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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 缘起

物质文明虽然不断发展，但人类面对的困厄及苦恼并未因而减少。随着

对物质文明的追求愈多，人类心灵的空虚与迷惘反而相应增加，这说明了近

年探求佛法，希望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人类存在价值以至生命趣向的有志之

士日益增加的原因。

大乘佛学在印度以空有两大系统为主，传播到中国后曾经出现八宗并峙

的昌盛局面，但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

能用在追寻人生哲理甚至宗教实践的时间相应减少，更不可能寻章摘句地研

究佛学中各宗派的异同以至何者适合自己。故近代大德如欧阳竟无大师、太

虚大师、韩清净老居士、罗时宪宗师均提出慈氏宗、慈氏学以作为统摄全体

大乘佛学的简捷可行的研究方法。

所谓“慈氏”，乃梵语“弥勒”Maitreya 之意译。慈氏（弥勒）是未来

佛，即娑婆世界的未来教主；当代佛学宗师罗时宪先生、印顺长老及宇井伯

寿教授等海内外多位专家，则考证得除佛教经典中的未来佛外，古印度史上

确有以弥勒为名的论师/瑜伽师，甚至不止一人。这些欣慕弥勒，以之为名

的论师/瑜伽师活跃于公元四、五世纪间，以唯识思想贯通佛家各种修道次

第，授徒无著论师，无著论师修习瑜伽止观有成，感通兜率内院慈氏 (弥勒)

世尊，传出《瑜伽师地》等五部大论，无著再传其弟世亲论师。其学说风行

印度，时人称之为“瑜伽行派”，即今之“慈氏学”。我国文化交流先锋玄

奘大师，历尽艰辛前往印度，主要修学者即为慈氏学。大师回国后，即译述

相关经论，将慈氏学发扬光大。

早期译传中国、作者以慈氏（弥勒）为名的论典如《瑜伽师地论》等，

以阐扬大乘有宗义理为主； 后期译传西藏、作者以慈氏（弥勒）为名的论

典如《现观庄严论》等，则以阐扬大乘空宗义理为主，故慈氏之学实不能单

纯称为“唯识学”，而是融合大乘空有两大系统，兼苞理论与实践的显学，

博大精深，切实可行，影响印度、汉地、藏地以至日、韩等地的佛家各种主

要思想、信仰以至修行方法，至深至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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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慈氏学者亦与日俱增，成为学界风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故

今日提倡探究慈氏学，实为对大乘佛法单刀直入、掌握骊珠的快捷方式。慈

氏学会 (香港) 正是由一群信仰大乘佛法、欣慕慈氏学风的有志之士于 2003

年发起，希望带动有共同兴趣、志向的人士一起学习、弘扬“慈氏学”的非

牟利、学术性团体。继而于 2009 年创立慈氏文教基金，宣讲慈宗学说，培养

人材。

本会王联章导师个人率先把每年相当部分收入拨捐基金，主要成绩和方

向包括：捐建海内外高等院校、学术机构、寺院、佛学院的 33 家慈氏图书馆，

设立奖学金赞助博士、博士后研究，出版慈宗要籍/学术丛书；同时在内地超

过十所高等院校以客座教授身份义务授课，并于海内外举办多次免费的慈氏

学青年师资培训班/进修班等佛学课程，接引广大青年探求佛法与人生智慧。

2013 年 8月为庆祝慈氏学会(香港)成立十周年，缅怀中印古今思想巨人的伟

大贡献，发挥慈宗学说在净化人心、和谐社会、提升精神质量、促进伦理道徳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于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2016 年 3月，

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开展一系列慈宗讲经交流、书画展览和文艺演出活

动，鼓励青年人学习优秀佛教文化，提升精神质量。2018 年 3月，为庆祝慈氏学

会(香港)成立十五周年暨罗时宪宗师上生二十五周年，慈氏学会(香港)/慈氏文

教基金将于香港北角青年协会大厦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

学术论坛，广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斯里兰卡、不丹、泰国、

马来西亚、日本、欧美等国际著名专家教授、佛教团体青年领袖精英齐集一堂，

交流一带一路文化，弘扬玄奘精神与风骨，传播中华文化之精粹，共同探讨弘扬

慈氏之学。同时，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即将于 2019 年 5 月在香港举办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香港)普通话/广东话(双语)进修营暨慈氏文教基金成立

十周年纪念《慈文共赏》中英文征文比赛颁奖典礼。欢迎各界友好学人随喜参听，

共结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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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王联章导师简介

王联章导师，清华大学伟伦特聘访问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

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扬州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中国佛学院/杭州佛

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等客座教授；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慈氏学会（香港）导

师。

成立慈氏学会 (香港) 15 年来，王联章导师已在海内外捐书设立“慈氏图书

馆” 33间，出版“慈氏学丛书”及慈宗修学要籍等共 16种；担任第一届 (2018)

慈宗国际学术论坛、第一届 (2016) 慈宗青年文化节、第一届 (2018) 慈宗青年

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筹委会主席，主持 72鉅册的《唯识文献全编》、

《太虚大师遗墨》、2014/2015 年《慈氏学研究》双年刊 (简体字版)、2016/2017

年《慈氏学研究》双年刊、《瑜伽论研究译文集》等编辑工作。

2018 年 4月将正式启动《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的出版项目，旨在整理出历

史上较完善的汉文佛典，并将收录有汉译以来的重要佛学著述，并提供现代语译、

注释，培养慈宗传道人才，接引有识之士，匡扶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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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Andrew Luen-cheung Wong, being Visiting Professors of Tsinghua Universit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Sichuan University/Shandong Universit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Shenzhen University/Yangzhou University/Xizang Minzu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Zhejiang University/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ingbo University/The Chinese Buddhist Academy/Hangzhou Buddhist Academy/

Sichuan Buddhist Academy for Nuns, Chairman,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Founder, Principal and Men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His achievement includes: setting up 33 Maitreya libraries on Mainland China and overseas;

published 16 books including daily practice manuals of Maitreya Studies; acted as Chairmen,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Fir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2013, First

Maitreya Youth Cultural Festival 2016, First Youth Forum & Seco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Maitreya Studies 2018, Chief Editor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Vijñaptimātra Literature of

72 volumes,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by Master Taixu , Biennial Journal of Maitreya Studies

2014/2015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Biennial Journal of Maitreya Studies 2016/2017,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Yogacarabhumisatra.Commencing April, 2018, he will

initiate Modern Textbook for Chinese Tripitaka project, an open online public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of the best editions, with modern Chinese illustration and 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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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慈氏学会（香港）王联章导师 2016—2017 年各地讲学一览表

Lectures and Speeches Given by Professor Andrew Luen-cheung Wong M.H., Chairman,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td., Principal & Mentor, the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in China and Overseas.

序

号

日期 讲学地点及活动 讲题/讲学内容

01 2016/01/15 杭州两岸文化交流中心 唐大慈恩寺窥基大师《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幽赞》要

义

02 2016/01/16 深圳万融大厦 《佛学讲话》第三讲《无我论》指要、《唯识三十

颂》第三讲

03 2016/01/20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三讲

04 2016/02/27 深圳万融大厦 《唯识三十颂》第四讲

05 2016/02/29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四讲

06 2016/03/30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玄奘大师对中国以至东亚佛教的贡献——将《唯识

三十颂》十大论师注释揉译成《成唯识论》

07 2016/04/16 四川尼众佛学院 从深层意识探讨业因感果生死流转的关键原因及

过程——依《唯识三十颂》诠释“异熟能变”、“思

量能变”、“了境能变”

08 2016/04/18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

研究所

从深层意识探讨业因感果生死流转的关键原因及

过程——依《唯识三十颂》诠释“异熟能变”、“思

量能变”、“了境能变”

09 2016/05/09 杭州两岸文化交流中心 从深层意识探讨业因感果生死流转的关键原因及

过程——依《唯识三十颂》诠释“异熟能变”、“思

量能变”、“了境能变”

10 2016/05/11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五讲

11 2016/06/14 杭州两岸文化交流中心 《唯识三十颂》“异熟能变”、“思量能变”、“了

境能变”相关偈颂句解之二

12 2016/06/23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六讲

13 2016/07/06 南京师范大学 弥勒信仰的源流与现代意义

14 2016/07/10 杭州两岸文化交流中心 《唯识三十颂》“异熟能变”、“思量能变”、“了

境能变”相关偈颂句解之三

15 2016/07/14-19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合办 第一届（2016）慈氏学青年师资西安培训营

16 2016/07/31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七讲

17 2016/08/27 深圳万融大厦 《佛学讲话》第八讲、《唯识三十颂》第八讲

18 2016/08/31 杭州两岸文化交流中心 《唯识三十颂》“异熟能变”、“思量能变”、“了

境能变”相关偈颂句解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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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6/09/03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专修班第一讲

20 2016/09/04 福州大学城 “色空不异”的宇宙观探讨——以《般若心经》为

中心

21 2016/09/10 厦门大学图书馆 《般若心经》与智慧人生

22 2016/09/11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八讲

23 2016/09/16 深圳万融大厦 深圳培训班“慈宗唯识学”讲座

24 2016/09/24 杭州两岸文化交流中心 《唯识三十颂》“异熟能变”、“思量能变”、“了

境能变”相关偈颂句解之五

25 2016/09/25 绍兴第二届会稽山论坛 中印弥勒信仰与当代慈氏学研究提纲

26 2016/10/22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自他利品第三》第二

讲

27 2016/10/23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九讲

28 2016/10/29-30 北京海淀区 《瑜伽师地(伦)记·菩萨地》共修会

29 2016/11/03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依慈氏学解读王阳明思想精华——四句教

30 2016/11/04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人文学

院

当代慈氏学研究为沟通中印汉藏南北传佛教所必

须

31 2016/11/05 杭州西溪 《唯识三十颂》“异熟能变”、“思量能变”、“了

境能变”相关偈颂句解之六

32 2016/11/22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讲

33 2016/11/26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自他利品》第三讲

34 2016/11/27 杭州西湖琴社 《唯识三十颂》“异熟能变”、“思量能变”、“了

境能变”相关偈颂句解之七

35 2016/11/28 宁波新芝路 从中印古代弥勒信仰谈到当代慈氏学研究

36 2016/12/07 印度那烂陀大学 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

37 2016/12/09 北京海淀区 《瑜伽师地(伦)记·菩萨地》共修会

38 2016/12/13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一讲

39 2016/12/17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智慧人生的幸福家庭观

40 2016/12/18 厦门大学图书馆 从唐三藏玄奘大师西行求法谈到“万法唯识”

41 2017/01/07 日本神户中央区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日本神户初阶培训班：《佛

学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42 2017/02/05 北京海淀区 《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唐代遁伦法师集

注

43 2017/02/10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客户沙

龙活动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

44 2017/02/11 成都大慈寺 慈氏学青年师资(2017)成都初阶培训班：《佛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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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般若心经》要义

45 2017/02/21 中信银行西安分行客户沙

龙活动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

46 2017/02/22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从《唯识

三十颂》到《八识规矩颂》

47 2017/03/18 厦门大学图书馆 《唯识与净土》演讲大纲

48 2017/03/19 厦门市沧海区石室禅院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厦门初阶培训班：《佛学

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49 2017/03/20 厦门市鹭江道港湾大酒店 中信厦门分行“智慧人生的财富观”客户沙龙活

动

50 2017/03/23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二讲

51 2017/03/26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杭州初阶培训班：《佛学

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52 2017/03/28 余姚市南滨江路 以“慈宗五学”迈向智慧人生——兼论“慈宗五学”

与“阳明学”的关系

53 2017/04/04 多伦多安河佛敎法相学会 依慈宗“三性说”与“四重二谛”阐扬《般若心

经》奥义

54 2017/04/09 不丹 “禅那”Dhyana 和“瑜伽”yoga 的定义

55 2017/04/14 海南三亚宜信财富专享年

会

作为银行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

56 2017/04/15-17 香港铜锣湾富豪酒店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香港 (广东话) 培

训营

57 2017/04/23 首届庐山论坛 中国都市佛教发展的可行模式——以慈氏文教基

金的经验为例

58 2017/04/28 杭州西湖香格里拉 《唯识三十颂诠句》讲解

59 2017/04/29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杭州中阶培训班：《唯识

三十颂》

60 2017/05/07 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大阪初阶普通话培训班：

《佛学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61 2017/05/11 浙江大学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佛教的世界化——庆祝浙江

大学建校 120 周年暨中国佛教高峰论坛发言

62 2017/05/13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杭州普通话高阶培训班

63 2017/05/20 新加坡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新加坡初阶普通话培训

班：《佛学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64 2017/05/24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三讲

65 2017/06/09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寺小礼

堂

佛教造像艺术与止观禅修

66 2017/06/10 南京市玄武湖公园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南京初阶培训班：《佛学

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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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7/06/12 首届上海木鱼论坛 从“四分说”到“三类境说”看慈宗唯识学从“心

智认知”到“心智修证”

68 2017/06/17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首届中

加美三国佛教论坛

慈宗 (瑜伽行派) 菩萨道思想与实践对世界和平

的意义

69 2017/06/24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新学院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多伦多初阶培训班：《佛

学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70 2017/06/25 加拿大多伦多 从深层意识探讨业因感果生死流转的关键原因及

过程

71 2017/07/01 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大街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北京初阶培训班：《佛学

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72 2017/07/12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四讲

73 2017/07/15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 (伦) 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

话专修班第一讲

74 2017/07/16 成都武侯区科华路酒店 慈氏学师资 (2017) 成都中阶培训班：《唯识三十

颂》导读

75 2017/07/19 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客户沙

龙活动

智慧人生的财富观

76 2017/07/29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 (伦) 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

话专修班第二讲

77 2017/08/03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五讲

78 2017/08/10 澳门功德林 从新十善法到瑜伽菩萨戒

79 2017/08/26 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

究中心“人间佛教的经济与

管理文化”论坛

现代佛教团体经济来源的开拓与管理制度的建立

80 2017/09/01 杭州西湖香格里拉酒店 《唯识三十颂诠句》杭州专修班第一讲

81 2017/09/02 南京市芝云山房 慈氏学师资 (2017) 南京中阶培训班：《唯识三十

颂》导读

82 2017/09/09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 (伦) 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

话专修班第三讲

83 2017/09/10 深圳市南山区 慈氏学师资 (2017) 深圳初阶培训班：《佛学讲话》

/《般若心经》要义

84 2017/09/17 厦门华严寺 慈氏学师资 (2017) 厦门中阶培训班：《唯识三十

颂》导读

85 2017/09/23 北京正心正举应用科学研

究院

慈氏学师资 (2017) 北京中阶培训班：《唯识三十

颂》导读

86 2017/09/26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六讲

87 2017/10/01 大阪历史博物馆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大阪中阶普通话培训班：

《唯识三十颂》导读

88 2017/10/14 厦门华严寺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厦门高阶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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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017/10/15 深圳市南山区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深圳中阶培训班：《唯识

三十颂》导读

90 2017/10/21 成都武侯区科华路酒店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成都高阶培训班

91 2017/10/22 北京正心正举应用科学研

究院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北京高阶培训班

92 2017/10/28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

专修班第四讲

93 2017/10/30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七讲

94 2017/11/04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安中

楼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南京高阶培训班

95 2017/11/08 杭州西湖香格里拉酒店 《唯识三十颂诠句》杭州普通话专修班第二讲

96 2017/11/09 杭州西湖香格里拉酒店 《唯识三十颂诠句》杭州普通话专修班第三讲

97 2017/11/11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

专修班第五讲

98 2017/11/12 深圳福田区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深圳高阶培训班

99 2017/11/18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

专修班第六讲

100 2017/11/23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 《唯识三十颂》第十八讲

101 2017/11/25 慈氏学会（香港） 《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

专修班第七讲

102 2017/12/09 大阪历史博物馆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大阪普通话高阶培

训班

103 2017/12/17 多伦多大学新学院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多伦多双语(普通话/广东

话)中阶培训班：《唯识三十颂》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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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慈宗导师讲学交流报导

2017 年 1 月 7日
千年圣教恵侨胞 神户开班意义深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training course on
Maitreya studies in Kobe, Japan by elaborating the eight key points of Buddhism Lecture and the
Heart Sutra on January 7, 2017.

2017 年 1月 7日周六导师在日本神户举办了自 1357 年前道昭法师入唐师事玄奘三藏求法

归国于公元 660 年成立日本法相宗以来第一次以普通话授课的慈氏学初阶培训班。而日本当

地张柠班长建议选择在神户举行亦是饶有意义的事！

对慈宗学说推崇备至，誉之为“佛教心理学”，并曾受学于南京欧阳竟无大师，协助太虚

大师建立武昌佛学院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于 1899 年倡议成立神户华侨同文学校，教育华侨

子弟中文，以免忘记祖国文化。1900 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正式成立，1939 年与另一华文学校

合并，改名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因此今年建市 150 周年的神户实与中华文化有深厚渊源。

导师这次在神户办班正与当年梁启超先生倡学遥相呼应，以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千古留学

生模范”的“中华民族脊梁” (鲁迅先生语) 玄奘大师弘扬的纯正佛学补当地华侨对中华传统

文化精粹认识的不足。部分听众平时虽有读诵《般若心经》，但没有得到明师指导，今次得闻

真正的明师 — 《般若心经》译师唐代大遍觉三藏玄奘菩萨门下慈恩大师窥基和尚对《般若心

经》幽奥义理的赞释，如醍醐灌顶，法喜充满。

导师在日本神户中华会馆讲课时摄

导师首先花了近五个小时将《佛学讲学》八讲要义阐释一遍，作为理解《般若心经》中不

少大小乘佛学概念的预备，再以近两个小时依慈宗家法详解《般若心经》每句经文，来自东京、

京都、大阪、神户的听众均感受益不浅。当张柠班长准备派发原先承诺的 3,000 至 30,000

日元交通补贴时，大家纷纷主动表示放弃，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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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神户培训班能够圆满举办，日本张柠班长贡献甚大，先是在去年底发心回国，两个周

末来回青岛、深圳之间，参加深圳师资班的共修会中对《佛学讲话》八讲的讨论；这次又停下

新年伊始多天业务和收入，往来奔走于神户、京都之间，陪同导师瞻礼古刹和讲学。

7号周六上午八点柠班长已从神户到达京都接导师，8 号周日他又没吃午餐就冒雨开了近

两个小时车从神户送导师到大阪关西机场。就是柠班长这种任劳任怨、求法不懈的精神，感动

到其他远道而来的听众婉拒收取交通补贴，圆满结束这次初阶培训讲座。

今次来日，第一天在京都外出前往天龙寺礼圣后就天降甘霖，8号赶赴大阪关西机场时又

再逢法雨，但 7 号讲座当天却天气甚佳，导师来回日本订的是高级经济舱，以便节省开支，

补贴参加者交通费，结果两程均获国泰航空升舱礼遇。真是因缘殊胜，甚难希有！

2017 年 2 月 5日
初九供天吉祥日 导师京城演法要
瑜伽伦记阐至教 二谛双智三性理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Specialized Courses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i Land Theory · Bodhisattva Land by Dunlun Master in Tang Dynasty on
Feb 5, 2017.

