僧 (和合眾):四個以上出家人稱僧，一般指出家僧團。
2 出家：受出家戒成為僧團的一份子。出家戒：沙彌(尼 ni)戒、比丘(尼)戒。
3 出家目的：
1) 對外：住持正法。要多聞深入，教導在家弟子。
2) 對內：在家鎖事多，出家捨所執，修道成就易。
4 出家意義：
1) 出家否定固有社會價值(私有)，放棄財產私有，眷屬繫著，投身新世界。
2) 自我私有的否定，營為捨離我執的生活，並不受民族、國家所拘蔽。
二、僧團生活一斑：
1) 要受戒，依戒律過集團生活(僧團生活)，五年修學。之後才能遊學。
2) 六根不俱者，不得出家。年 20 以上才能再大戒。
2) 僧倫依受戒前後(非年紀大小，也非學佛多久)。
3) 六十以上不能受大戒(比丘)。
4) 以六和敬為指導原則。身和住，口無諍、意和悅、見同解、戒同尊、利同均。
5) 一切僧物，僧團有管理和使用權，無雍有權，更非私人，遇事由民主議事投票表決。
6) 犯四重罪者(殺、盜、淫、妄)，必還俗，不可再受戒出家。
7) 還俗要公開捨戒。可再受戒出家，男七次、女一次。再受戒者僧倫從新開始。
第二節 解脫正行:
出家必知必行: 八正道—→ 一切法門的共通之道
一、八正道：以正見為導，正精進、正念為助，得正定解脫。
1 正見：正確的觀念→由正確的知識長期熏修，和日常生的運用觀察而來。
2 正志：行動的意向→ 深忍樂欲
3 正語：由正見引導合於道德規的語言
4 正業：由正見引導合於道德規的行為
5 正命：由正見引導合於道德規的職業。在家:合五戒，出家:靠信眾供奉，少欲知足。
6 正精進：由正見引導合於道德規的努力
7 正念：1) 常用心於佛法中 2) 修定的前方便
8 正定：定慧相應
二、 必然性與完整性：。
1 必然性：1) 世間八正道: 引導向上向上的必然性
2) 出世間八正道: 向解脫的必然正軌。
3) 其不同點在正見的內容
2 完整性：相互關連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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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定、慧三學和 聞、思、修慧的過程
聞所成慧
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

正見
正志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戒
定
慧

三、 道的抉擇: 八正道唯一解脫之道
1 八正道統攝一切道品(37 道品)
2 對修行的誤解：
1) 正見(慧)為導，配合道德的行為(戒)，才能引發正定。不恰當的修定，急求神通、
快速受用。
2) 非有定即能發慧，必有聞、思慧為基楚，才能定慧相應引發「正定」。

第十八章 戒定慧考察
第一節 戒
一、戒 (sila)：
1 戒法：以教法為戒、作為行為的指導。
2 戒体：善性，以願而行，久而久之即能習以成性。
3 戒行：身、口、意的防非止惡。自發對境發戒。
4 戒相：1) 持戒者所散發的清淨相和親和力 2) 各相戒法
二 懺悔與持戒:
1 有罪當懺悔：懺： 表白，悔：認錯。斷煩惱的相續。
2 懺悔得清淨：持戒為向善的學習，犯錯為現實的過程。有錯則改。使內心回復清淨。
三 持戒與慈悲：
以「自通之法」為根本，更而進一步關懷、保護一切有情。

第二節 定
一 離欲與定：
1 依戒修定：在三業清淨的基礎上進修定學。
2 離欲：定為色界善法，必離欲界欲為先。欲界五欲：外來的引誘(性欲最重)。以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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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為重，而非排拆外來的一切而成苦行。
3 目的：修定而不重定，依定修發無漏慧。
二 定與神通：
1 神通有生得和修得
2 定可引發神通，為共外道
3 神通的負面作用比正面效果強大得多，佛教禁止以神通渡化。
第三節 慧 ：聞、思、修、証
*修學入門與次第：四預流支：「親近善知識，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
*判斷準則：四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
一、親近善知識，目的在聽聞佛法
1 善知識：知識與品德的合一
2 依法不依人：「法」，佛語具三相：有經証、合三法印、合戒行。
二、從師多聞正法，要從語言文字中，體會語文的實義。
三、義理有隨真理法相說，有曲就有情根性說，這即是了義與不了義，勝義說與世俗說。
1 契理：佛法的根本義
2 契機：眾生的根性
四、法次法向
依聞、思、修的次地而行
總結：學佛必以聽經聞法為先，要多聽、多思考、多觀察，以道德的由淺而深為實踐。在
思考和經驗的總和後，最後還是要自已作判斷和決擇。

問題：
1 持戒對智慧的培養有何關系？
2 為何光修定無發自然引發智慧？
3 有人說，不必去了解內容，光誦經，久了自然能開發智慧，對嗎？
4 現在常有人到寺院去拜懺，這和懺悔的本意如何相通？
5 思考神通渡化的利敝？
6 人類是否有崇尚神秘能力(神通)的自然傾向？
7 有人說聽經聞法只是一種知識，跟修証無關，對嗎？
8 去聽經聞修法和去寺願禮拜共修等等，差別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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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菩薩眾的德行
第一節 菩薩行通說
一、空(智慧)與慈悲
1 空：智慧的培養
1) 緣起→ 無自性=空
聲聞下手處