2017 年 2 月 5 日农历年初九周日是中国佛教传统的供天吉日，导师坐最早航班扺京，下

午为纷纷从外地省亲赶回北京的精选专修班学员亲自主持共修，讲解《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

实义品》唐代遁伦法师集注。



13

此班仿照大学博士班编制，只允许不超过十人上课，讲解每品时人选和人数可以不同，以

便分工做现代标点、划分段落、注释名相、白话语译，以便日后结集成《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

供慈宗学人研习。

导师与学员重温论题/组织/结构后，此次主要集中讨论《伦记》本品开首有关“遍计所执”、

“依他起”、“圆成实”三性得名由来，与“胜义谛” (“真谛”)、“世俗谛” (“俗谛”) 二

谛的关系。

接着阐释见道位时次第生起的“无漏无分别根本智”、“无漏有分别后得智”与二谛的关

系，并依初、二、三、四禅定境及加行位观法说明大乘菩萨如何才能见道？

般若智如何生起？

根本、后得二智性质/功能有何不同？

大乘初地至八地二智生起的过程有何不同？

深入浅出，鞭辟入里。

导师对《伦记》四字一句，言简意赅，浓缩精练，义蕴深邃的文字剖析详明，令学员称快。

更巧合的是今次与上次一样，讲课之日北京海淀区雾霾尽去，天朗气清，寒冷天气下竟再

次有艳阳照射入讲堂，令学员如沐佛光，法喜充满，欢欣赞叹，得未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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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6日
新春访京谒耆长 摰友交流增见闻
礼请大德当顾问 再接再励创新猷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aid a new year call to Dr. Xu Jialu, the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the NPC and Dea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 and exchanged gifts and Buddhist experience
with Dr. Xu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6, 2017. In the afternoon, Mr. Wong had a cordial meeting
with Mr. Zong Jiashun,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the former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2017 年 2 月 6 日农历年初十上午，导师在慈氏文教基金行政委员会王小根主任、张钦璇

副主任陪同下，向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教授拜年，叙述去年在港举行

的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盛况，并把开幕典礼特刊、书画集、纪念品致赠许老留念，中国文化

院张武秘书长亦代许老回赠导师珍贵普洱茶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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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与许老交流佛学心得、介绍明年在港举办的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

术论坛筹备情况达一小时，畅谈甚欢，依依惜别。

导师当天下午与阔别多月的中国佛教协会刘威秘书长、原副秘书长宗家顺老师亲切会面，

更得身为赵朴老传人的宗老师馈赠珍贵墨宝 — 赵朴老浣溪沙词，导师欣然接受，高兴不已。

会面中导师高度评价过去两年内地在刘威秘书长领导下，成功举办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和

南京金陵刻经处成立 150 周年研讨会，一次比一次成功。

导师亦介绍了慈氏文教基金去年在港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 (顺祝金陵刻经处成立

150 周年纪念)获得圆满成功，其中展出的宗老师书法更是广受好评。

明年则会在港同时举办两个慈宗论坛，估计收集论文将超过 2013 年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

论坛的篇数，再一次成为香港佛教最盛大的专宗论坛。导师亦欣然得悉今年内地将举行纪念导

师的太师父 — 太虚大师上生 70 周年论坛和在海外举办中美加佛学论坛，不胜随喜赞叹。

2月 8日农历年十二周三下午导师向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社会主义学院书

记、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博士拜年，导师介绍叶公担任荣誉顾问的 2018 年慈宗双论坛筹

备顺利，约写论文获得中外学者、青年领袖反应热烈。

同时自 2009 年创立慈氏文教基金以来迭有佳绩，包括但不限于：

01.2013 年 8 月第一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

02.2016 年 3 月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

03.2016 年 7 月第一届慈氏学师资西安普通话培训营

04.2017 年 4 月第一届慈氏学师资香港广东话培训营 (筹备中)

05.2018 年 3 月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 (筹备中)

06.2019 年 7 月第一届慈氏学师资进修营 (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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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邀所做讲座、出版书刊、捐赠慈氏图书馆，数亦颇多，足堪礼请叶公这样的大德担

任慈氏文教基金的高级顾问。

叶公随喜赞叹之余，欣然答应签署同意书，导师并希望叶公明年能拔冗来港出席论坛开幕

典礼，临别时叶公亦对明年的慈宗论坛不胜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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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7日
石景山上法海寺 明朝壁画现真容
佛众观音诸天像 灵动庄严荫含识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led the financial circles and the cultural and art circles visit the
Fahai Temple in Shijingshan, and discussed the feasibility of future cooperation with the bureau
chief in the afternoon of February 7, 2017.

2017 年 2 月 7 日农历年十一周二下午，导师在北京同愿堂李阳泉堂主、慈氏文教基金行

政委员会王小根主任、张钦璇副主任陪同下，带领金融界、文化艺术界友好参访文化局管辖下

的石景山法海寺，获特别安排观赏五百多年的佛教璧画真迹。

法海寺壁画是国家级文物，明清以来历代都经修缮维护。两壁上十方佛众、水月观音、二

十诸天、护法善神、飞天仙女、动物花卉，明代宫廷画师制作手法高超，故其线条流畅，神韵

生动，是我国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壁画，具极高艺术价值，世界知名。

导师一行由陶君所长亲自招待，以佛教文化艺术为主题交流了一个下午，畅谈甚欢，并探

讨日后合作的各种可行性，包括在寺中设立慈氏图书馆、将部分仿制壁画在明年慈宗论坛期间

运到香港展出。

临别前，导师获赠精美珍贵的仿制壁画卷轴，陶所长更诚意邀请导师在天气和暖的日子再

度来寺，在选佛场讲授佛法，弘宗演教，导师欣然答应，与陶所长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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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11 日
奘师求戒入川蜀 一三九九开法筵
慈宗成都喜相逢 疾风劲草识忠良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Chengdu at the Daci Temple in Chengdu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11, 2017.

2 月 11 日王导师在成都大慈寺举办慈氏学师资 2017 成都初阶培训班

慈氏学师资 2017 成都初阶培训班，全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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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11日农历年十五周六上午在成都大慈寺原玄奘大师行迹陈列室举行的第一次

慈氏学师资(2017)成都初阶培训班，在原成都市政协何绍华副主席、现任四川省人大常委王增

建、成都市佛教协会张蓉生秘书长奔走推动、大力支持下顺利开课。王增建常委、大恩方丈、

何绍华主席先后简短致词，勉励学员。

为纪念大遍觉三藏玄奘菩萨入川 1399 年，在是日上下午连续六个小时的初阶培训班，以

超出名额一倍报读的情况下圆满成功举办。

成都市统战部领导、大慈寺方丈莅临第一次慈氏学师资(2017)成都初阶培训班

四川省人大常委兼省人大民宗委主任王增建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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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寺方丈、大慈寺慈氏学研究会会长大恩法师致辞

原成都市常委兼统战部长何绍华先生对学员致训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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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师致送纪念品给大恩方丈

导师在成都秦璇班长、北京缪绘班长陪同下在元宵节晚上，蒙成都市海外联谊会戴夔常务

副会长、杨玉麟秘书长、吴洪涛副秘书长等盛情接待，高谊隆情，令人铭感！

导师借到成都讲课机会诚意邀请绍华主席、增建常委、大恩方丈，成都市海联会诸位领导

明年三月来港参加第一届 (2017)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暨慈氏学会 (香

港) 成立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同时嘱托成都秦璇班长、李天啸副班长再慎选场地和协办单位向导师建议，举办慈氏学师

资(2017)中阶/高阶培训班，并请两位班长提供发布最后能坚持完成六个小时课程的学员名单，

作为参加下次中/高阶培训班的依据。

(下次将于周六/周日连续两天举办，一次完成中阶/高阶培训班。)

初阶 — 《佛学讲话》、

慈宗般若学 — 《般若心经》

中阶 —

慈宗唯识学 — 《唯识三十颂》

高阶 —

慈宗戒律学 — 《瑜伽菩萨戒略摄颂》

慈宗止观学 — 《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章》五重唯识观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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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开始讲解《佛学讲话》

学生们都全神贯注的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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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休息，导师为学生答疑解惑、签名

课间休息，导师为学生答疑解惑

表现优异学员将获提供食宿、可自费来港参加 2018 年慈宗论坛及获补贴交通费、提供食

宿参加 2019 年 7 月为庆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的慈氏学师资进修营 (地点待定)，进修

营授课内容将以

《能断金刚经》窥基大师注、

《解深密经》圆测法师疏、

《瑜伽师地论》遁伦法师记的重要品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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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慈氏学师资(2017)成都初阶培训班详情

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主办单位

香港慈氏文教基金

二、协办单位

成都大慈寺慈氏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 : 王联章导师、会长 : 大恩法师)

三、支援单位

成都亦禅道馆

四、主办目的：

01. 纪念唐代大遍觉三藏玄奘大师于公元 618 年入川修学至今 1399 年 (前后 1400 年)

02.继承玄奘大师精神，在成都培养华西地区弘扬慈氏学人才

五、课程重点

《佛学讲话》/《般若心经》要义

六、上课日期

2017 年 2 月 11 日周六上午/下午

七、开课仪式

原成都市政协何绍华副主席、四川省人大王增建常委、成都大慈寺大恩方丈

简短致词

上午 9:45 — 10:00

八、课程内容：

上午 10:00 王导师开始讲授《佛学讲话》

01. 第一讲/三讲/四讲合并

— 《五乘佛法的基本原理》

上午 10:00 — 11:30

中午大慈寺免费提供素食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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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第二讲/五讲/六讲合并

— 《业果轮回的形成与解脱》

下午 1:00 — 2:30

03. 第七讲/八讲合并

— 《菩萨愿行与正觉内容》

下午 2:30 — 4:00

04.《般若心经》精读

下午 4:00 — 5:00

九、讲课地址

成都市大慈寺原唐三藏玄奘大师行迹陈列室

十、学员名额

30 位

十一、报名资格

以华西地区有志于

继承玄奘大师精神

探求慈氏宗学要义

具备大学相等学历

对佛学有纯正认识

承诺恪守班规为主

必须听毕全日课程

不接受临时报名者

十二、学费餐费

学费教材费全免，成都大慈寺氏提供免费素食午餐。

十三、报名方式

请向王导师或成都秦璇班长(15202867273)以短讯或微信预先报名，提供电邮号，再以电

邮递交简单报名表格，如超出名额，主办方保留甄选权。

十四、获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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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员能连续参加分期举行的初阶、中阶、高阶培训班，将可获发证书。

表演优异者，将获补贴路费被邀参加 2019 年为庆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举办的慈氏

学师资进修营 (地点待定)。

十五、内容择要

王导师积四十多年讲授大乘佛学经验编定的《佛学讲话》，被近代古藏语专家、中央民族

大学王尧教授评为最佳的唯识学入门书，该书虽不以唯识命名，介绍大小乘佛教基本思想，但

不知不觉引领读者听众进入唯识之门，明暸慈氏学为探究佛法所必须。

导师讲解《般若心经》，悉依译者唐三藏玄奘大师门下慈恩大师窥基和上《般若波罗蜜多

心经幽赞》内容阐释，家法严明，显明非空非有慈宗中道义。

玄奘大师于公元 618 年入川，公元 620 年受具足戒，公元 623 年离川，今年 2017 年正

好是奘师入川 1399 年 (前后 1400 年) 纪念，在成都开办慈氏学师资初阶培训班，意义重大，

因缘不可思议！



27

2017 年 2 月 22 日
陜西师大演慈宗 丁酉正月赞奘公
译梵为汉三十颂 八识规矩振门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the lecture on Maitreya Studies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enter for Religious Studies of th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on Wednesday, February 22, 2017.

王导师接受陜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邀请，将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周三上午主持

慈宗唯识学专题讲座 :

一、题目

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 — 从《唯识三十颂》到《八识规矩颂》

二、地点

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崇鋈楼三层敏行厅

三、时间

2017 年 2 月 22 日周三上午 9:30—12:00

四、择要

导师首先将从佛陀宣示的最基本“无我”原理，说明有情众生只是“五蕴”和合的

假体，没有一、常、主宰的“实我” (即没有“灵魂”一类的实体)。

“五蕴和合”实际是“色蕴”与“识蕴”的和合，即物质与精神的组合体，从而引

出原始佛教以至部派佛教的“六识说”，但“六识说”中的第六“意识”有“五停心位”，

不足以成为业果轮回的载体，所以玄奘大师师承所自的瑜伽行派必须根据原始契经建立

“八识说”，以第七“末那识”说明自我中心 (“我执”与相关烦恼) 的来源，以第八

“阿赖耶识”作为做业感果的依据。

玄奘大师译传有关八识的偈颂有译梵为汉的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和相信是出自

奘师门下、托名奘师撰述的《八识规矩颂》组织结构和内容重点，颇有不同，看出玄奘

大师在印度所学的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有所发展。

《三十颂》将八识分三组以八门阐述异名、行相、助伴、三受、性类、界系、对治、

转依，备极详尽。

《八识规矩颂》则重点突出“三类境”作为观行所依及说明妄执由来，

又详细阐释“四智相应心品”说明佛果内容丰富，与阿罗汉的“灰身灭智”大有分

别，不单只建立唯识学说，还建立大乘佛教不舍众生，尽未来际，度化有情的理论根据。

欢迎西安以至陕西地区慈宗学人及各界人士，随喜参听，同沾法益，共结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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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2 日
从《唯识三十颂》 到《八识规矩颂》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a talk on the "Master Xuan Zang's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 Senses" in the afternoon of Feb 22, 2017 at the Center for Religious
Studies of th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7年 2月 22日农历年廿六周三上午导师接受陜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邀请主持慈宗

唯识学专题讲座 :

以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 —— 从《唯识三十颂》到《八识规矩颂》为题宣

说慈宗要义，吕建福主任亲自带领博硕士研究生三十人参听，部分 2016 年 7 月西安培训营学

员亦前来参听。

导师首先以佛陀宣示的最基本“无我”原理，说明有情众生只是“五蕴”和合的假体，没

有一、常、主宰的“实我” (即没有“灵魂”一类的实体)。

“五蕴”中实际是“色蕴”与“识蕴”的和合，即物质与精神的组合体，从而引出原始佛

教以至部派佛教的“六识说”，但“六识说”中的第六“意识”有“五停心位”，不足以成为

业果轮回的载体，所以玄奘大师师承所自的瑜伽行派必须根据原始契经建立“八识说”，以第

七“末那识”说明自我中心 (“我执”与相关烦恼) 的来源，以第八“阿赖耶识”作为做业感

果的依据。

玄奘大师译传有关八识的偈颂有译梵为汉的世亲菩萨《唯识三十颂》和相信是出自奘师门

下、托名奘师撰述的《八识规矩颂》组织结构和内容重点，颇有不同，看出玄奘大师在印度所

学的原有基础上推陈出新，有所发展。

《三十颂》将八识分三组以八门阐述异名、行相、助伴、三受、性类、界系、对治、转依，

备极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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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识规矩颂》则重点突出“三类境”作为观行所依及说明妄执由来，又详细阐释“四智

相应心品”，说明佛果内容丰富，与阿罗汉的“灰身灭智”大有分别，不单建立唯识学说，还

建立大乘佛教不舍众生，尽未来际，度化有情的理论根据。

学员们对导师以循序渐进、风趣幽默、举重若轻、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唯识奥义，颇有

所获，均希望导师继 2015 年在陕师大详释《唯识三十颂》后，不久再来宗教研究中心深入剖

析《八识规矩颂》的文字，导师欣然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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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1 日
西安中信“智慧人生的财富观”客户沙龙活动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as a banker and a Buddhist scholar to host the
customer salon " Wealth View of Wisdom Life " at the CITIC auditorium of CITIC Bank Xi'an
branch.

2017年 2月 21日农历年廿五周二晚上王导师以银行家兼佛学家身份应邀在中信银行西安

分行中信大讲堂主持“智慧人生的财富观”客户沙龙活动，中信西安经常举办中信大讲堂和道

德大讲堂两类讲座，邀请专家学者为客户员工讲授财经形势、伦理课题，口碑极佳，甚获好评。

是晚会场座无虚设，出席听众达二百人，包括高端客户、高级员工，甚至一些潜在客户、

其他股份制银行员工都闻风而至。西安分行胡宝安行长特意从上海赶回主持讲座，分行高层尽

出，包括担任司仪的崔义梅副行长、李警惕副行长、行长办公室颜廷林主任等。

胡行长并诚意邀请陜西省政协常委、原省政协姚增战秘书长主持讲座，介绍王导师横跨金

融、佛学两界的经历和背景，如数家珍，令人对导师在银行界的成就和业余研究传播大乘佛学

四十五年的努力，得以了解。

导师用一个半小时层次分明、深入浅出地说明：佛教本质上不是宗教而是佛陀的智慧教育，

大小乘的分别及五乘佛法的层次。并分别依《杂阿含经》说明可以发家致富的“四种具足”、

《瑜伽师地论》说明福报的三种由来，大众听毕都感法喜充满，意犹未尽。临别时导师以《佛

学讲话》分赠西安分行高层，大家欢喜接受。

2017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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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荣任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Shaanxi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s re-election
at the Sofitel Xi'an Hotel on February 23, 2017, and was honorary vice president.

2017 年 2 月 23 日周四全天导师在西安索菲特酒店参加陕西省海外联谊会换届大会，荣任

名誉副会长。

是次大会规模宏大、组织完善，安排周到，大会选出更多海外侨胞成为理事，将为陜西省

作为一路一带经济文化发展起点出谋献策、积极参加，是今年陜西省一大盛事。

晚宴时陜西省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陜西省政协副主席陈强会长得悉导师身兼十多所内

地高等院校客座教授，传播大乘佛学，与导师愉快交流，一致同意值得探讨佛教的教育本质，

不应导人迷信。

大会举行的前一晚，2017 年 2 月 22 日周三晚上导师与其他港澳会长/资深理事们接受陜

西省政协韩勇主席宴请，导师与韩主席相见甚欢，畅谈陕西省的投资环境及机会。

2017 年 2 月 24 日周五上午导师参加由陜西省海联会组织的西咸新区考察团，对西咸新区

的绿色发展理念，十分认同，印象深刻。带队的陜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陜西文化学院白慧芳

书记留意到导师提前到西安讲了两场课，十分赞赏。导师也诚意邀请白部长明年三月下旬来港

参加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开幕典礼，白部长欣然答应一定争取前来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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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1 日
有朋千里来相访 藏传大德蒙学者
馈赠墨宝吉祥颂 慈宗论坛缔胜缘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visited by Professor Kai Cha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 noon on Saturday, March 11, 2017, and was presented with Hada and Tibetan
calligraphy.

曾以藏传僧侣身份追随十世班禅活佛修学十二载，后为便于弘法利生示现在家菩萨相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凯朝教授乘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之便，2017 年 3 月 11 日周六中午专诚

到香港跑马地寓所探访导师，馈赠导师哈达和藏文墨宝 (汉译 :“入定犹如金刚三摩地”为北

京著名艺术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聂清教授所书)。

适逢慈氏文教基金财务委员会关樱执行副主任、蔡秋凤常务副主任乘周末休假之便自

深圳来港与导师商讨修订明年慈宗周双论坛预算事宜，陪同导师与凯朝教授在导师住宅会所

共进午餐。

凯朝教授当场允诺精心撰写论文参加明年慈宗论坛，并请关樱仁者代签论坛回执。

凯朝教授并答应明年三月下旬携同二公子吴慧铭仁者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大一学生，

形象杂志代言人)来港义演四种蒙古乐器。

凯朝教授并即席传授关樱、秋凤两位仁者梵音药师咒，更开示为佛教弘扬正法事业担任义

工能令本人和亲人趋吉避凶的各种殊胜利益，令闻者法喜充满，信心增上。

凯朝教授还特别强调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和汉传佛教慈宗清净传承对修学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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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6 日
北京礼请高级顾问 双寺共商师资培训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met with Mr. Ye Xiaowen,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State Bureau
of religious affairs, the Secretary of the former socialist Institute,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PPCC
on Thursday, March 16, 2017 in Beijing. On the morning of Friday, March 17, 2017, Mr. Wong
visited the Old Drum Tower District in Xicheng, Beijing, which was built in 1465, and has more than
500 years of history.

2017 年 3 月 16 日周四导师甫扺北京，便与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原社会主义学院书记、现

任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先生亲切会面，为感谢叶公历任：

第一届 (2013) 慈宗国际学术论坛、

第一届 (2016) 慈宗青年文化节、

第一届 (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荣誉顾问，全力支持弘扬中华文

化精粹——慈宗学说、玄奘精神，导师特向叶公呈献慈氏文教基金高级顾问聘书，请叶公今后

长期指导基金同人奋发上进，弘扬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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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7 日周五上午，导师在慈氏文教基金行政委员会王小根主任、青年委员会胡

少楠副主任陪同下，到北京西城旧鼓楼区参访始建于明宪宗成化元年(公元 1465 年)，有五百

多年历史的双寺，受到佛教在线安虎生总干事和他从事电子商贸的好友陆云翔董事长热情接

待，初步探讨了以安总旗下福慧慈善基金会和慈氏文教基金未来在双寺合作举办第一届慈氏

学青年师资北京初阶/中阶/高阶培训班的可行性，畅谈甚欢，满愿而别。

其后原籍浙江的陆云翔董事长专程于 3月 26 日周日傍晚到杭州参加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

资杭州初阶培训班素食晚宴，并在饭后参听了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邀请导师

主讲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般若心经》讲座。

备注 : 国家宗教局局长属中央副部长级别，社会主义学院书记属中央正部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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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8 日
缅怀虚公化闽南 厦门三日振慈宗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eld a lecture entitled "Knowledge and Pure Land" in the Library
Culture Hall of Xiamen University on Saturday on March 18, 2017. H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Chengdu at the Daci Temple in
Xiamen on March 19, 2017.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explained "the Wealth Outlook of Wisdom Lif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high-end customers of 23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t the CITIC Bank Xiamen branch
on the afternoon of Monday March 20, 2017, and on the morning that day, Mr. Wong climbed the
mountain area of the South Putuo Temple, and recalled Master Tai Xu's legacy.

2017 年 3 月 18 日周六导师甫扺厦门，即到厦门大学图书馆文化讲堂以《唯识与净土》为

题，弘演“慈宗”。

导师首先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六识说”讲到古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八识说”，再以

“亲所缘缘”、“疏所缘缘”、“增上缘”，前六识“相分”、“见分”，第八识“本质种现

行相分”等说明“唯识无境”的原理。

导师再以“慈宗”学说体系严密，理论完整，解行并重，兼具本体论、现象论、认识论、

逻辑论、方法论，说明为什么近代著名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对“唯识学”推祟

备至。

导师再依慈宗“三身”、“四智”、“圆满正觉”内容说明“自受用土”、“他受用土”

(亦称“报土”)、“变化土”(简称“化土”)，又依无著菩萨《摄大乘论》说明地上菩萨方得

往生“报土”，地前凡夫只能生“化土”，故广义的“净土”兼具报、化二种，所以唐代慈恩

窥基大师认为“弥陀净土”兼有报、化二种。

又依一般说法以释迦世尊在“秽土”成佛，慈氏弥勒世尊未来在(人间)“净土”成佛，

又如“贤劫千佛” 未成佛前最后身“一生补处”都暂居兜率天 (临时) 净土为“上生内

众”说法，而经上所载“兜率净土”之庄严殊胜与“弥陀净土”一般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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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生兜率以“十善法”及一心系念慈氏弥勒世尊为基础，并无“十念往生”、“一心不乱”

之要求，故“兜率净土法门”才真的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

这说明为什么历代博通三藏的高僧大德，从晋代道安大师、唐代玄奘大师、窥基大师到近

代太虚大师及其门人慈航长老、印顺长老和罗时宪宗师都推崇“兜率净土法门”。

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被到台湾后的印顺长老改为“人间佛教”理念传播，即奠基

于当来下生慈氏弥勒世尊龙华树下“三会说法”的人间净土。

台湾四大山头中的台北法鼓山、花莲慈济功德会、高雄佛光山都是太虚大师的再传弟子创

立，虽没有如导师一样以再传弟子身份直接弘扬太虚大师的“慈宗”，但都以不同方式弘扬人

间净土的理念。

2017 年 3 月 19 日周日导师在厦门著名药师佛道场石室禅院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厦门初阶培训班”，从上午开始到下午，除了午餐小休外，连续六个小时将《佛学讲话》八讲

浓缩为三讲，最后更以唐代窥基大师《心经幽赞》的奘门正宗家法精解《般若心经》，三十位

当地学员从早上到傍晚均专心听讲，咸感法喜充满，满载而归。

导师并于全日课程结束时，赠送珍贵的历代四十八位名家《心经》书法集给住持忠明法

师，感谢他免费提供课室和素食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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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0 日周一下午导师在中信银行厦门分行悉心安排下，应厦门市银行协会邀

请，对来自 23 家(一说 26 家)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和高端客户讲解《智慧人生的财富观》，令大

众对佛教的观念焕然一新，明白佛教不是盲目崇拜，不可以与佛菩萨做交易，致富之道必须靠

世间智慧去生财、理财、守财，最后还要懂得施财，才能广积福业、福泽绵长，听众均感受益

不浅。

当天上午导师在成都秦璇、厦门陈莉两位仁者陪同下，攀登南普陀寺后山，瞻礼太虚大师

舍利塔及游览虚公曾驻锡讲经的兜率陀院，得以缅怀太虚大师的遗芳余泽，可谓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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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6 日
太虚大师示海宁 七十载前升兜率
浙江大学育英才 杭州双日振慈宗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Zhejiang at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in Chengdu on the March 26,
2017.

2017 年 3 月 26 日周日下午导师甫下机，即赶往浙江大学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初

阶培训班”。以连续四个小时将《佛学讲话》八讲浓缩为三讲讲毕，随即在灵峰山庄中餐厅宴

请全体学员，出席嘉宾有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硏究中心周生春教授、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

究中心张家成教授、佛教在线安虎生总干事好友，原籍浙江，从事电子商贸的陆宏翔董事长。

席间导师向周教授赠送清代乾隆皇帝手书《般若心经》复制金字卷轴，感谢浙大借出场地。

张家成教授亦向导师介绍今年五月“浙江大学佛教高峰论坛”筹备进度，导师是获邀参加

发表重点讲话的唯一香港嘉宾学者。

陆宏翔董事长更在素食晚宴后，到浙大参听儒商与东亚文明硏究中心和杭州初阶培训班

联合举办的《般若心经》讲座。导师从晚上 8:45 至 10:30 连续两个小时讲《般若心经》精

义和句解，依译者玄奘三藏门下慈恩窥基大师家法，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部分曾在他处讲过导师讲解《般若心经》的学员，认为导师讲《心经》，每次内容均有所

不同，今次最为精彩。

陆宏翔董事长初次参听导师授课，十分叹赏，希望导师早日到北京市区重点文物双寺开办

初阶培训班，俾能尽力支持。发心难得，功德不可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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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7 日周一晚上 6:30 至 8:30，导师在下榻的杭西湖香格里拉酒店商务中心

会议室，为八位特选学员讲解清末民初韩清净老人撰述的《唯识三十颂诠句》，浙江省民宗委

潘友明处长亦出席随喜参听。导师将韩老精炼文字逐字逐句详解，今次是讲解“第三了境能变”

部分的韩老注解，导师特别详细解释“别境心所 — 欲、胜解、念、定、慧”五个心所对修学

佛法的重要性。学员们均感慨：听导师授课除了对“学习慈宗唯识学”大有增益外，对了解中

国文言文文字精简奥妙亦是获益颇多。

讲座后导师在中餐厅宴请学员们，学员们亦发心集资人民币 1,600 元助印《习定管窥》简

体字版，财施法施，相得益彰！

导师并利用晚餐时间，听取多位学员对《佛学讲话》第一讲《五乘佛法的判摄》分开不同

重点复讲，导师加以评点，赞赏学员们的努力，勉励大家不断改进，俾便早日成为及格的慈宗

讲师。

导师从杭州到余姚讲课前，特别嘱咐杭州班委尽快组织初阶培训班共修活动，一鼓作气，

带动新学员深入了解《佛学讲话》内容，进一步巩固佛学基础，以便参加即将举办的中阶班和

高阶班培训。班委们随即号召新学员依所住地区，以不超过十人为一组，组合起来，并在浙大

施佳斌副班长召集下举行了初阶班之后第一次共修会。浙江青年才俊，精进好学，难能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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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8 日
阳明心学五百岁 慈宗流传千七载
虚公上生七十年 智慧清泉汇余姚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give a lecture at the Yihui Club on the topic of
"Taking the Five Schools of Maitreya as the Way to a Wise Lif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ve Schools of Maitreya and Yangming Schools" on Tuesday evening of March 28, 2017, and
explained questions about Maitreya studies during the 2-hour-course.

2017 年 3 月 28 日周二晚上导师应余姚神通模塑/汽车饰件集团方立锋董事长伉俪邀请,

到夫人陈小燕女士创立的“意会所”讲课，题目为《以“慈宗五学”迈向智慧人生 — 兼论“慈

宗五学”与“阳明学”的关系》。

导师甫抵余姚，就受到小燕女士和同是企业家的胞姊雪莲女士,及是次讲座的促成者宁波

大慈文化余岑董事隆重接待，安排入住余姚太平洋酒店总统套间，并在酒店共进午餐。导师在

余姚期间，小燕女士以董事长夫人身份亲自驾车接送导师，以示诚敬，甚难希有。

傍晚时分“意会所”座无虚设，除方立锋、陈小燕伉俪、雪莲女士和家人外，嘉宾有余姚

市委常委兼统战部卢建国部长、余姚东明寺住持有云法师、北京大学心理博士/清华大学心理

学系陈绍建教授、宁波大慈文化余岑董事、奉化雪窦山景区顾东晓副总经理等。讲座正式开始

前，由导师与方立锋董事长互赠纪念品，导师获赠王阳明《传习录》精装本，导师回赠历代四

十八位名家《心经》书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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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两个小时的讲课和问答中，导师依次解释：

一、“慈宗”名称是出生浙江的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太虚大师 85年前创建，“慈宗”即

“慈氏宗”、“慈恩宗”的简称。

二、“慈宗五学”之名始自 2013 年导师在慈氏文教基金于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一届

慈宗国际学术论坛”上提出的 :

01. 慈宗般若学 — 以《大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为代表。

02. 慈宗唯识学 — 以《成唯识论》为代表。

03. 慈宗禅定学 — 以《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六门教授习定论》、《大乘法苑义林

章•唯识章》、《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为代表。

04. 慈宗戒律学 — 以《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及慈氏学会 (香港) 根据“瑜伽菩

萨戒”精神，揉合“五戒”、“十善”而供学人实践的“新十善法”为代表。

05. 慈宗因明学 — 以玄奘大师译梵为汉的“因明学”典籍，其门下窥基大师的《因明大

疏》，及近代法尊译师译藏为汉的“量论”典籍为代表。

三、“慈宗五学”最能圆满阐扬大乘佛教“三无漏学”

01. 慧学 : 空轮 — 慈宗般若学 ； 有轮 — 慈宗唯识学

02. 戒学 : 慈宗戒律学 03. 定学 : 慈宗禅定学

“三无漏学”又称“三增上学”，小乘证“阿罗汉果”、大乘证“圆满佛果”，各有其所

依的“三无漏学”。

四、“阳明心学”与“三无漏学”的关系：

“阳明心学”的重点在“四句教”中的后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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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应指辨别是非，抉择邪正的能力——慧学

02.“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善去恶 — 戒学

格物 — 止观 — 定学

王阳明的“格物”不同朱熹，是师承陆九渊，“格物”本指探究事理的本质，但王阳明认

为“心即理”，“心外无物”，故其“格物”是反求诸心，所以又提倡“默坐澄心”，实为“止

观禅定”之学。

其“知行合一”之说实为“修所成慧”，“止观双运”的修学方法。

慈氏世尊《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十七地”中有“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

成地”。

五、以“慈宗五学”(“三无漏学”)/“阳明心学”开拓智慧人生：

“智慧人生”是指佛教不是神本宗教，佛陀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透彻了解宇

宙人生真理的圆满觉者。觉悟需借智慧，即是“闻”、“思”、“修”三慧，佛教就是“佛陀

智慧的教育”。佛陀教育我们如何开拓“智慧人生”。

2017 年 7 月中旬慈氏文教基金在西安与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合办“第一届慈氏学

青年师资西安普通话培训营”; 2017 年 4 月中旬又在香港与陕师大再次合办“第一届慈氏学

青年师资香港广东话培训营”。

课程内容就是依慈宗“戒定慧”三学培训学员：

01. 慧学 : 空轮 — 《般若心经》； 有轮 — 《唯识三十颂》

02. 戒学 : 《瑜伽菩萨戒略摄颂》

03. 定学 : 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 唐玄奘三

藏门下窥基大师的《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章》“五重唯识观”部分，依此课程内容修学，并

以此教化他人，自然能开拓智慧人生，和谐社会，净化人间。

讲座后多位听众踊跃发问，其中以奉化雪窦山景区顾东晓副总经理问及太虚大师有关“菩

萨学处”一篇开示，最令人印象深刻。导师阐明“瑜伽菩萨学处”中的“四十三轻戒”就是依

“六度”、“四摄”制定，“四摄法”更是纯乎利他的菩萨行，“四摄法”中又以“同事摄”

最能显示大乘菩萨精神。八地以前菩萨故留烦恼还入欲界度化有情，为利众生，和光同尘，示

现《法华经•普门品》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各种在家身相。

太虚大师深明其中奥妙，故开示“在家菩萨”和“出家菩萨”是今后大乘佛教传播的两条

路线，同等重要。

导师晚上 9:30 后才在会所与主人和部分嘉宾共进素餐，继续畅谈佛法，直至深夜，尽兴

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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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周三中午小燕、雪莲、余岑三位仁者再到酒店为导师饯别，导师对陈氏姊妹以

企业家身份在余姚建立平台弘扬大乘佛法，十分赞叹。导师鼓励贤姊妹继续精进，深入慈宗义

理，以企业家身份宣扬正法，成就世间及出世间一番自利利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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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4 日
中华文化多精粹 儒释道家胜西教
缘起法则苦乐基 作业感果唯佛理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the " Fortune Night Talk " session of " Yixin's Exclusive
Annual Meeting ", at Sanya, Hainan from 20:30 to 22:00 on Friday, April 14, 2017, and gave a talk
on " How I choos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anker ",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Buddhism in the early days.

2017 年 4 月 14 日周五导师从不丹/尼泊尔回港，又转飞海南三亚应邀为“宜信财富专享

年会”的“财富夜话”环节，在景色怡人的度假胜地，从晚上 8:30 至 10:00 以《作为银行

家的我怎样抉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和与会人士分享早年学佛经历。

01. 缘于中学时热爱中国文学、哲学，发现所欣赏的古今文学家、哲学家如唐代王维 (字摩

诘)、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苏东坡、王安石，明代王阳明，近代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

梁漱溟等都精通佛法，遂对探究佛学有所期望。

02. 缘于中学时期基督徒团契 (Christian Fellowship) 在校内热心传教，但与基督徒同学多

番讨论后，发觉他们的“人类原罪说”、“上帝创世造物说”、“全知全能全善说”，自相矛

盾，无法接受。始终觉得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儒道佛三家思想博大精深，更适合自己探究。

03. 缘于对儒释道三家核心思想的比较研究 : 三家主张仁爱，有相通之处。但儒家着重敦伦

尽份的入世伦理；道家着重清静无为的出世修炼；佛家则既出世又入世，而且层次分明。

04. 佛教本质上不是宗教，是教育，是文化，但在后世不同地域的弘传上，被附上各种仪轨形

式，在一定程度能满足人类希求保护的宗教心理。“佛陀”，梵语 Buddha，意译“觉者”，

全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名之为佛”。语根 Budh，有“知”、“觉”的意思，觉悟宇宙

人生的真理，所以被称为“觉者”或“圆满觉者”。

05.“自觉”，只着重寻求自己个人解脱烦恼，属于小乘“罗汉”行为。“小乘”，梵语 Hinayana，

英译“small vehicle”，即小型交通工具，只能运载自己到目的地。“觉他”，帮助他人觉

悟，属于“大乘菩萨”行为，“大乘”，梵语 Mahayana，英译“great vehicle”，即大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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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能运载多人到目的地。“觉行圆满”指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智慧与救度人类以至有情

众生的慈悲行为已达到圆满的境地，所以“佛陀”是“圆满的觉者”。

06. “宗教”源自西方 Religion 一词，指全能绝对的创造主 Creator 与人类的桥梁。佛陀教

育是“无神论”，不承认宇宙有创造主，并认为人类经过不断努力培养超越世俗、远离执着烦

恼的智慧，都有机会成为“觉者”。所以严格来说，不符合“宗教”的定义。宗教的形式，具

有两面性：用之善，则可安抚心灵、和谐社会 ； 用之不善，则导人迷信、引发冲突。

故此，必须认识佛教的真面目，体察它不是神教的智慧层面，才能启发觉察宇宙真相的智慧人

生，真正达至恒久和乐！

07.一心想修学成为圆满觉者的人叫“菩萨”，梵语 Bodhi - sattva，bodhi 音译“菩提”，

意即“觉悟”；Sattva 音译“萨埵(音 duo) ”，意即“有情众生”，简言之，是人类或动物。

“菩萨”即是指追求自我解脱烦恼、觉悟真理的同时，也努力帮助他人解脱烦恼、觉悟真理的

人。所以菩萨不是泥雕木塑的偶像，是活生生、积极进取，自利利他的人。所以“佛教”不是

“纯粹拜佛的宗教”，而是“佛陀智慧的教育”(Buddha's Teachings)。

08.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原理 — 缘起、缘生，用现代语表达，即是因素、条件 (内在因素)、

机会 (外在因素)，世间现象莫不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缘分四种 : 因缘 — 主要因素 ； 增

上缘 — 辅助条件 ； 所缘缘 — 认识对象 ； 等无间缘 — 促成当下想法的先决条件，前念

引生后念。

09. 现代人修学的目标应该透过“智慧人生”达至“自在人生”。

青壮年 — 财富自在 ； 中晚年 — 身心自在 ； 临终时 — 心灵自在。

成就世间的“财富自在”需要下列四种主因助缘：

—“方便具足”，指能学习拥有谋生的知识与技能。

—“守护具足”，懂得投资保值，甚至能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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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识具足”，指亲近良师益友，学习世间与超越世间的知识，懂得积德行善、通晓

社会民生经济，进而得到贵人的提携接引。

—“正命具足”，指从事合法合规的工作事业、能令自己心安理得的谋生方式，无灾无难

安享富足。

10. 行为的影响力 — 佛教的“缘生道理”，通俗地说即是“因果论”，因 + 缘 = 果。更确

切的说，又叫“业果论”，即是指过去、现在的行为力量 (业力) 储存于深层意识，大乘佛教

称为“阿赖耶识”(梵语 Alaya Vijnana )或“藏识”( 英译 storage consciousness

或 container consciousness，比西方心理学的“潜意识”范围更宽，更接近现代的“量子物

理学”)，这是储存一切行为造作讯息功能的资料中心，累积酝酿成熟而产生未来果报。善性

的行为会引发健康、长寿、财富、名誉、地位、幸福、愉快等力量 ； 恶性的行为会引发病患、

灾难、贫困、失信、轻鄙、痛苦、逼迫等力量。所以在追求或已达至“财富自在”的同时，也

应自利利他以求达至“身心自在”及最终的“心灵自在”。

讲座后不少听众都觉得耳目一新，体认佛法与西方宗教、儒家/道教不同的独特之处，争

相与导师留影索书建立通讯方式，导师对这些既善于投资理财，又热心留意中化传统文化精粹

的听众，十分赞赏，鼓励大家继继精进学习，早日参与弘扬中华文化精粹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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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3 日

虚公庐山世纪会 导师重临献新猷

文教基金演慈宗 都市佛教注清流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by Professor Xu Jialu, the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e, and attended the first
Lushan Forum to deliver a special report "A Feasible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Buddhism in China - Tak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Maitreya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Limited as an Example" on April 23, 2017. It is proposed how to move from Buddhism in Mountain
Forest to Urban Buddhism. From Master Huiyuan’s association in Buddhism in the deep mountains
to move forward into the society to promote the Mahayana Buddhism culture; From the personal
residence in the mountai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 group confidence to meet the wide
spread of Western relig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call by the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Liu Qichen, "firm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heriting the Chinese culture."