緣起相

無常:生滅變化
無我:相互依待
涅槃:由証所顯

菩薩下手處

法性空→ 無自性

無有常性→時間相：事相必變的理則
無有我性→空間相：現象能相互依存
無生性 →本体相：一切法本不生

2) 觀空不証：
菩薩的觀慧直從緣起的法性空下手，見一切為緣起的中道 ，無自性空，不生不滅、本來
寂靜。這樣，才能于生死中忍苦而不急急的自了， 從入世度生中向于佛道。
2 慈悲：四無量心(慈悲喜捨)
1) 空相應無量心：
有情依緣起 → 有情無自性 → 契入空性 — 無緣慈
無緣大慈：出世空相應的慈悲觀 vs 同体大悲：世俗同理心的慈悲觀。
2) 依苦成觀：
無量三昧，即是 依苦成觀。觀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拔苦與樂的同情，即「無量心解
脫」
。
3) 無瞋為本：
a) 知、情、意的均衡發展、提升與完成。
b) 菩薩道以對治瞋心為出發
二、從聲聞到菩薩
1 出家真義：從私欲佔有的家庭，或民族的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這一出家是超家族、
超國界的大同主義。
2 出家的社會意義在厭世苦行的印度思潮中， 當時還不能為一般所了解，只能行于出家
的僧團中。
3 菩薩入世利生的展開，即是完成這出家的真義，做到在家與出家的統一。
聲聞：自他和樂 → 內心淨化
菩薩：內心淨化 →自他和樂 → 建設淨土
4 出家與在家菩薩
1) 理想與現實：理想淨土中，本不一定要出家。現實環境中：出家是必然的需求。
2) 菩薩道的實踐：同事中去利他。
a)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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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佛法為淨化人類的崇高教化，專心為法，過那獨身生活、教化生活，不是負社
會的債，是能報施主恩。
現在：以僧團住持正法，並引導信眾從事各種社會福利事業。如：教育、文化、慈善
等等。
b) 在家：在佛法的指導下，應參與社會一切正常生活，廣作利益有情的事業。依自己
所作的事業，引發一般人來學菩薩行。為他利他的一切，是善的德行，也必然增進
自己，利益自己的。利他自利，在菩薩行中得到統一。
第二節 從利他中去成佛
一、三心：菩提心、大悲心、無所得心
1 菩提心：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是菩薩行的志向。一切智智即佛的無上覺。心與佛的大
覺 相應。
2 大悲心：大悲為 上首，菩薩行的方便、志趣，都以大悲為上首的。大悲是菩薩行的動
機，是世間 增上的情感。為了救濟一切，非以無所得為方便，一切智智為目標不可。
3 無所得心：無所得為方便，是菩薩行的善巧──技巧。菩薩的空慧，雖是法增上的理智，
但從一切緣起有中悟解得來，而且是悲願所助成的，所以能無所為而為，成為自利利
他的大方便。
二、三心行六度
依三心為指導廣行六度
1 施波羅蜜：三輪体空施。
2 戒波羅蜜：大悲持戒
3 忍波羅蜜：為護眾生
4 精進波羅蜜：長期不斷的修學
5 禪波羅蜜：從次第禪觀到菩薩禪(一切皆在定中)。
6 般若波羅蜜：與空(勝義慧)相應，並學世俗智(五明)
三、六度圓滿三心
過程：
1 發心：立菩提願、動大悲心、得性空見
以聞法正見和對眾生的悲憫來立大菩提心。
2 實踐：三心引導六度的實踐。以前四度為主，略修禪、慧。
3 實証：以充足的悲願修發定慧，實正般若。
4 廣行：以六度來「嚴土熟生」。
5 成佛

菩提道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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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佛陀的正覺
第一節 聲聞的解脫
從生死到涅槃
一、次第証果
1 須陀洹(srotāpanna/入流、預流)：斷身見、戒取和疑等三結。
2 斯陀含(sakṛdāgāmin/一來)：進薄欲界修惑
3 阿那含(anāgāmin/不還)：進斷上二界修惑
4 阿羅漢(arhan/應供/殺賊/ 無生)：斷一切惑
二、生死解脫
1 自覺自証：
知見上：見法，緣起而性空無我。
情意上：離欲，不到有男女感情和物質上的欲望。
2 身苦心不苦
生理之苦：有定力者可減輕，無根本定力者(全分慧解脫)仍受生苦
心裏之苦：完全不受
三、涅槃(nirvāṇa)
1 滅、熄、止
2 意義：貪、瞋、癡永盡而不再來三界、六道受生。
3 有餘依、無餘依涅槃
第二節 佛陀的正覺
1) 無師自悟
2)
三根發展
無癡
無瞋
圓滿

佛
無貪、無瞋、無癡圓滿開展與完成。
畢盡空與聲聞無差別(解脫生死)
積極利他的慈悲
慈智雙運真俗無礙 (無習氣)

聲聞弟子
偏於無貪、無癡
畢盡空
消極不害他的慈悲
重智偏真 (有餘習)

第三節 佛陀觀：佛的相對性與絕對性
佛色身
佛壽命
佛能力
佛存在
利他行
特性
觀待性
成佛

(a)人間佛陀
(人)、生、老、病、死
有限
根本智與廣大俗智
為緣起時空所限
佛如醫王、法如藥
人性化
相對性有限
依人成佛

(b)理想佛陀
圓滿、自在
無限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
佛的無限神通力
神格化
絕對性無限
天上成佛

自我決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