2017 年 4 月 23 日周日导师应原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教授邀请出席首届

庐山论坛发表专题报告《中国都市佛教发展的可行模式——以慈氏文教基金的经验为例》。

适值王联章导师的太师父——太虚大师 1923 年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大会前后九十五年，

王导师秉承太师父革新佛教的精神，提出如何从山林佛教走向都市佛教，从当年庐山慧远在深

山中结社念佛到今日走向深入社会弘扬大乘佛教文化，从个人自信居山修行走向建立社会群体

自信迎战西方宗教的广泛传播，以回应最近中宣部刘奇葆部长提出“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

文脉”的号召。

王联章导师以在无锡梵宫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时，被主持分坛讨论的杭州灵隐寺

光泉方丈问及“应如何面对西方宗教在内地传播日盛，及佛教寺院不能跨界弘法的限制”作为

引子，谈到山西五台山和四川青城山的尼众道场都在市区内设立分支作为弘法活动中心，再以

慈氏文教基金为例，说明适应时代以灵活机制传播佛陀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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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文教基金从不举办宗教法事，纯粹倡导公益性的文化教育活动，平时的开支都以导师

个人捐款为主，每五年一次的慈宗论坛和每十年一次的青年文化节才公开筹款助印珍贵版本佛

经增加宣传效果，而不足之数也由导师个人包底。

慈氏文教基金也不需要建立金碧辉煌的固定弘法场所，可随时与高等院校和重点寺院合

作，以捐建典藏佛教经籍的慈氏图书馆，举办慈氏学专题讲座，举办培训营/初、中、高阶培

训班以至进修营培养师资，出版《慈氏学丛书》/《慈氏学研究》双年刊及日语论文译集，更

着手编辑《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为未来互联网教学奠定基础，善用资源，贯彻弘扬佛陀教育

的方便善巧。

王联章导师的发言受到不少与会学者和民营企业家的认同，纷纷在会后与王导师交换联

络方式，希望加强以后的交流与合作，王导师亦即席邀请部分新认识的学者参加明年在港举行

的慈宗论坛，集思广益。

附注 : 演讲厅外陈列介绍历代与庐山结缘的佛教名僧及庐山重点寺院的展板，足见主办

方深思，太虚大师的展板放在首位，足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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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6 日
重庆海联观盛典 渝港交流聚菁英
慈氏基金青委会 一带一路汇鸿文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Chongqing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n Wednesday morning, April 26, 2017, and was re-elected as the standing director. He
also had a cordial conversation with Ms. Song Airo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head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nd the Municipal
Association of the Sea Federation.

2017 年 4 月 26 日周三上午导师出席重庆市海外联谊会三届一次会议，再度获选为常务理

事，并与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市海联会会长宋爱荣女士亲切交谈，讨论重庆市投资环境，

导师对重庆市海联会在今天大会上为新成立的青年委员会授牌，重视渝港青年工作予以高度评

价，并对重庆市海联会去年来函祝贺在香港举办的第一届慈宗青文化节，表示感谢 !

慈氏文教基金在多年前已成立青年委员会，由导师以董事长身份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去年

在香港柴湾青年广场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促进中国内地以至一带一路沿线东南

亚和南亚青年艺术家和文化团体交流，并获得中央统战部、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

会、香港政府民政局领导亲临主礼。

明年又将在港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鼓励中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青年领袖以论文交流及发表演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和民族精神。

导师 4月 25 日周二晚到渝后与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史原行长亲切会面，对当前经济形势与

银行业面对问题及重庆市投资环境作了充分交流，并初步探讨下半年来渝讲课的可行性和时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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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8 日
浙江近代出龙象 虚公上生七十年
中阶培训三十颂 杭州双日演慈宗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elaborated the "Thirty Commentaries on Consciousness"
to students in Hangzhou on Friday evening, April 28, 2017. Furthermore, h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Middle-level training course co-organized by Confucian Merchants and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n Maitreya studies in Hangzhou.

2017年 4月 28日周五晚上导师在杭州西湖香格里拉酒店为特选学员讲解清末韩清净老人

《唯识三十颂诠句》之后，边宴请学员边听复讲，今次平毅仁者复讲“佛法非宗教非哲学”、

陈金莲班长复讲“五乘佛法的判摄”，李依泽副班长再次阐述对瑜伽行派“种姓说”的最新体

会，都能用心准备，讲解清晰，导师予以点评，勉励有加。

4 月 29 日周六举办中阶培训班，导师先在上午以去年底在印度那烂陀大学以英语做专题

报告的中英对照 PPT，说明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六识说”到大乘瑜伽行派“八识说”的发

展过程及对疏解“无我而有业感流转”理论表面矛盾的伟大贡献。

中午导师在灵峰山庄宴请浙江大学周生春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高睛霞老师和二

十名学员，并赠送周教授奈良东大寺汉日两语金字《般若心经》折扇，对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

文明研究中心协办中阶培训班表示感谢。

导师下午再依八门逐句详解《唯识三十颂》，令学员对唯识义理建立了基本概念，并对唯

识思想的严谨缜密赞叹不已，都希望导师能尽快举办高阶培训班，完成慈宗戒定慧三学经律论

文义的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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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7日
法相传日千三年 难波古京演慈宗
华裔才俊参法筵 圣教弘扬实可期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training course on
Maitreya studies (2017) in Osaka, Japan at the Osaka Museum of History on Sunday, May 7, 2017.

2017 年 5 月 7 日周日慈氏文教基金在日本岳飞交流协会协助下，导师于大阪历史博物馆，

由导师主持了第一届慈氏学师资 (2017) 大阪初阶培训班，虽因筹办时间短暂和正值日本五月

黄金周假期最后一天，报名人数并未满额，但以宋代名将岳飞后人岳迅飞博士和西日本新华侨

人联合会名誉会长/关西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毕广军先生为首的参与者，都是高质素/高学历/相

对年轻/热心探究弘扬中华文化精粹的专业人士/爱国侨胞，符合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对象的

要求。

刚巧在日本关西地区度假的北京宜信财富高层徐秀玲女士闻讯亦专程在返国前赶来大阪

参加培训班，好学难得!

多位从未听过佛学的学员能迅速掌握“无我”、“空”等基本概念，对《般若心经》的言

简意赅、义蕴深邃，更是赞叹不已!

大部分学员上下午连续六个小时上课，绝无倦容，聚精会神，勤写笔记，对:

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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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非一因所生/没有造物主/没有最初开始；

人类命运不同非“偶然论”/也非“神意必然论”，乃是“三世因果规律”；

学佛是从“闻思修三慧”而得觉悟，不是光念佛拜佛就能成佛等基本原则都能领悟接受，

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学员。

大阪是现代日本著名大都会，古称“难波京”，自古即为重要国际贸易港口，传说南岳慧

思禅师转世的圣德太子在于此地创立日本最古佛寺一四天王寺（现成为八宗兼习的“和宗”总

本山）。当年建寺的匠人集团名为“金刚组”（组长是柳重光），成立于 578 年，来自朝鲜半

岛的百济国，是现存世界最古老的家族企业。645 年，孝德天皇宣布“大化革新”后即迁都于

此，以四天王寺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完全效仿大唐都城长安风格的“难波京”。而 742 年圣

武天皇也将离宫紫香乐宫迁至此地，被称为“后期难波京”。

此次导师授课之地即为“难波京”的宫殿遗址，也是当年天皇习佛之地，又值大遍觉三藏

玄奘大师求戒 1,400 年、道昭法师在日本创立“法相宗” 1,357 年、太虚大师上生 70 周年，

慈宗再传日本，精通日语的华裔青年受学，可谓因缘殊胜，必将影响深远！

课程结束后，一众学员即时恳请导师订下中阶班日期，导师欣然暂订 10 月 1 日周日再到

大阪主持以玄奘大师译传、过去曾有天皇作为早课诵读的《唯识三十颂》为授课内容的中阶培

训班。

参会学人法喜充满，与导师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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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1 日
浙大建校两甲子 虚公诞生百三载
导师学宫演慈宗 杭州三会振道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the China Buddhist Summit Forum - "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seminar on the morning
of Thursday, May 11, 2017, and gave a report on "Seeing the Sinicization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knowledge of Yogacara ".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first high-level training course on
Maitreya studies i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on Saturday, May 13, 2017.

2017 年 5 月 11 日周四上午导师应邀参加庆祝浙江大学建校 120 周年暨中国佛教高峰论

坛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佛教的世界化”学术研讨会，导师以“从唯识学看印度佛教的

中国化”为题，做了专题报告。

导师首先介绍“唯识学”得名由来及印度佛教的分期：

古印度 — “瑜伽行派” Yogacara Tradition

中国南北朝 — 旧译 (真谛、菩提流支)

中国唐代 — 新译 (玄奘、义净)，“慈恩宗”(大慈恩寺)，“玉华宗” (玉华宫)

后代 — “唯识宗” (《成唯识论》)，“法相宗” (《法相研神章》等)

近代太虚大师 — 慈氏学，慈氏宗 (简称“慈宗”)

王导师 — 慈宗五学 (慈宗般若学、慈宗唯识学、慈宗戒律学、慈宗禅定学、慈

宗因明学)

印度佛教分期：

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大乘中观学派

大乘瑜伽行派

大乘密教

导师对“中国化”的定义如下：

— 加入中国思想元素

— 适应中国国情，调整学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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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透中国文化，以另一种面貌出现

接着依《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菩萨地》说明瑜伽行派与大小乘修道论的密切关系，

及从下列各方面探讨瑜伽行唯识学的中国化：

01. 中国化之一

修道本源论

— 从“五种姓说”到“理佛性”/“行佛性” (成道之能缘/所缘)

魏晋南北朝背景

玄奘门下的发展

— 从“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到“一念三千”、“一念具足十法界”

“唯识旧学”与“天台学”的交涉

— 从“无表色”到“戒体种子说”

“唯识新学”与“南山律学”的交涉

02. 中国化之二

修道对象论 — 从“四分说”到“三类境” (止观所缘境)

03. 中国化之三

修道方法论 — 从“九住心”到禅宗“十牛图”/藏传“十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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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表面上玄奘大师之后只有三传，实际在中国已渗透影响各大乘宗派，在日韩更

是弘传不衰，亦埋下近代“慈宗唯识学”复兴的契机。

中段休息时在场杭州佛学院多名比丘学员向导师请教“第六意识相应思心所”熏为“戒体

种子”的具体内容，及从“有漏戒体种子”引发“无漏戒体种子”的过程，导师予以详细解答

后，欢喜信受。亦有多位企业家和文化界听众纷纷赞叹导师的专题报告，并向导师索取联络方

式，以便日后请教。

在论坛最后交流时段，导师回应杨曾文教授专题报告中提到佛法僧三宝的中国化时，特别

以农禅结合的中国特色补充说明了印度比丘僧团不许耕种，以免触犯杀生的根本大戒，汉地禅

门因适应中国国情，作了重大变革的历史事实。

杭州陈金莲、李伊泽两位班长和南京企业家尹宏文仁者前来参听论坛，宏文仁者中午专诚

宴请导师，与导师讨论在南京弘扬慈氏学的具体安排。

导师于 5月 11 日傍晚为杭州班委在酒店会议室续讲清未韩清净老人《唯识三十颂诠句》，

晚上宴请班委成员及听取施佳斌副班长复讲。

5 月 13 日周六全天在浙大圆满举办第一届慈氏学师资杭州高阶培训班，使杭州成为今年

第一个完成初中高阶培训班的城市。

导师中午在灵峰山庄以素宴宴请协办单位浙大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周生春教授，友好

南师大黄征教授、著名书法家高晴霞老师、浙江省民宗局潘友明处长及 15 位毕业学员，导师

以印度王舍城木刻阿育王柱纪念品赠送周教授，感谢儒商中心的大力支持，高老师并为学员在

结业证书上题写姓名，下午六时半由导师颁发证书，圆满结束三次长达二十个小时的慈氏学青

年师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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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9 日
净化人间太阳能 清华学人创伟业
泰国投资展宏图 一带一路添新猷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articipated in the grand opening ceremony of a factory of the
world-leading Artes Solar Group as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Remuneration Committee on the morning of Friday, May 19, 2017 in Chonburi, Thailand.

2017 年 5 月 19 日周五上午导师以独立董事兼董事局薪酬委员会主席身份参加，加拿大注

册、美国上市、总部设于苏州、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阿特斯太阳能集团在泰国离曼谷两小时车程

的春武里府是拉差县宝云镇的工厂盛大开幕典礼，阿特斯太阳能集团去年营业额超过二十八亿

美元，泰国工厂投资额达两亿三千万美元。

今次开幕仪式得到泰国政府投资委秘书长 Ajarin Pattanpanchai 女士、加拿大驻泰国大

使 Donica Pottie 女士、当地政府 Vorayan Bunarat 区长等逾百嘉宾亲临致贺，大使与导师

详谈早年在中国学习的经历和加拿大外交部共同认识的朋友，一见如故。

之前两天，导师与其他三位加籍独董包括加拿大律师，多伦多大学教授，财务/矿务专家

与集团华裔高层在泰国皇室投资的汇商银行 Siam Commercial Bank 于芭提雅海边的度假中心

举行董事会会议。



57

开幕典礼上，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在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集团总裁瞿晓铧博士致词

时，以泰国是有佛教信仰的国家，阿特斯太阳能集团也以绿化与可持续发展净化人间为信念，

十分相应，故集团在泰国作出重大投资也是其来有自。

仪式中依泰国传统请来泰国出家僧侣进行诵经洒净仪式，请法施主不需跪拜，只需合掌作

礼，说明南传佛教也能与时并进。

导师参加完开幕午宴后即从曼谷转飞新加坡，准备于 5月 20 日周六在华侨大学南洋学院

举办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新加坡初阶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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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0 日
虚公上生七十年 门下弘法东南亚
慈宗再现新加坡 高才秀士赴法筵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training course on
Maitreya studies in Singapore on May 20, 2017.

He also visited Su Qingza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Lanting Investment, Singapore, and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of Temasek. In addition to shar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lean
energy,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health industry in North Asia, he also discussed how to promote
how to promote the pure Mahayana Buddhism in Singapore'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afternoon of May 21, 2017.

2017 年 5 月 20 日周六上下午导师租用中国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新加坡分校共七个小时，

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新加坡普通话初阶培训班。这是在新加坡弘法的太虚大师

门下演培法师离世后，慈宗首次在当地有系统地举办师资培训课程。

中午由黄瑶班长安排素食自助餐送餐到会服务，导师宴请了一众学员。

导师将《佛学讲话》八讲浓缩为三讲，并依慈宗家法扼要解释《般若心经》深意，参加学

员多为过去十年内移居新加坡的中国内地专业人士，有些更是第一次听闻佛学的高学历人士，

大家十分用心听课，足见海外华侨纵然身居异域，仍然对祖国传统文化精粹念念不忘。

这个课程帮助大家认识佛陀教育的真面目，学员们都认为获益良多，希望导师下次再来授

课时，大家都能努力扩大宣传，让更多有志青年同沾法益。

5月 21 日周日下午，导师在下榻的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与多年老友——掌管六十亿美元

基金的新加坡淡玛锡旗下兰亭投资行政总裁、原淡玛锡首席投资总监苏庆赞茶叙，除交流对北

亚地区洁净能源、讯息产业、健康产业的投资机会外，并与对佛学有浓厚兴趣的苏总探讨如何

在新加坡高等院校推广纯正的大乘佛法，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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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30 日
导师出席香港陕西联谊会和香港陕西青年会会员周年大会

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午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Shanxi
Association and the Hong Kong Shanxi Youth Association and Celeb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the motherland, as a member of the Shanxi Provincial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honorary vice president of the Shanxi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n May 30, 2017.

2017 年 5 月 30 日周二 (端午节) 中午导师以陜西省政协委员、陜西省海外联谊会荣誉副

会长身份，在九龙丽思卡尔顿酒店参加了香港陕西联谊会和香港陕西青年会会员周年大会暨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午宴，与陜西省政协韩勇主席/闫超英袐书长，香港中联办林武副主

任/协调部沈冲部长/青年部陈林部长重叙。

导师就沈冲部长和陈林部长对慈氏文教基金去年举办第一届 (2016) 慈宗青年文化节的

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希望两位部长继续支持第一届 (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

宗国际学术论坛的举办。

导师在午宴中与多年老朋友大公报贾西平总编辑欢叙、并蒙沈冲部长向新任联合出版集团

文宏武总裁介绍慈宗，导师与文总畅谈甚欢，约定日后探讨慈宗书籍在香港有系统地正式出版

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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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6日
导师在香港参加中信银行 (国际) 和信银投资的调研工作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articipat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ITIC Bank (International) and
Xinyi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as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chairman of the remuneration
committee of CITIC Bank on June 6 and 7, 2017.

2017 年 6 月 6 日周二和 6 月 7 日周三，导师以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兼薪酬委员会主席身

份，在香港参加董事会独立董事们对中信银行 (国际) 和信银投资的调研工作，分别听取了

张小卫行政总裁和于秀东总经理有关业务发展和业绩的介绍，对管理层过去优异的表现给予

高度评价及提出意见和建议。

刚参加完调研，导师即于 6月 8日上午赶赴南京，当天傍晚与南京市统战部汤雯副部长/

李跃国处长亲切会面，交流香港最新情况，南京市政府即将于 7月 23 日周日在香港举办庆祝

回归 20 周年及招商活动的准备工作。

导师亦介绍了明年为配合“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及对香港青年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第

一届 (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的筹备情况，会后接受汤部长宴请，共

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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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9日
祇洹精舍育龙象 金陵刻经光沉璧
南京谒陵怀祖师 初阶培训振慈宗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ent to Nanjing Xinjiekou "Jinling Carvings" to observe the
Yangrenshan Buddha Tomb, and offered flowers on the morning of Friday, June 9, 2017.

2017 年 6 月 9 日周五上午导师在杭州李依泽班长陪同下前往南京新街口“金陵刻经处”

瞻礼杨仁山菩萨陵墓，敬献鲜花，参观培养导师两位太师父——欧阳竟无大师、太虚大师等近

代巨擘的“祇桓精舍”，2006 年刻经处 140 周年纪念时导师以“慈氏学会(香港)”名义捐款

100,000 元人民币修刻《大般若经》经版 (当时台湾星云长老捐款 10,000 美元) 的功德铜柱，

导师更曾多次捐赠刻经处出版线装佛经给内地逾三十间由“慈氏文教基金”助建的“慈氏图书

馆”，以表对刻经处的支持。

参礼后，导师与刻经处常务副主任肖永明大德亲切交流，感谢去年七月获邀作为海外唯一

学者参加在南京隆重举办耗资 6,000,000 元人民币的“金陵刻经处”成立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活动中导师与楼宇烈、杨曾文两位内地资深学者同组发表论文。导师发言 30 分钟，备受好评，

肖主任今次见面时仍赞叹不已。

导师向肖主任介绍去年三月在港举办、耗资 3,000,000 港元的“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

(顺祝南京“金陵刻经处”成立 150 周年纪念) 取得空前成功，并诚意邀请肖主任与原“金陵

刻经处”主任宗家顺老师明年三月下旬来港出席“第一届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

论坛”。

导师于是日下午应邀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为“慈氏图书馆”主持揭牌仪式，在栖霞寺

做专题演讲，翌日在南京芝云山房会所举办“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南京初阶培训

班”，以纪念受学于杨仁老的太虚大师上生 70 周年，以报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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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9日
虚公上生七十载 少岁负笈杨仁老
祇洹受学百一年 南京法雨遍神州
慈宗再布金陵城 慧泽甘霖润世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long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cademy of Fine Arts Chen Liang, the director of the Nanjing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Li Yueguo,
the director of the Nanshi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Professor Huang Zheng of the Nanshi
University Dunhuang Studies Center, unveiled the " Library for Maitreya " which was built by the
Hong Kong Maitrey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und on Friday, June 9, 2017.

He also participated a special lecture entitled “Buddhist Statue Art and Meditation” for students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all walks of life.

2017 年 6 月 9 日周五下午 2:00 导师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陈亮院长、南京市统战部李

跃国处长、南师大统战部皇甫玎部长、南师大敦煌学研究中心黄征教授共同为香港慈氏文教基

金助建的“慈氏图书馆”揭牌，仪式简单而隆重。

下午 3:00 应南京市栖霞区民宗局局长盛艳女士邀请到栖霞寺为南师大学生及社会各界

举办专题讲座，题目是：《佛教造像艺术与禅修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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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从佛教造像的起源介绍到印度/中国/西藏/日本佛教造像的风格与特质，再从原始佛

教/部派佛教“六念”/“四念住”/“二甘露门”/“五停心观”说到大乘佛教《般舟三昧经》

/《中观论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的止观禅修方法，特别强调以观想佛像取代“五

停心观”中的“界差别观”的大小乘共通修法，再依宗喀巴大师取材自《解深密经》/《瑜伽

师地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阐明观想佛像的要点/应注意事项及观想佛像过程

中应如何对治“昏沉”/“掉举”/“散乱”等缺失，最后以“九住心”阐明引生定境以至“轻

安”的步骤，听众均感法喜充满，受益匪浅。

6月 10 日周六上下午连续六个小时导师在南京企业家学员薛云飞仁者提供的“芝云山房”

会所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南京初阶培训班。

讲解导师三十年来多次修定用作教材的《佛学讲话》，将八讲浓缩为三讲，上午开宗明义

强调佛教不是宗教，是佛陀智慧的教育，是无神论，重点在依宗喀巴大师“三士道”及太虚大

师“三级佛法”判摄五乘，再以“无我论”/“三法印”/“一实相印”阐扬佛陀教育的基本原

义。

下午课程依“慈宗唯识学”说明无我而有业果轮回的原理以至发大菩提心广修六度成就般

若智慧以至最终圆满佛果的过程，最后以一个半小时扼要地依《般若心经》译者唐大遍觉三藏

玄奘大师门下窥基和上《心经幽赞》阐明《心经》真义，学员们对导师的弘法大愿，身体力行，

深深敬佩。尤其对唯识渊博，凡人难入，导师能深入浅出，引发大家随学兴趣，不胜赞叹，纷

纷表示愿以导师为榜样，尽心尽力弘扬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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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云飞仁者在会所免费提供精美素食午餐，与大众结缘，黄征教授即席挥毫题书三幅以赠

导师，导师回赠黄征教授印度王舍城阿育王柱纪念品感谢南师大协办这次初阶班，同时赠送薜

云飞仁者历代四十八位书法名家《心经》书法集感谢免费提供场地。

企业家学员尹宏文仁者晚上宴请导师和黄征教授/薛云飞仁者等，导师即时委任下列人士

担任南京初阶班顾问和班委成员，组织共修及筹备中阶班。

班务顾问 :黄征教授、秦璇营长 (成都)、李依泽班长 (杭州)

班委成员 :尹宏文仁者、薛云飞仁者、支景仁者

大家畅谈法义和弘扬慈宗大计至深夜，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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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2 日
导师应邀参加首届上海木鱼论坛——

佛学、科学与未来 (2017 遇见新科技) 见闻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on Vijnaptimatra (Consciousness - only) doctrine at
Shanghai Woodenfish Forum - Buddhism , Science and the Future on June 12, 2017.

2017 年 6 月 12 日周一上午导师应邀参加首届上海木鱼论坛，以《从“四分说”到“三类

境说”看慈宗唯识学从“心智认知”到“心智修证”》

From "Mental Cognition" to "Mental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 of Maitreya ( Yogacara ) Studies
through" Four Aspects of Mind Cognition Theory " and "Three Realms of Cognition Theory"

发表中英对照的专题报告，受到不少与会中外学者的好评。

导师本次行程紧凑，既要主持南京师范大学慈氏图书馆的揭牌仪式，在栖霞寺的专题报告

及在南京芝云山房私人会所的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南京初阶培训班，又要赶赴多伦

多参加第一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发表报告。但因主办方一再恳请，及基于下列三个原因，最

后还是决定出席：

01. 深恐主办方找不到适当学人讲授唯识义理，而胡乱找人误传相似法

02. 观摩这个第一次在内地以佛学与科学为题目的论坛内容

03. 从这次论坛的优点和弱点借镜以供明年在港举办的慈宗周双论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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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导师得出初步考察结果如下 :

01. 外国学者的报告中，真正深入佛学的不多。

02. 除导师外，另外一位受邀讲唯识的内地学人传递不正确观念，当场被一位优秀的青

年听众向导师指出那学人讲的是外道思想，说明主办方选讲者不够严谨。

03. 发起论坛的比丘尼急切希望导师以唯识与科学相印证作报告内容，被导师在现场纠

正 : 牵强附会是讲授佛法大忌，唯识与科学的印证必须经过长期深入的学术研究甚至实验证

明，不应为取悦听众而随便作报告。

04. 主持的比丘尼较偏袒外语讲者，讨论环节时说多久都可以，用普通话回答问题者则

会被拦截，令听众觉得厚此薄彼。

05. 对佛教觉悟的内容欠缺深入探讨，最多只限于禅宗所谈及的悟境，又过分宣传对佛

教机械人的期许，因此有听众怀疑 :

是否未来发展下去机械人也能觉悟 ?

故此，导师特别在闭幕礼最后环节中提出慈宗对“初地菩萨”证悟“空性”经“加行慧”、

“根本慧”、“后得慧”及“有漏”、“无漏”种子生起的次第供与会者参考。

06. 上海论坛的义工十分优秀，彬彬有礼，乐于助人，不少来自山西，亦有来自北京、上

海的，但似乎对佛学的认识尚待加强。发起人比丘尼十分认真，性子急，脾气大，义工们都能

顺受，颇具菩萨精神，大会安排则有点凌乱，很多时在当天活动最后才在台上公布吃晚餐地

点，甚至忘记公布，在论坛中比较特别。

07. 可能邀请太多外国讲者来，成本过高，甚至可能有外国单位合作主办，所以据说门票

高达 4,000 元人民币，如导师带助理出席亦要付费，这颇有违导师弘扬佛法不应收费的原则，

不过以现场观察，很多參加者是以单位名义参加，真正个人付费的可能为数不多。

08. 导师将今次主办方支付连机票和演讲费的 5,000 元以“首届上海木鱼论坛”名义捐

作明年慈宗双论坛最初级的“银白莲花赞助人”，即导师今次是自付机票及不收演讲费参加上

海木鱼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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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24 日
虚公上生七十载 门下弘教北美洲
罗师赴加三十年 慈宗远扬多伦多
正法难闻甚希有 慧泽甘霖润世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training course on
Maitreya studies at the New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Saturday, June 24, 2017, which
was co-organized by the Canadian Buddhist Education Foundation.

为纪念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太虚大师上生 70 年，其得意门人罗时宪宗师 30 年前远赴多

伦多弘扬多年，导师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周六在多伦多大学 New College 举办第一届慈氏学

青年师资 (2017) 多伦多普通话初阶培训班，是次活动由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会协办。

王导师在虚公上生后十年出生于香港，弱冠追随罗时宪宗师研习唯识、般若、因明、显密

止观。三十岁后旅居多伦多时，王导师亦在家里讲授佛法，曾率领学生前往纽约依止太虚大师

门下敏智长老受“瑜伽菩萨戒”。导师近年来亦每年乘到多伦多探望母亲之便，讲学多伦多，

使法脉延绵，宗风丕振。

不同于过去在多伦多安省法相学会以广东话为中老年华侨为主的听众讲课，今次初阶培

训班上导师以《佛学讲话》/《般若心经》为范围，特别为中国内地留学生/新移民以普通话讲

授，是次学员大部分为刚毕业或在学青年，学历高，肯思考。所以导师特别着重引领学员辨别

纯正佛陀教育与基督神教在“无始无明说”与宇宙起源/人类原罪说，及“无我论”与上帝主

宰/灵魂不灭说的莫大差异，同时辨清纯正佛陀教育与部分海外寺庙商业行为及混入民间迷信，

令人对佛教产生误解的不当，亦解释了当年太虚大师对教理、教产、教制提出改革的主张及未

能成功的原因，更重点介绍慈宗从印度到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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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将自己撰述的《佛学讲话》八讲浓缩成《五乘佛法的基本原理》、《业果轮回的形成

与解脱》、《菩萨愿行与正觉内容》三讲讲授，再依译者唐三藏玄奘大师门下慈恩大师窥基和

上《般若心经幽赞》讲解，上下午共讲六个多小时，听众反应热烈，法喜充满，并能即时提出

很多好问题 :

例如有学员留心到有些佛学书以“五蕴”中的“行蕴”，解释“三法印”中“诸行无常”

中的“行”字，听导师解说后知道“行蕴”只属意志(思心所)及其余四十八种心所的心理活动，

没有“诸行”包括一切色法(物理现象)和心法(精神现象) 等“有为法”含义宽广，得到导师

充分肯定。

又有讨论到“六波罗蜜多”中的禅定时，对导师解说念佛(包括观想佛像) 也是禅修方法

之一，慈宗更认为地上菩萨方得往生净土，遂问到念佛与证“空性”及往生净土的关系，经导

师解释依《般舟三昧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分别列出“实相念佛”、“观想念

佛”、“观像念佛”和“称名念佛”的差异，所以能依“实相念佛”证得“空性”，位登初地，

以第八识中“无漏种子”才能呈现“无漏净土”依正庄严，未登地人“有漏种子”只能生化土

或兜率这种天界临时净土，依慈宗正义，般若经典与净土思想才能不相矛盾。

课后学员们大多发愿早日开始共修，希望在导师年底再来加授课前，能最少举办两次共

修，以便导师来时能参加复讲，早日受训成为佛学讲师，弘扬慈氏学纯正佛法，令导师甚为欣

慰。

导师亦乘参加“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后多留近一周时间之便，每天陪伴母亲出外或在家

吃饭，亲尝老夫人为预祝导师阳历六十岁生日亲做的鸡腿花胶海参福建面线，共叙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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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日
虚公上生七十载 当年首都讲维摩
盛弘在家菩萨行 国士筵中施教化
慈宗再兴北京城 慧泽甘霖润世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first preliminary training course on
Maitreya studies in Beijing on July 1, 2017.

为纪念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太虚大师于 1890 年 (农历 1889 年底) 生于浙江海宁，博通三

藏，表面提倡八宗平等，实质独尊慈氏，半生弘扬《慈宗三要》/玄奘精神，舍报上生 70 年，

慈氏文教基金于 2017年 7月 1日周六在北京举行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北京初阶普

通话培训班。

开讲前，导师向免费借出明代文物“双寺”原址作为会场，及提供丰盛素食自助午餐的聚

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陆云翔董事长赠送珍贵纪念品《历代四十八位名家心经书法集》。

王导师在虚公上生后十年出生于香港，弱冠追随太虚大师慈宗皈依弟子/欧阳竟无大师私

淑门人 — 罗时宪宗师研习唯识、般若、因明、显密止观，三十岁后旅居多伦多时，在家授学，

率领学生前往纽约依止太虚大师门下敏智长老受“瑜伽菩萨戒”。

导师近年来以十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身份到处弘扬慈氏学，使法脉延绵，宗风丕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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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课程重点为《佛学讲话》八讲及《般若心经》要义，导师将《佛学讲话》第一讲/三

讲/四讲合并为《五乘佛法的基本原理》，将第二讲/五讲/六讲合并为《业果轮回的形成与解

脱》，将第七讲/八讲合并为《菩萨愿行与正觉内容》，再依译者唐三藏玄奘大师门下慈恩大

师窥基和上《般若心经幽赞》讲解《心经》要义。

学员满额 30 人，再加上义工，听众共 40 人，挤满整个讲堂，其中有远自山西太原、河

北石家庄、福建厦门及上海的听众，全部没有索取交通补贴，部分北京学员曾受导师在其他城

市学生遥距指导过，被特别推荐来参加初阶培训班，除极少数特许听众外，全部均为青年学员。

整个课程上下午超过六个小时，学员均能用心学习，法喜充满，得未曾有。课后不少学员表示

希望尽快参加中阶培训班，进一步探讨及早日参与弘扬慈氏学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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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7 日

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见闻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on the "Significance of Bodhisattva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itreya (Yogacara) studies to the world peace" in the afternoon of June 17, 2017 at the
China-Canada-America Buddhist Forum held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7 年 6 月 17 日周六下午导师应邀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发表题

为 《慈宗 (瑜伽行派) 菩萨道思想与实践对构建世界和平的意义》的专题报告，导师依《瑜

伽师地论•菩萨地•初持瑜伽处》十八品说明“持”的三种定义及“种姓”、“发心”、“菩

提分法”三持的内容，尤其强调了被称为大乘菩萨思想定量的《瑜伽菩萨地》对“六波罗密多”

的深度阐释，再以慈氏学会 (香港) 过去十四年和慈氏文教基金过去八年来为弘扬大乘佛法正

知正见的作为印证菩萨道的实践，最后以太虚大师“个体层面”的“一般思想”、“国家发展”、

“世运转变”三阶段逐层深入慈宗菩萨道对构建世界和平的意义。受到主持人和不少听众的积

极回应!

透过参加这次多伦多论坛，有下面几点可供筹备明年慈宗双论坛参考 :

01.

开幕式和闭幕式有太多加拿大三级议员发言，真正留给学者发表论文时间不多。

02.

对论文或 PPT 宜提前审查，以免有争议的报告发表，又没有时间供大家讨论，例如导师

在原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绰芬教授发表 PPT (没有正式论文) 后，以多年朋友身份善意提醒他不

宜以宇宙间的“无”(Emptiness)“能量(场)”比拟“真空妙有”、“空有不二”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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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方佛学家也把“空性”译为 Emptiness，这样会被有识之士觉得“有为法”、“无为法”

不分。据传原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就曾在公开演讲时有类似说法，有通晓佛法的听众

听后颇不以为然。导师的善意忠告事后被北京大学湛如法师/院长、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

国佛教协会刘威秘书长认同，认为有澄清的必要。

03.

有参会学者认为此类论坛应把学者型法师和教授们与非学者型法师分开不同分坛发表报

告或演说，故明年慈宗论坛已一早准备分为“国际学术论坛”和“青年论坛”是恰当的安排。

04.

是次加方主办机构出手十分大方，除机票食宿外，近十部大小旅游车接载嘉宾前往不同会

场和景点，但初次参与这种大型活动的义工就会显得十分吃力，有几段小插曲如下 :

在 6月 19 日多伦多市郊仿内地五台山布袋尊像开光时因有多位议员、警官轮流致词再加

上法事，更兼艳阳高照，令多位远道而来的诸山长老疲累不堪，提前打道回酒店休息，放弃下

午参观市郊仿内地普陀山/九华山等景点，所以办论坛应集中主题，不宜太分散，让嘉宾太疲

累，

又当天多位学者在吃完午餐饭盒后，被两位青年比丘指引准备登上旅游车继续下一阶段

行程时，却被一位不需穿义工红 T恤/貌似义工领队的大女孩以该车是大和尚们坐的，把一位

先上车的名教授赶下车，该大女孩发觉自己错后，只是若无其事，也没有即时道歉，后来因导

师向加方住持和尚反映，翌日她才找教授道歉。其实大部分穿红 T恤的义工都非常有礼尽责，

只有这位貌似义工领队的大女孩执念太重，因此义工们不应存有分别心，对嘉宾应一视同仁。

05.

加方主办单位每人送中型行李箱一个，内有当地土特产原支花旗参/花旗参片/花旗参茶包

/花旗参糖和蜂蜜等，十分阔绰，不过据说除嘉宾外，当地信众参加欢迎晚宴和雅集的门票十

分昂贵，甚至传说有数万元一桌的，如果属实，则是我们慈宗论坛举办期间所有活动皆不收费

所无法比拟的。值得一提的是礼品中有两瓶加拿大冰酒，主办方能不拘泥于不饮酒的禁忌，以

特产冰酒奉客，值得一赞。

我们明年慈宗论坛会有一套初次面世、约五十万字的限量版《瑜伽师地论译文集》，慈氏

菩萨思维头像瓷碟，青年论坛纪念风衣/书夹/襟章等作为纪念品，内容与多伦多论坛大不相

同。

06.

今次多伦多论坛成功，全仗中国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发动诸山长老/专家学者参与，

加方连多伦多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华裔佛教学者都未见获邀出席，足见平时甚少联络，

另外，仿中国四大名山的多伦多市郊景区，发展多年，仍是荒地不少，观音/地藏/六祖像

都是内地相关寺庙捐赠的，布袋尊像据说则是香港或深圳商人捐的，可见这类活动缺乏中国因

素，难以成事，而中华祖国已逐步从一个经济大国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了。

导师将加方主办单位提供的 500 加元 (约 3,000 港元) 演讲费，自行补足 5,000 港元之

数，以“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名义作为最初级的“银白莲花赞助人”赞助明年慈宗双论

坛 及刊印《唐译华严经疏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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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6 日
奘师求戒入川蜀 修学五载奠道基
一三九九开法筵 慈宗成都喜相逢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6 hours full explanation of the Thirty Verses of
Vijpnatimatra at a hotel nearby Sichuan University on July 16, 2017.

为纪念玄奘大师入川求戒 1399 百年，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太虚大师上生 70 周年，继承

古代玄奘大师、近代太虚大师精神，在华西地区培养弘扬慈氏学人才。

2017 年 7 月 16 日周六下午由香港慈氏文教基金主办、成都大慈寺慈氏学研究会协办的

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成都中阶培训班，以近六个小时讲毕《唯识三十颂》。

《唯识三十颂》为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论书，中国佛教法相宗所本主要论书之一，亦称

《唯识三十论颂》、《高建法幢论》。世亲菩萨造论，唐三藏玄奘大师译梵为汉。

此论分三十颂论述“万法唯识”的理论，前二十四颂阐明唯识之相，第二十五颂阐明唯识

之性，最后五颂阐明唯识之行位。

成都秦璇营长、李天啸班长精心安排在川大旁科华苑宾馆会场上课，学员十分勤奋，用心

听课，甚至有花十个小时远自甘孜州而来的学员，南京尹宏文班长更自从南京前来支援，授课

后，四川省人大常委兼省人大民宗委主任、原省统战部副部长兼宗教局局长王增建先生亲临会

场，向学员致勉词，令学员十分振奋，之后纷纷与导师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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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9 日
中信重庆多秀士客户员工齐聚首
智慧人生财富观从心开始得自在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namely, "A study on the perspective of wealth from
the angle of wisdom life" for 2 hours without drinking any water in the afternoon of July 19, 2017 at
CITIC Bank, Chongqing Branch, the number of audience is over 200 including VIP customers and
banking staff.

2017 年 7 月 19 日周三下午导师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四楼大讲堂，对逾 200 名员工和重

点客户开讲《智慧人生的财富观》时，

强调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本质是教育，是文化，不是宗教，与崇拜一神的宗教有很大

区别，

再依太虚大师“三级佛法”说明“大乘”、“小乘”和“人天乘”的不同，

最后依《杂阿含经》和《瑜伽师地论•菩萨地》说明“佛陀教育”赞同在家学人寻求发家

致富，以其财富利益社会的“四种具足”和“三种福业”，并以信者向禅师借伞的故事说明财

富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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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设备齐全，学习气氛极佳，听众在导师两个小时不喝一口水、一气呵成的讲解下，聚

精会神，如入禅定，专注听讲。

重庆分行陈以平行长率领分行全部高层亲临现场，全程参听，分行人力资源部蒋洪涛总经

理，办公室周红总经理悉心安排，会场井井有条，居功至伟。导师讲毕后听众踊跃发问，并纷

纷要求加添导师微信号以便继续请教探讨，热忱难得，导师高度评价，听众欢喜赞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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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8 日
虚公上生七十载 迦叶道场育英才
汉藏教理译广论 余泽流芳润世间
昔年赠经缙云寺 今日重临念先贤

2017 年 7 月 18 日周三下午，导师从成都到重庆途中顺道前往缙云山瞻礼古迦叶佛道场，

参观明代山门石坊、晚唐照璧等文物，缅怀当年太师父——太虚大师驻锡双柏精舍，创立汉

藏教理院，门下法尊译师译藏为汉 (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等重要论典) 的事迹，又回忆太

虚大师门下惟贤长老派遣弟子正刚法师住持缙云寺，筹办慈氏学研究院，导师慨赠包括《赵城

金藏》等多种藏经，但正刚法师并未遵守签定协议，为慈氏图书馆挂牌，最后因与地方不合，

黯然离去，而今所藏图书凌乱，缺人整理，不胜悕嘘。但喜见缙云寺已在逐步修葺，旁边景区

公园在区政府建设下，更成为市区休闲胜地，心亦稍慰 !

2017 年 7 月 29 日

《瑜伽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第二讲圆满结束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2nd 4 hours introductory class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bhumi-sastra Bodhisattva-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of
Tang Dynasty on July 29, 2017, he introducted the major sutras and satras of primary and
intermediate period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the structure and name of 28 chapters of
Bodhisattva-bhumi with emphasis on the first 18 chapters, of which Gotra chapter is the very first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pters.

2017 年 7 月 29 日周六下午专修班 12 位港深珠学员全部到齐，导师续讲了初期和中期大

乘菩萨修道理论和典籍，从初期的《六波罗密多经》、《般若经》系列、《华严经》系列到中

期的《菩萨藏经》、《菩萨藏摩呾理迦》到《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源流，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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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接着介绍了《瑜伽菩萨地》 28 品，其中尤以《初持瑜伽处》18 品应优先研读，并以

表解说明“三持”统摄 18 品，而以“种姓持”具备根本的重要性。

导师首先说明太虚大师抉出了《瑜伽菩萨地》中的《真实义品》和《戒品》作为《慈宗三

要》的首二种典籍依据，其实应加上《种姓品》和《发心品》才能略摄《瑜伽菩萨地》的精华，

嘱咐学员们应用心学习。

导师接着说明“种姓” Gotra 在社会学和“慈宗唯识学”上的不同含义，并依《瑜伽师

地论》、《摄大乘论》和《成唯识论》说明“种子七义”

01. 种子依他起有(《识论》)

02.“常法不能为因”(《大论》)

02.“果俱有”(《摄论》)

03.“无常法已生未灭时与后念自性为因”(《大论》)

04.“性决定”(《摄论》)

05.“必得余缘” (《大论》)

07.“法相厘然不乱”

并说明“种子学说”为“慈宗唯识学”最高层次理论，必须融会贯通才足以登那烂/慈恩

之堂奥!

导师列举种种例证譬喻说明艰深的“种子七义”，学员们听毕心悦诚服，赞叹不已。下课

回家后，纷纷以微信呈交心得，令导师大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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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0 日
八月澳门佛教多盛事 导师二度莅临演慈宗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elaborated the New Ten Virtues and Yogacara Bodhisattva Discipline
to 230 participants at a Buddhist precept practice camp in Macau on Aug 10, 2017. During the talk in
Macau on Aug 3, 2017, the abbot and audience pre-celebrated the 60th birthday in August for
Professor Wong by presenting a birthday cake.

香港佛教僧伽联合副会长、澳门佛教中心协会会长兼无量寿功德林及药王寺住持戒晟法

师继往开来，将过去多年来在香港举办的“八关斋戒”法会移至澳门连续七天举办，来自港澳

和珠三角地区的戒子多达 230 人。

2017 年 8 月 10 日周四晚上导师应邀在澳门无量寿功德林为 230 位“八关斋戒”戒子讲《从

新十善法到瑜伽菩萨戒》。

导师以广东话演说，将佛教最初型的菩萨戒 — 十善法，经导师根据《瑜伽菩萨戒》精神

及内容，切合时代需要，修定的《新十善法》，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语言，为听众讲解。

再进一步以“六度”、“四摄”为纲领，阐明唐代玄奘三藏译传、近代太虚大师毕生弘扬

的《瑜伽菩萨戒》“四重四十三轻”条文名义。

并以多年前成都大慈寺住持大恩法师邀请导师开讲《瑜伽菩萨戒略摄颂》，四川尼众佛学

院全体学员和二百多位在家信士参听，结果有二百多人求受《瑜伽菩萨戒》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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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励戒子们参加完“八关斋戒”法会舍戒后，平日应继续奉行《新十善法》，进而以《瑜

伽菩萨戒》为学习做大乘菩萨的专业守则，经常系念慈氏弥勒世尊，临终时纵然不能一心不

乱，一样有机会上生兜率，与玄奘三藏、太虚大师、虚云老和尚等大德同为内众。

现场掌声不断，笑声不辍，戒子们法喜充满，纷纷要求导师再来为大家讲课。

导师并将推辞不了的 2,000 港元演讲费，以“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名义，悉数捐作刊

印《习定管窥》简体字版之用，利益内地学人。

8 月 3日周四晚上导师第 15 次在澳门药王寺讲解清末韩清净老人撰述的《唯识三十颂诠

句》，戒晟法师和郑宝琴班长牢记导师生日日期，准备低糖蛋糕与学员们为导师预祝阳历六十

岁生日，令导师深受感动。

2017 年 8 月 26 日
中大论坛提建言 佛教拓财需革新
慎防私授家族化 专业监管方长久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alk on " The exploitation of economic sour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Buddhist organisations " at the Humanity
Buddhism Forum held b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e afternoon of August 26, 2017.

2017 年 8 月 26 日周六下午刚从温哥华/北京回港的导师又匆匆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人

间佛教研究中心举办的“人间佛教的经济与管理文化”论坛发表以《现代佛教团体经济来源的

开拓与管理制度的建立》为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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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从古印度佛陀除结夏安居时出家众可以暂住精(简)(僧)舍，平时不许兴建寺院长居，

出家众必须游化四方传播佛陀教育这一历史事实说起，到佛灭后出家众长期居住由王臣供养

的寺院与以国王建立由在家众管理的佛舍利塔初期各自独立存在，以至后来寺院与佛塔融立

及佛舍利崇拜成为寺院重要经济来源，传入汉地后，佛教寺院初期为皇家所独享，如《后汉书》

楚王英传中提及刘英在宫中尚黄老浮屠之祠，“寺”、“院”、“庙”均为皇室部门或祭祀之

所的名称，后来佛教寺院才逐渐普及，至南北朝时大量建立，唐代“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

等内外原因，禅宗自耕自食的“丛林(农僧)制度”才应时建立(但对古印度出家众不许耕种以

免杀生的比丘僧制是重大突破与革命)，直到近代太虚大师提出“工僧”建议，认为出家众应

从事工业生产事业以自给自足，影响所及，台湾慈济功德会遂有比丘尼众从事健康营养食品生

产事业的出现。

导师更指出现代佛教寺院依赖传统红白祈福悼亡法事及门票收入的不稳定性及不可靠性，

因为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的未来青年一代学佛者会更能认识到：

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是教育，是文化 (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用词)，而信息发达的网络文

化更进展到连追悼亲友，大众都可以在不同城市透过网上殡仪馆进行，导师作为理事之一的

香港电话防止自杀工作做得极为出色的“生命热线”即为自杀者遗属亲友建立这样的网上平台。

所以佛教团体的经济来源必须改弦更张从新出发，尤其要与现代金融市场网络社会紧密

结合，但新经济来源成功开拓的先决条件必须有：

1. 极专业化及高透明度的管理制度建立，避免像日本僧侣那种家族化经营，只由近亲承

继的情况出现；

2. 邀请有公信力的会计师、律师、银行家、教授学者加入董事会参加监督 (导师曾以内

地陕西省政协委员身份对法门寺景区一度混乱提出类似提案建言，获得多位省政协委

员支持联署) ；

3. 建立专款专用的账户/子基金、外部专业会计师的财务审计、金融专家的信托投资，才

能让赞助的个人以至财团建立信心和开拓长久稳定的经济来源。

导师以 45 年专宗学佛及 37 年从事银行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对时弊鞭入里，举例

恰当，言语幽默，深入人心，获得现场听众热烈回应，会后与人间佛教中心陈剑锽教授、

台湾佛光山觉培比丘尼法师及多位中文大学商业管理学系的教授交流，畅谈甚欢。

导师并承诺将收到的 1,300 港元演讲费以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名义捐给慈氏文教

基金印书基金，并会将在香港可作扣税用途的慈善团体收据寄回给陈剑锽教授，接着又匆匆

赶回慈氏文教基金主持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的筹备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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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日
梵天东土并蒂莲 慈尊天冠思惟像
庄严圣洁胜后代 专修班授三十颂
韩清净老注疏法 导师释疑解众惑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visited the Exhibition on Buddhist statues between 400 - 700 A.D. in
India and China at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i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1, 2017 and was
impressed by the crowned and thinking Maitreya Buddha statues.

2017 年 9 月 1 日周五下午导师在杭州培训班李依泽执行班长、回杭探亲的多伦多培训班

包茜旎班务委员陪同下参观浙江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梵天东土，并蒂莲花 — 公元 400 —

700 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大展”。

导师对展出多尊天冠/思惟慈尊 (弥勒) 雕像印象特别深刻，更坚信南北朝至隋唐的慈尊

(弥勒)“天冠像”影响藏传佛教、“思惟像”影响日韩佛教至深 (“思惟像”在古代又名“支

颐像”)，布袋尊像是五代至宋才流行代表民间草根阶层的造像，所以日本佛教只列为“七福

神”之一，不作为慈尊(弥勒) 像供奉。而台湾的外道——弥勒大道更只知有布袋和尚像而不

知有天冠及思惟像。

筹备三年，印度中国十多个单位合作，卒至成功，值得参观，不容错过。

当天晚上导师连续三个小时为专修班新旧学员重新讲解清末民初韩清净老人《唯识三十颂

诠句》，新参加的学员如杭州黄军班长、多伦多包茜旎班务委员，旧学员如杭州徐梅班务委员

均反应积极，热烈发问，导师均细心解答，广释众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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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日
金陵接续振慈宗弘宣唯识三十颂
华东学子多秀士巧循妙有探真空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intermediate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Nanjing by elaborating the Thirty Verses of Vijnptimatra within 3
hours in the afternoon of September 2, 2017.

2017 年 9 月 2 日周六上午导师在杭州专修班李依泽、黄军两位执行班长和多伦多培训班

包茜旎班务委员陪同下乘坐高铁前往南京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南京普通话中阶培训班，

南京尹宏文班长从车站接导师一行到鸡鸣寺略进素面后，到芝云山房会所讲课，协办单位南京

师范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黄征教授全程在场护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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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积 40 年业余讲课及从事金融业高管经验，擅于鉴貌辨色，看到绝大部分听课的青年

学人随听随解，欢喜信受，没有疑惑的表情，察觉今次南京中阶班学员人数虽略逊于其他城市，

但均十分年轻，上课专注，领悟力强，素质甚佳，故将原本需历时五个小时课程，浓缩至三个

多小时完成，先依导师在印度那烂陀大学演讲的 PPT，再依去年“慈宗青年文化节”讲经交流

结集的《唯识三十颂》讲义课程。

下课后导师在宏文班长推荐的准扬菜餐厅宴请了南京/杭州/多伦多班委成员及部分学员，

继续畅谈慈宗法义三个小时，才返程回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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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8日
名酿酬嘉宾共襄慈宗周
文化启觉性论坛育青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a luncheon to a group of good friends including Mr Li Zhong,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CPPCC Shenzhen Committee and his wife Helen Luk who are
sponsors to the Maitreya Studies Forums in 2018 by opening 1995 Dom Perignon, 2000 and 2010
Lafite at the club house of his residence on Sept 8, 2017.

2017 年 9 月 8 日周五中午导师在住宅私人会所宴请了好友包括深圳政协常委李中兄和中

华海外联谊会理事陆海嫂贤伉俪等嘉宾，感谢捐资赞助明年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青年思想教

育为重点的第一届慈宗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并动员香港志愿者协会明年三月下旬

派遣义工到香港青年协会会场及机场帮忙接待工作。

导师特别开了 1995 年 Dom Perignon 香槟王、2000 年和 2010 年拉斐 Lafite 各一瓶，

以酬嘉宾。

22 年历史的香槟王清醇甘香，令人精神一振，千禧年出产的拉斐是全球第一次公开拍卖

时投得，醇厚无比，令人陶醉，相隔十年的拉斐 2010 虽有七年历史，但仍显新酒劲度，看来

可以多放一二十年。

席间畅谈有关香港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大家都希望把明年的慈宗周双论坛办好，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略尽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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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9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third lesson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 -
bhumi - sastra Bodhisattva - 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a disciple of Master Xuanzang,
Tang Dynasty at one of his private premises freely used by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in the afternoon of Sept 9, 2017.

2017 年 9 月 9 日周六下午在教师节的前一天，导师在免费借出给慈氏学会 (香港) 使用

的天后庙道高级住宅区私人物业为港深珠专修班学员主持《瑜伽师地论 (伦) 记•种姓品》第

三讲。

导师是清末民初以来第一位公开讲授《伦记》的教育家。

今次以在北京讲课时，指导任职大学讲师的学员许小冬仁者整理出来具备新式标点与

科判的《伦记•种姓品》原文与导师讲授的白话解释编成的对照表作为教材，令学员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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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教材将被进一步修订为《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的初稿，透过“内联网”让经导师特许

的慈氏学师资培训班/进修班/专修班学员在网上学习，不许下载，不许外传。

今天下午的课程至为重要，导师清晰说明除“无种姓”有情众生外，先天无漏种子寄存之

处，及有漏种子与无漏种子在发心、修行、见道过程中的生起次第。

在深圳关樱与涂潇潇两位学员先后发问后，导师更详细说明原始佛教的“十八界”与“第

八阿赖耶识相分”所摄根身/器界/种子的关系及“赖耶相分”本质种子“现行的”“相对真实”

与“前六识相分”的“影像作用”的差异，令学员们如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导师勉励大家藉此得窥唐疏、比明代四大高僧更幸运、千年难遇的机会，好好学习，不要

虚度此生。

导师更藉机再次说明“唯识无境”及修“唯识观”的原理，并说明若

“藏密格鲁派”是“密法中的显教”，

“慈宗唯识学”则是“显教中密法”，

所以有《解深密经》的得名及有“我于凡愚不开演”的经偈。

导师再三嘱咐大家珍惜这种基于自古印度以来，历经唐代以至近代 —— 清净传承、甚难

希有的修学福报，学员都欢喜信受，发愿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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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9日
珍惜生命谙因果 热线言语传悲悯
义工勤勉获嘉奖 导师现场励正气

As an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and for the celebration of his 60th birthday,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tributed 60 red pockets in which a new HK$ 500 note is enclosed in each pocket
totally HK$ 30,000 for lucky draw by volunteers of Hong Kong Suicide Prevention Hot Line
Services in the annual dinner on Sept 9,2017 .

2017 年 9 月 9 日周六晚上导师以执行委员会成员身份应邀参加香港防止自杀工作最享盛

名的“生命热线”22 周年庆祝晚宴，是晚筵开 18 桌，除 40 位嘉宾外，有 150 位义工出席参

加，现场并有服务 20 年的义工发表感言，令人振奋。

为酬谢广大义工一年来勤勉用心，接听电话，服务大众，挽救心理危机，导师以仍在六十

岁阳历生日和农历生日之间为由，即场慨捐 60 封红包供出席晚宴者抽奖，每封内有蔟新的

500 港元现钞，共计 30,000 港元，是现场捐出最多现金以供抽奖的嘉宾。

大会恭请导师亲自主持抽奖，导师妙手一气呵成抽出 60 位绝大部分是义工和少部分职

员，没有嘉宾被抽中，带动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欢呼不断，散席时导师仍沿途遇到义工表示感

谢红包及祝贺生日，令导师深受感动。

其他奖项有生命热线两位赞助人的崇光百货礼券和帝苑酒店餐券，首桌并有执委会主席

提供、导师喜爱的法国 Montrachet 白葡萄名酿

生命热线执委会主席、原全国政协常委、新鸿基地产集团原董事会主席郭炳湘先生之夫人

郭李天颖女士一再表示感谢导师的支持，并即席签署回执答允担任明年慈宗周双论坛的荣誉顾

问，共襄盛举。

导师表扬了同坐首桌的著名舞台剧导演高志森先生年前指导新加坡佛教团体玄奘舞台剧，

演出十分成功。席间自温哥华返港担任歌手、健康常识丰富的生命热线新委任亲善大使姜丽文

Lesley 小姐 (名演员秦沛的女儿) 再三向导师请教从佛教角度如何解释情绪低落、忧郁甚至

自杀的成因及对治方法，导师一一耐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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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0 日
深圳初阶培训班 群棣毕至贺导师
新知旧学庆佳节 发愿勤参共修会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primary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Shenzhen by introducing his writings " Eight Talks on Buddhist Studies "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wo senior students Ingrid Guan and Sze Jiabin and elaborating the essence of Heart
Sutra in the afternoon of Sept 10, 2017, Ingrid presented flower bouquets to Professor Wong on
behalf of the classmates as a token of the Teacher's Day in China.

2017 年 9 月 10 日周日下午导师在深圳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普通话培训班，适逢教

师节，关樱班长代表全体学员向导师献上鲜花，表示敬意，导师深感欣慰。

今次不少原有学员都推介好友家人甚至亲自陪同前来参听，导师首先以半个小时介绍佛教

的本质是教育不是宗教，慈氏学从古印度到中国唐代以至近代的源流，以及师资培训班举办的

目的。

再由施佳斌班长及关樱班长各以半个小时导读《佛学讲话》第一讲《五乘佛法的判摄》和

第三讲《无我论》，再由导师讲解业果轮回的观念，略述四圣谛特别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

修道论，以“四念住”、“二甘露门”为重点的“三十七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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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第七讲《菩提心与菩萨行》、第八讲《大菩提与大涅盘》结合《般若心经》讲解，

学员对导师依据慈恩大师窥基和上《心经幽赞》严谨家法阐释《心经》，感到不同寻常，尤其

一些从未接触佛法的学员，更由此引发继续探究佛法的兴趣，期望参加十月中旬的中阶培训班。

下课后班委成员和部分新学员坚持要一起宴请导师祝贺教师节，席间听到导师评论各地以

杭州班委最早完成初中高阶培训班，共修也已完成《佛学讲话》和《般若心经》，已经进入《唯

识三十颂》的复习，最为优秀。

深圳有熟读《广论》的净樾班长，更有新加盟的佳斌班长，在关樱班长推动下，必将后劲

凌厉，有新学员即席建议一月一次的共修会时间相隔太久了，希望能一周一次更能满足大家巩

固慈氏学基础的热忱，导师大为赞叹，深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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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2 日
深圳政协理论会 特区发展作导航
港区省级政协联 齐贺共和国运隆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CCPPC Shenzhen Committee Theory Research Institute"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on Sept 12, 2017 and attended PRC's 68th National Day cocktail party
held by "Association of Provincial Committee Members of CCPPC in Hong Kong District" in the
evening of Sept 14, 2017.

2017年 9月 12日周二下午导师在深圳以唯一来自香港的常务理事身份出席深圳市人民政

协理论研究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和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本会原任会长/副会长包括原深

圳政协常务副主席/深圳大学书记姜忠女士、现任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林洁女士等，常务理

事包括多位深圳市著名的专家学者。

会议由余立功秘书长主持，大会选出深圳政协刘润华常务副主席为新任会长。

导师在常务理事会上获余立功秘书长表扬在过去一届的贡献，并获刘润华会长邀请即席简

短发言，导师以《中国梦·深圳想》说明深圳作为内地发展最早和最成功的特区城市，对实践

中国梦、振兴中华民族，应该有独特的构想，深圳政协正是为达此目的出谋献策的机构，政协

理论研究会更是建立基础理论和综合理论的政协大脑神经。

导师更以“深圳政协港澳委员联会”(深政联) 会董身份建议“政协理论研究会”可以加

强与香港机构包括深政联、香港高等院校的深圳分校合作研究在前海发展、国际金融、科技创

新、文化交流等方面与香港进一步合作的模式，定期与友好单位/高等院校联手举办论坛，邀

请专家学者发表有关深圳未来发展可行方向的论文等。

2017 年 9 月 14 日周四傍晚导师以陕西省政协委员身份出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会”换

届大会和国庆酒会，在中联办谭铁牛副主任和沈冲部长带领下，与会人士共祝国运昌隆，导师

并藉此机会祝贺同乡老友施子清先生的公子荣怀君荣任新一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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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6 日
藏传名家京相聚 慈宗论坛添硕学
厦门友好续庆生 家乡美食快朵颐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entertained Professor Dr. Mathes, a well known Tibetan Buddhism
expert from University of Vienna with Peking duck，fine French red wine and Japanese whisky in
Beijing on Sept 16,2017, Professor Wong arrived Xiamen in the evening and enjoyed delicious
seafood from father's native land, friends from banking sector brought birthday cake to celebrate his
lunar calendar 60th birthday (Canadian time).

2017年 9月 16日周六中午导师在京接待远道而来中国内地讲学的欧洲著名藏传佛学专家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佛学硏究所所长 Mathes 教授，中国著名藏学专家已故王尧教授最得意门

人、留德十余载、身兼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席的沈卫荣教授亦一同应邀出席，能操流利

英语的慈氏文教基金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兼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筹委会执行秘书处副主任秘

书胡少楠硕士陪同导师接待客人。

Mathes 教授欣然答应导师邀请参加明年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发表论文，他希望争取

明年三月在尼泊尔讲学日程中挤出两三天，3月 28 日来港参加欢迎晚宴，3月 29 日上午参加

开幕典礼后做论文报告，3月 30 日返回尼泊尔。

沈卫荣教授对参加明年论坛亦积极回应，并希望今年十月能先请导师到清华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讲课，北京酒店餐厅知道今天仍是加拿大时间导师的六十岁农历生日，仍然献上寿面

寿桃，Mathes 教授对北京烤鸭等美食和法国木桐家族名酿、日本山崎威士忌赞不绝口。

导师傍晚到达厦门，准备主持 9月 17 日周日下午在华厳寺举办的中阶培训班并以副会长

身份参加 9月 18 日周一下午的厦门海外联谊会周年大会。抵厦后与前来支持中阶培训班的慈

氏文教基金青年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兼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筹委会执行秘书处主

任袐书成都秦璇营长和厦门银行界友好共进晚餐，厦门好友为导师准备了生日蛋糕庆生，导师

亦请大家品尝家乡风味的海蛎煎、面线糊、炒油面、煎小黄鱼和福建鱼丸，重温年幼时在家的

口味，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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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6 日
导师年届花甲时 中信银行三十诞
尽瘁公司治理事 两任独董港一人

As independent director, nom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CITIC
Bank,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its 3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morning of Sept 16,2017 in Beijing.

2017 年 9 月 16 日周六上午导师以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独立非执行董事身份出

席中信银行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与导师认识超过 30 年的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致词时特

别感谢了独立董事们的贡献，大会历时一个半小时，内容紧凑，气氛热烈，有颁授 30 年服务

奖，舞蹈演奏，朗诵歌唱，宣读誓词，最后以中信集团与中信银行三长 (董事长、监事长、总

经理／行长) 与董事们合照圆满大会活动。

今天上午的纪念大会标志着中信集团和中信银行对中国金融甚至对全球金融的卓越贡献，

据悉，中信的品牌在全球银行中排名在前三十名，导师在 30 年前就于所属的加拿大皇家银行

与中信集团有紧密的业务合作，对中信今天的成就，与有荣焉 !

导师是唯一香港资深银行家连续担任两家中国内地股份制银行各两届独立董事的业界精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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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7 日
慈宗学会肇厦门八十五载又重兴
金砖盛况有余韵海外联谊聚英才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intermediate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Xiamen on Sept 17, 2017 and as its Vice President, attended Xiamen Municipal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on Sept 18, 2017.

2017 年 9 月 17 日周日下午导师于厦门华严寺在慈氏文教基金青年委员会成都秦璇营长、

厦门马旭东执行班长、吴桂兰名誉班长、葛姗副班长协调统筹下，用五个小时主持了第一届慈

氏学青年师资厦门中阶培训班，详细讲解了古印度瑜伽行派世亲论师造论、唐三藏玄奘大师译

梵为汉的《唯识三十颂》。

听众有来自包括银行界等不同界别的精英和包括泉州等闽南不同城市的学人，对导师深入

浅出、鞭辟入里的讲解，欢喜赞叹！

晚上导师在下榻酒店宴请了厦门班委成员，马旭东班长向导师致送珍贵佛珠祝贺导师六十

岁生日，令导师十分欣慰。

2017 年 9 月 18 日周一下午导师以副会长身份参加厦门市海外联谊会周年大会，大会冠盖

云集，150 位闽籍精英共聚一堂，导师与新上任的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兼厦门市海外联

谊会长张烂民先生畅谈甚欢。

金砖会议后的厦门市犹如换上新装，更添姿彩，令导师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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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0 日
英贤会聚人民会堂 政协主席提示训勉
护持祖国伟大事业 弘扬中华文化精粹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t People's Great Hall in Beijing in the morning of Sept 20,2017.

2017 年 9 月 20 日周三上午导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

和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孙春兰部长与中华海外联谊会全体理事的会面，俞主席讲话的大意

有四个重点，就是勉励：

01. 海外理事们参与祖国的经济建设

02. 港澳理事们支持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03. 支持祖国完成统一大业

04. 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俞主席的讲话受到理事们鼓掌热烈欢迎，会后俞主席和孙部长与全体理事合照留念。

导师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由孙春兰会长亲自主持的中华海外联谊会成立二十周年庆祝

大会和四届二次理事大会及午餐，聆听了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荣誉顾问、全国人大代表霍震

寰先生 (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哲嗣) 以副会长身份代表香港理事发言。

与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另一位荣誉顾问、全国政协常委李家杰先生 (香港大企业家/大

慈善家李兆基先生长公子) 畅谈推广中华文化精粹——慈氏宗学的方式；并与出席 2016 年慈

宗青年文化节的主礼嘉宾中央统战部仇昱副局长喜相逢。

人民大会堂的菜式一如既往，保持极高水准，其中酸辣乌鱼丸汤和富贵海鲜羹尤其出色

(后者的珍贵食材都与福建名菜“佛跳墙”一样，但不名“佛跳墙”，不会对佛陀有不敬之意，

尤见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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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3 日
虚公当年讲维摩 导师今日演唯识
学人四方聚京华 参听不忘续贺寿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intermediate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Beijing in the afternoon of Sept 23, 2017, Professor Chen Shaojian of Qinghua
University hosted a dinner of Hebei specialty food to post - celebrate Professor Wong's 60th birthday
that evening.

2017 年 9 月 23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北京“正心正举应用科学研究院”主持了第一届慈氏学

青年师资北京中阶培训班。导师选拔了严守家法、尊师重道的慈氏文教基金行政委员会/总务

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瑜伽伦记》北京专修班王小根班长担任助理讲师，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节下午 1:00 — 2:00

王导师 : 《玄奘大师有关八识偈颂的传译与发展》

(依据导师在印度那烂陀大学英语演讲中英对照 PPT)

第二节下午 2:00 — 2:30

王导师讲 :

01.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

04. 是无覆无记触等亦如是恒转如瀑流阿罗汉位舍

第三节下午 2:30 — 4:30

王小根班长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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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次第二能变是识名末那依彼转缘彼思量为性相…………

16. 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及无心二定睡眠与闷绝

第四节下午 4:30 — 6:30

王导师讲 :

17. 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

30. 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常安乐解脱身大牟尼名法

(依据 2016 年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特刊颂文讲义)

耗资数千万元建立三千平米“正心正举应用科学研究院”弘扬国学与科学的陈剑峰院长和

王微助理亲临现场旁听支持，剑峰院长对现代科学/道家思想/禅学均有极高造诣，对导师深入

浅出、引喻得当地阐明“唯识无境”的奥义领悟甚深，赞叹不已，学员中有从西安、上海等地

远道而来参听的，均感不虚此行，法喜充满，并都婉拒交通补贴，好学难得之至。

下课后，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特别助理陈绍建教授在“直隶会

馆”设李鸿章府宴为导师补贺六十岁生日，王小根班长和陈绍建教授分别先后向导师献上鲜花

贺寿，小根班长更敬赠特别从日本选购回来的双手念珠作为贺礼，文教基金学务委员会刘煊桦

执行副主任亦献上手抄的悉檀梵文《心经》以表心意。

导师回赠绍建教授古巴雪茄一盒，感谢引介到剑峰院长这所清静舒心、学术氛围浓厚的学

院举办中阶培训班。剑峰院长、王微助理和北京班委成员及明年慈宗周双论坛义工共逾十人一

起参加，品尝名菜佳酿，畅谈佛法，直至深夜，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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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6 日
弱冠结缘家教中 随机说法度青年
数十年后因成果 慈宗义理播澳洲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hosted a lunch on Sept 26, 2017 for his private tutoring high school
student 40 years ago who came a long way from Australia to sponsor Maitreya Forums in March
2018.

2017年 9月26日周二中午导师在慈氏文教基金财务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深圳关樱班长陪同

下，于香港住宅会所餐厅宴请远道从澳洲回来，在 2017 年 10 月底截止刋登于《唐译华严经

疏合刊》功德录之前，以夫妻名义捐款赞助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的黄咏明仁者。咏明仁者并

带来曾任专业会计师的父亲十多年前业余手绘的荷花图及《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典名句“诚重

劳轻，求深愿达”书法作为宽别近 40 年的见面礼，导师则回赠全套十册《慈氏学丛书》及 2016

年慈宗青年文化节风衣等纪念品。

导师是 40 年前咏明仁者在中学时期的家庭补课教师，当时导师正在香港大学肄业，在补

习英语数学之余，为咏明仁者讲解基础佛法 (导师 15 岁初中时期即开始学佛，1977 年进入香

港大学后即正式追随罗时宪宗师深入研习唯识奥义)，咏明仁者自此对佛法留下深刻印象。

早年移居澳洲后，咏明仁者创立 IT 顾问公司在当地业界建立声誉，近年提早退休专心修

学佛法，在网上看到导师在澳门佛教中心协会药王寺以慈宗家法讲授《般若心经》视频，得悉

导师微信号，与导师重新建立联系，除发心捐款赞助慈宗周双论坛外，并报名参加 10 月 15

日周日的深圳中阶培训班，聆听导师讲授《唯识三十颂》。

导师当年以补课收入经常捐款印经，及恭请罗时宪宗师到香港中环陆羽茶室品尝名茶美

点，单独请教唯识奥义，数十年后咏明仁者远隔重洋竟在网上听毕罗公《唯识方隅》广东话录

音全部课程，并影响父母修学佛法，其八十高龄母亲成为当地佛光山道场“讲师”，其父则在

佛寺中教授书法绘画，接引侨民，因缘不可思议，竟致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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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 日
杨仁老取籍东瀛 光羲大德赠述记
虚公上生七十年 慈宗光耀大阪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intermediate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Osaka, Japan on Oct 1, 2017.

2017年 10月 1日周日下午导师在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大阪中

阶普通话培训班。

2018 年慈宗周双论坛筹委会两位主任秘书李依泽和李思颖自费远道从杭州来大阪支援，

带来讲义和慈宗文化节风衣派发给学员。

学员中不少悟性甚高，对导师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文字讲解《唯识三十颂》颇有领悟，如大

阪当地华商会会长毕广军仁者和协办单位负责人宋代名将岳飞后人岳迅飞博士均认为中阶培

训班内容比初阶培训班更有启发性，得益不少。

课程结束后，毕广军仁者、岳迅飞仁者与在日本经济大学任教的苗芡女士联合捐资作为明

年慈宗周双论坛的银白莲花赞助人，充分显示大阪师资培训班学人的护法精神。

除岳迅飞博士明年三月下旬来港于慈宗青年论坛发表论文外，毕广军会长亦表示将自费来

港参加盛会。

导师暂订 12 月 9 日周六在大阪举办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高阶普通话培训班。冀在年底

前圆满结束为纪念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慈宗名义更新者太虚大师上生 70 周年，在日本举办

的一系列初中高阶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课程。

也对太虚大师受杨仁老取籍东瀛、重刻唐疏，梅光羲大德在广州赠送自日本合浦珠还的《成

唯识论述记》，成就太虚大师深入唯识奥义的殊胜因缘有所回应，培养一批将来能在日本光耀

慈宗的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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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4 日
慈宗学会肇闽南八十五载又重兴
虚公上生七十年厦门圆满师资班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Xiamen on Oct 14,2017.

2017 年 10 月 14 日周六上午导师在原籍福建，现任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副会长、澳门佛

教中心协会会长戒晟法师在厦门的道场——华严寺圆满举办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厦门高阶

普通话培训班。

参加者有不辞辛劳大清早从泉州等地赶来上课的学员。

大家对能圆满听毕“慈宗戒定慧三学”，包括今次有关大乘菩萨的专业守则——“瑜伽菩

萨学处”和导师介绍的四种修止入门方式，“数息观”、“月轮观”、“慈悲观”及“本尊佛

像观”以至“九住心”及可供“奢摩他”成就后修习的“五重唯识观”，均感法喜充满，受益

不浅。

导师勉励学员获得圆满结业证书只是个开始，不是结束。

未来还应参加训练学员阅读唐代注疏能力的《唯识三十颂诠句》专修班以至 2019 年为庆

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举办的“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以三至五年时间努力修

学成为慈氏学初级讲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慈宗学说。

厦门青年师资培训班，是继杭州班后第二个内地圆满举办初中高阶培训班的城市，可见

太虚大师出生地的浙江和创立慈宗学会的闽南，都是法缘深厚的胜地。

导师与戒晟法师的弟子定觉当家互赠纪念品留念，在飓风吹袭厦门前顺利登机前往深圳，

以便继续主持 2017 年 10 月 15 日周日下午举办的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深圳中阶普通话培训

班，嘉惠广东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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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5 日
飓风无阻修学情 远近学人聚法坛
岭南昔留虚公迹 鹏城今日振慈宗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intermediate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in
Shenzhen on Oct 15,2017.

2017 年 10 月 15 日周日下午导师在深圳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普通话中阶培训班，

除深圳本地人士外，有来自澳洲、香港和广州等地的热心学员，尤其难得的是澳洲和香港的几

位学员在八号台风讯号悬挂时，赶乘最后一班火车从香港前来深圳上课，导师也因早一天从厦

门完成高阶培训班后飞到深圳，得以顺利讲课，因缘不可思议。

学员对导师整个下午深入浅出地独自讲解的《唯识三十颂》玄奥义理，触动甚深，均认为

冒着风雨来上课，十分值得，不虚此行！

深圳狮子会卢志强会长发表感言如下：

承导师明查并鼓励！我确实有另外一个公益学院的课程在进行中，冲突了。

我经过了深思审虑的过程，简单说就是进行了价值判断，虽然公益学院的课程已经付了学

费，但我内心还是想跟王导师学习，于是我就来了……

再次感恩王导师台风天不辞劳累为我们精彩授课！整个下午近 5个小时的授课，如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让我们觉得醍醐灌顶，瞬间融会贯通！

感恩王导师的大菩萨发心！



101

广州左峻松仁者先后来讯如下：

刚拜读完导师您撰写纪念罗太老师的《生有自来念罗公》深受感动 学生曾与 1988 至

1999，外派住港八年，有缘亲近永惺先师及菩提学会静坐班，学长黄镜文师兄常提及罗太老师

的功德与修为，已仰慕不已。可惜当时学生一心只想学天台小止观，不晓得抓紧机会亲近太老

师唯识学等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及导师您。错过了好时机。

希望亲灸导师教导，导师网上视频上传的不多，只看了厦大两个讲座，十分精彩！

感恩导师。十分精彩的讲座开示 澄清许多观点。关键是更坚定了信仰。感恩关师兄及深

圳同修师兄的好安排。

曾为导师家教学生，与导师阔别近四十年的澳洲黄咏明仁者亦来讯如下：感谢老师昨天的

教导和招待，我和太太获益良多！

下课后，慈氏文教基金宣传委员会主任、安信证券执行总经理刘义林仁者宴请了导师和多

位同学，畅谈法义，尽兴而别。

2017 年 10 月 21 日
奘师受戒千四年 蓉城圆满高阶班
慈宗学人添新进 慧泽甘霖润世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Chengdu on Oct 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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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1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成都主持了第一届 (2017) 慈氏学青年师资成都普通

话高阶培训班，以四个半小时讲毕“四重四十三轻”慈宗学人实践菩萨道的专业守则，而入门

起步则可先试行遵奉“新十善法”和慈宗修习止观的入门方法，修止可选择:

“安那般那数息观”

“慈悯观/慈字观”

“月轮观” (源出唐密)

“本尊佛像观” (宗喀巴大师极力推荐)

其中尤以观想天冠慈氏世尊像和慈氏菩萨思惟像，最适合慈宗学人修止，继而进一步修习

“唯识空观”，必有大成，听众均感法喜充满，获益良多。

下课后，导师在四川大学旁的上课宾馆以价廉物美的八荤八素晚餐宴请大力支持去年第一

届慈宗青年文化节的成都好友和毕业学员。

成都高阶培训班圆满结业晚餐出席名单：

01. 王导师

02. 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原市政协副主

席何绍华先生

03. 四川省人大常委兼省人大民宗委主任、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宗局局长王增建先

生

04. 成都市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吴洪涛女士

05. 成都市著名古琴家张婷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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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成都市著名油画家荣志彬老师

07. 成都市著名油画家谢常勇老师

08. 秦璇营长

09. 刘娟同学

10. 王怀儒副班长

11. 刘重志同学

12. 邱沛轩同学

13. 孙秀琼同学

14. 唐玉柱同学

15. 秦静同学

16. 李天啸同学

17. 蒲雅云同学

何绍华先生和王增建先生颁发证书，对学员勉励有加，希望学员继续努力学习，日后能成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人才，导师并即席邀请与会嘉宾参加明年慈宗周双论坛，张婷婷老

师欣然应允前来古琴义演，荣志彬、谢常勇两位老师慨然答应各㩦一幅油画近作前来送赠大会。

餐后导师继续为同学们解答大乘奥义，指导日后共修方式，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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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2 日
虚公昔年讲维摩 盛弘在家菩萨行
今日圆满高阶班 慈宗法雨泽京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Beijing on Oct 22,2017.

2017 年 10 月 22 日周日下午导师在北京主持了第一届 (2017) 慈氏学青年师资北京普通

话高阶培训班。

导师 21 日周六下午在成都圆满结束高阶培训班后，22 日周日早上乘坐 9:00 航班赶往北

京。

下午先由北京王小根班长为学员讲解《瑜伽菩萨学处》的“四他胜处”及障“六波罗蜜多”

的“布施度”全部偈颂和“戒度”中的“七支性罪”开许之道，导师到后接着解说其余颂文。

导师又依所著《习定管窥》图表和唐代慈恩大师窥基和上《法苑义林章•唯识章》原文解

释慈宗止观修学方式，同时为学员重温《唯识三十颂》中“唯识无境”的原理，前六识见分/

相分(“亲所缘缘”) 和第八识相分(“疏所缘缘”) 的结构，以阐明“泯相证性”的“唯识空

观”修习之道。

除北京本地人士外，学员有来自上海和山东济南的学员，均对“慈宗唯识学”的“境行果”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下课后，由小根班长在正心正举研究院所在园区内餐厅宴请毕业学员，由导师亲自颁发圆

满结束证书和给小根班长作为助理讲师的表彰状。

导师在晚宴时再为学员解答佛学疑难，并勉励小根和钦璇两位班长带领结业学员从初阶班

课程开始进行共修，希望这批北京新结业学员日后有机会参加《唯识三十颂诠句》和《瑜伽师

地论•本地分•菩萨地 (遁伦) 记》专修班，继续深入慈宗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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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8 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4th lesson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bhumi-sastra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 Lun of Tang Dynasty at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K.) on Oct 28,2017.

2017 年 10 月 28 日周六下午导师在慈氏学会(香港)主持《瑜伽(伦)记•本地分•菩萨地

•种姓品》专修班第四讲，依据《伦记》详细解释旧译《菩萨地持经》译文疏漏之处，说明学

人研习应以玄奘大师新译为依归。

再解释新译《菩萨地》卷首“总摄颂”以“十法”统摄二十七品(连最后一品共二十八品)

的殊妙之处。

该颂既统摄“三持” (大三持)

01. 持瑜伽处

02. 持随法瑜伽处

03. 持究竟瑜伽处

及初持中之“三持” (小三持)

01. 种姓持

02. 发心持

03. 菩提分法持

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学有准绳，行有阶梯。

学员得闻，法喜充满，得未曾有。

导师并勉励香港李净樾班长统领学员，修定北京专修班笔记已有的注释语译及未完成部

分，将来上载内联网，利益真正发心的慈宗学人，几经修定，再刊印流通，利乐有情。

导师拟调整行程，争取十一月份能有三个周末留港授课，即较原定计划增加一讲，以便能

在年底前完成《伦记 • 种姓品》大部份内容讲解。

（连续在 11/11、18/11、25/11 主持专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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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4 日
虚公上生七十载 金陵受学振慈宗
南京圆满高阶班 慧泽甘霖润华东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Nanjing on Nov 4,2017.

2017年 11月4日周六上午导师在南京大学主持了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南京普通话高阶

培圳班，用指导博硕士研究生的方式，以三个小时圆满结束“慈宗戒律学”和“慈宗止观学”

的三级培训班。

学员对自唐代大遍觉三藏玄奘大师译籍和慈恩大师窥基和尚建立“唯识空观”观法以来，

首次以慈宗慧学(包括空有两轮)、戒学、定学一气呵成的培训课程赞叹不已，均感获良多，法

喜充满。

导师勉励学员继续参加共修以至拟在 2019 年为庆祝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而举办的

进修营，深入慈宗法义，广宣流布。

因工作关系未能参加中阶班而未获颁圆满结业证书的学员，亦发愿 8 — 9/11 两晚到杭

州参加《唯识三十颂诠句》专修班补课，好学难得。

导师中午宴请多次安排及支持导师在栖霞寺和在栖霞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校园讲课

的栖霞区民宗局盛艳局长，协办初中高阶师资培训班的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黄征教

授，支持慈氏文教基金购赠珍贵佛典助建各地慈氏图书馆的金陵刻经处代表刘巍主任助理，南

京培训班尹宏文班长、杜亚明副班长，远道从上海来上课的叶为胜、陈格仁者 (导师在上课时

特别表扬杜亚明副班长精心制作的高阶培训班教材，亚明仁者也与其他两位结业学员陈尉、伍

林联合捐款作为明年慈宗周双论坛银色莲花赞助人，发心难得)。

席间畅谈太虚大师创立慈宗和鼓励在家菩萨行以契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深义及佛陀教育传

播的现况。导师特别提出有关当局和社会上有识之士，应区分有宗教祟拜仪式的佛教活动和纯

粹教育性质的佛陀教育传播，前者应继续在现有体制下予以监管，后者应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

粹予以鼓励推广传播，与会嘉宾学员充分交流，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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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6 日
苏州雅聚赞贤士 颂扬印经功德行
佛法本质是文教 在家菩萨重弘传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invited to the dinner party hosted by President Song of
Honghuashe Charity Foundation in Suzhou to discuss future cooperation in the evening of Nov 6,
2017.

2017年 11月6日周一晚上导师在苏州与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宋浩理事长和许峰副理事长亲

切会面，并获宋理事长热情宴请，苏州凤凰佛教负责人杨小京先生，文化传媒企业家张岚女士

参加了聚会。

双方热烈讨论未来合作计划，导师对弘化社一直以来刊印经书免费流通的弘法事业，给予

高度评价，并对计划重刻宋代《开宝藏》的宏愿，表示支持，宋理事长更表达了刻成之后将分

赠内地高等院校慈氏图书馆的意愿，导师表示衷心感谢。

导师介绍了慈氏文教基金今年为纪念太虚大师上生七十周年，在海内外举办了一营二十五

班及杨仁山老先生当年金陵刻经之外，创立祇洹精舍培养弘法人材，包括欧阳竟无大师、太虚

大师、梅光羲大德的事迹，宋理事长亦表示弘化社也会进一步举办佛学班培养人材，导师大表

赞同，认为类似的在家菩萨行是未来佛陀教育弘传的希望所在。

导师向宋理事长致送特别纪念品、2018 年慈宗双论坛特别嘉宾邀请函及分赠与会人士慈

宗青年文化节特刊、纪念品和《佛学讲话》简体字版。

导师对是晚苏州特色菜肴十分欣赏，尤其是花鲢鱼汤和荠菜汤丸，及苏式鱼丸，鲜美可口，

导师亦从香港带来法国名酿，与大家分享，畅快交流，直至深夜，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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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8 日
偷得浮生半日闲 余杭游览径山寺
大慧宗杲禅机渺 紫柏刻藏址不存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visited the newly reconstructed Jingshan Monastery at the suburb of
Hangzhou on Nov 8,2017.

2017 年 11 月 8 日周三下午在导师专诚到杭州为特选学员讲授《唯识三十颂诠句》前，在

陈金莲名誉班长、李依泽执行班长、徐梅班务委员陪同下参观重建后开光在即的径山寺。

据悉寺中殿宇全是重新建筑，佛像都是来自福建莆田的新雕。较有特色的是天王殿的四大

天王及观音殿的千手观音和三十二应身。

入口处展览馆和小卖部也都来自莆田的小尊佛像，俨然是莆田佛像展销会。

除此之外，看不到宋代大慧宗杲和明代紫柏真可的禅机道风，或许日后建立的大慧宗杲纪

念馆可以稍添颜色。

导师刚从北京出版界友好得悉预订年余的 230 册《径山藏》已重印完成，欢喜无量。但

在这里已见不到寂照庵遗址和重经明教的遗风，希望日后有大德能重建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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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8—9 日
高阶圆满续专修 慈宗唯识三十颂
韩老诠句承唐疏 杭州详授育师材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nducted the 2nd and 3rd lessons on Explanatory Notes of Thirty
Verses of Vijnaptimatra by Upasaka Han Qingjing, late Qing Dynasty on Nov 8 - 9, 2017.

2017 年 11 月 8 — 9 日周三周四晚上导师在杭州为特选学员主持《唯识三十颂诠句》专

修班第二、第三讲。参加者包括班务顾问潘友明处长，李依泽、黄军执行班长、陈金莲名誉班

长、黄桂锐常务副班长、来自多伦多的包茜、上海的陈格和浙大的曾旺等仁者。

导师逐句详释清未韩清净老人依据唐疏浓缩节录的《唯识三十颂诠句》，以培养学员将来

直接阅读慈宗唯识学唐代注疏的能力。

图文并举解释“由假说我法……唯舍受”的颂文。说明前六识“见分”/“相分”、第八

识“相分”—“亲所缘缘”、“疏所缘缘”、“托质变相”的关系和“唯内识、无外境”的原

理。

“异熟”三义和三“藏”含义，八识“相分”摄持根身、器界、种子(包括色法、心法种

子)为所缘，八识“见分”为能缘，皆不可知；赖耶相应五“遍行心所”的性质、业用。

同时为大家重温“五蕴”何以“色蕴”、“识蕴”以外别立“受”、“想”、“行”三蕴

“思业”和“思已业”，“业”即“思”，第六意识相应“思心所”的作用。

从赖耶与根身“同安危”说到“四食”中的“识食”，及阿赖耶识非一、非常、非主宰，

不是“神我”和“灵魂”的特质。

并解答了学员不同的疑问包括从包茜仁者有关禅修选择所缘境的问题回顾“法谓轨持”的

定义。

最后嘱咐思路清晰的曾旺仁者统筹编译导师口义发到《唯识三十颂》共修群中供同修参阅。

2017年 11月 9日周四中午导师宴请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生春教授，

回顾今年在中心协办下于杭州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杭州初中高阶培训班，并探讨

未来进一步合作计划，并向周生春教授面交 2018 年慈宗双论坛特别嘉宾邀请函，诚意邀请周

教授来港参加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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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0 日
导师在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新建大楼拍照留念

As Independent Director & Nom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paid a visit to the gorgeous new building of CITIC Bank Hangzhou
Branch on his way to Hangzhou Airport on Nov 10, 2017.

2017 年 11 月 10 日周五中午导师在前往杭州肖山国际机场途中，顺道到导师作为独立董

事兼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新建大楼办理业务，10 分钟内在柜台

完成，快捷高效，行员笑容满脸，喜气迎人，令人振备。

导师前年亲来分行工地考察现场，如今欣见新厦落成，巍峨壮观，气派非凡，特请分行办

公室叶雪良总经理帮忙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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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1 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5th lesson on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 - Bhumi -
Sastra, Bodhisattva 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 Hong Kong ) on Nov 11, 2017.

2017 年 11 月 11 日周六下午导师刚从杭州讲课回来，即在慈氏学会 (香港) 会址为特选

学员讲解《瑜伽 (伦) 记 • 菩萨地 • 种姓品》。

今次不依北京学员的笔记，直接引导港深学员熟悉金陵版《伦记》文字排列方式，说明：

何处是论本文；

何处是《伦记》集释；

《伦记》中何处是唐代科判；

及其与近代韩清净老人《科句》的区别；

集释中哪些是窥基大师注释；

哪些是圆测法师注释；

哪些是恵景法师注释；

哪些是遁伦法师自己注释；

“种姓持”、“发心持”、“菩提分法持”(又名“方便持”)的含义；

古印度依“十信”、“十住”(“十解”)、“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菩萨“五

十位”分配“三持”的不同解说，这也从而说明《华严经》与“慈宗唯识学”的密切关系；

古印度护月、护法和胜军论师的不同解说；

胜军论师对大乘种姓所具“无漏种子”的独特解说；

导师更引用“五种说”说明《伦记》所引唐代诸师尤以窥基大师用词严谨，各有所指之处。

并综合古印度诸家解说指出与“三持”、“五十位”相关的“本有无漏种子”、“新熏有

漏种子”、“新熏无漏种子”生起的位次，条理清晰，层次井然。学员均赞叹《伦记》博大精

深，引人入胜，祈待下一课尽快到来，俾能饱餐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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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2 日
虚公当年驻岭南 深研述记唯识义
今日圆满高阶班 慈宗法雨润鹏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Shenzhen on Nov 12, 2017.

2017年 11月 12日周日下午导师在深圳主持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深圳普通话高阶培训

班。

导师先让关樱、施佳斌两位执行班长以一个小时讲解“三聚净戒”、“六度”、“四摄”

与“瑜伽菩萨学处”的关系及“四他胜处法”和“摄善法学处”障“六度”中“布施度”之过

失，接着由导师以三个小时讲解“摄善法学处”障其余五度诸种过失及障“饶益有情学处”诸

种过失及实践菩萨道所需注意之处。

导师再以一个半小时依所著《习定管窥》援引宗喀巴大师采纳古印度瑜伽行派论典撰述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说明“止”、“观”的“无分别影像”和“有分别影像”性

质，修“止”时各种观想只是“随顺观”，定境成就后修习的“缘起空观”或“唯识空观”才

是“真实正观”。

最后根据唐代大遍觉三藏玄奘大师门下慈恩大师窥基和上《法苑义林章 • 唯识章》，依

识体为本，“见”、“相”二分为末，前六识亲所缘“相分”托疏所缘第八识“相分”生起一

切宇宙万有认知对象皆为“相对真实”的影像，只有“圆成实 (空) 性”才是“绝对真实”，

逐层披剥的“五重唯识观”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令学员耳目一新，大为叹服。

今次深圳高阶班的毕业学员质素极高，多为创业人才专业人士，用心学习，好学深思，尊

师重道，发心支持慈宗弘扬，精进参加共修活动，令导师大为欣慰。

下课后毕业学员联合宴请导师，导师亦带来三瓶法国名酿以饷众人，席间导师强调佛陀教

育既非宗教亦非学术，是开拓智慧人生，洞察宇宙真理的思想教育，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积极

参加共修，宣扬慈宗义理，弘传纯正佛法，学员欢喜信受，尽兴而别。



113

2017 年 11 月 14-16 日
导师一行人到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与厦门分行做调研

As independent director & Nom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board,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together with other board members inspected Zhengzhou Branch,
CITIC Bank at the capital of Henan Province on Nov 14, 2017.

2017 年 11 月 14 日周二导师以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身份联合审计与关

联交易委员会主席和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主席一起到郑州分行做调研，发觉郑州自从上次导师以

民生银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席身份接受当时的省委书记卢展工先生宴请，谘询成立中

原银行的可行性以来，发生可喜的变化，已俨然成为现代化城市。

郑州分行最令导师印象深刻的，是营业大厅的机器人和高端零售客户的儿童区/育婴室以

至有关分行员工担任志愿工的报道，温馨感人，整个区域都是由行员献策设计而成，使客人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足见分行在韩光聚行长带领下，员工能群策群力，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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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Zhengzhou Branch,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other two board directors of CITIC Bank
inspected Xiamen Branch and have a meeting with Director General of Financial Affairs Office of
Xiamen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discuss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financial sector in Xiamen on Nov
16, 2017.

2017 年 11 月 16 日周四导师一行继郑州之后再到中信银行厦门分行做调研，听取了夏年

炉行长的详细汇报及自夏行长上任后连番奋发有为的措施，并关切了厦门市人力资源市场竞

争激烈的情况。

在厦门分行安排下，以导师为首的三位董事会专委会主席与厦门市金融办张全军主任坦

诚交流厦门市自金砖会议及被定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后的商机，尤其令导师们关注的是讯息金

融将是厦门市金融业第一重点，相信在中央领导的积极关怀下，厦门市金融业未来将有一番

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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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7 日
导师在厦门与班委共进午餐，畅谈法义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was presented flower bouquet and enjoyed luncheon with his students
in Xiamen on Nov 17, 2017.

2017 年 11 月 17 日周五导师离厦返港前与厦门班委共进午餐，同时前来参加及探望导师

的有 :

明年“慈宗周双论坛”银白莲花联合赞助人李露芳仁者；

曾参加去年“慈宗青年文化节”书法展览和清唱《心经》义演的姜桦仁者；

经营鲜花业的葛姗班长向导师敬献配合慈宗色彩的鲜花致意；

马旭东班长夫妇抱来刚满月的儿子沛霖获导师祝福，这孩子与导师有缘，导师今年 10 月

11 日到达厦门准备周末主持厦门高阶班时，他刚好出生，名字也是导师帮旭东班长选定的。

吴桂兰班长则向导师汇报义务协助刊印《习定管窥》简体字版的筹备进度；

大家共进闽式小吃，畅谈法义，其乐融融，尽兴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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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8 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6th lesson on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 - bhumi -
sastra Bodhisattva - 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of Tang Dynasty at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 Hong Kong ) on Nov 18, 2017.

2017年 11月18日周六下午导师甫在前一晚深夜从厦门返港，即于是日在慈氏学会(香港)

会址连续四个小时为学员讲解《瑜伽师地论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第六讲。

导师继续介绍窥基大师、惠景法师、灵泰法师等唐玄奘三藏门下大德对《初持瑜伽处》中

“种姓持”、“发心持”、“菩提分法持”又名“行方便持”的深入解说，导师更以“清净无

漏种子”和“染污有漏种子”说明《伦记》中隐藏“种姓”一项悬持“佛果”之深意，而非表

面顺序的种姓、发心、修行、佛果。

导师更以成熟的“五种姓说”阐明《菩萨地》文字中为何强调“自乘种姓”的重要及对“定

性二乘”的区分。

导师又依《伦记》表面文字发扬所谓“无性有情”实有二解:

一指“五种姓”中的“无(解脱)种姓”亦即“人天种姓”有情；

二指“无大乘种姓有情”，简别“定性二乘”。

再依前文胜军论师义解说“大乘种姓”有情的特质。

最后导师对论本中:“……六处殊胜，无始世辗转传来，法尔所得”的文意先行点破，详

细内容留待下回依《伦记》续解。

这段文字连清末民初“南欧北韩”之一韩清净老人的《披寻记》亦未能解说清楚，导师并

以《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初始流传时，佛教思想相当程度上被“说一切有部”学说笼断的背

景说明论文含蓄的原因。学员均感耳目一新，法喜充满，得未曾有，盼望下周六能早点到来，

再闻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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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5 日
金陵重刻瑜伽论 百载香江演伦记
沉璧千年耀慧光 净种熏传亿万世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7th lesson on the Explanatory Notes of Yogacara - bhumi
- sastra Bodhisattva - bhumi Gotra Chapter by Ven Dunlun, Tang Dynasty at the Insi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on Nov 25, 2017.

2017 年 1 月 25 日周六下午导师为港深学员继续讲解《瑜伽伦记•菩萨地•种姓品》第七

讲，这是今年底前最后一讲，12 月份导师需到大阪、多伦多、澳门开班讲课，停课一个月，

暂定 2018 年 1 月 6 日周六下午复课。

此讲基本上完成“种姓持”、“发心持”、“菩提分法持”的解说，今次着重引述古印度

胜军论师、护月论师、护法论师三家解释“本有种子”与“新熏种子”的定义与生起次第，清

晰辨明究竟“新熏无漏种子”是因真诚初发足以令大地六种震动的“大菩提心”而受激荡的“本

有无漏种子”，还是初地入心现行的“无漏无分别智”。

导师并特别再次强调“熏”种子的定义，“熏”与“薰”的不同，“熏生”与“熏

长”的区别。

接着导师依《伦记》引述窥基大师与圆测法师以“四缘”解说：

“本有无漏种子”与“新熏有漏种子”的关系只有二缘，

“无漏根本智”现行(“新熏无漏种子”)与“有漏善种子”的关系亦只有二缘，

“无漏后得智”的现行则三缘具备。

导师更解答深圳学员有关“位登初地”后是否仍会“退转”的问题，说明何谓“三

种不退”，初地“一证永证”，伏断“分别我法二执”的殊胜，同时指出部分净宗学人

为夸大求生“极乐”的迫切性，以近乎恐吓方式强调登地以后留居“娑婆”容易退转，

必须在净土位登八地才能回入“娑婆”的误导性，条理清晰，鞭辟入里，学员欢欣信受，

法喜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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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8 日
慈宗学人施财法 华严合刊利世间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signed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Mr Li Yangquan in Beijing to
print The Compilation of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for Mahavaipulya Buddhavatamsaka Sutra in
Tang Dynasty i.e. eighty scrolls version and forty scrolls version plus the Explanatory Notes written
by Ven Chengguan, Tang Dynasty on Nov 28，2017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Maitreya Week Twin
Forum and 15th Anniversary of Institute of Maitreya Studies (Hong Kong) in late March 2018.

2017 年 11 月 28 日周二晚上导师与北京同愿堂李阳泉堂主在京签署委托刊印《唐译华严

经疏合刊》协议。

全书合共 16 册，每 8 册 1箱，每套书 2箱，敬印 200 套，书成之后将分赠海内外慈氏

图书馆和五级赞助人。

总编纂 : 王联章导师

总策划 : 李阳泉先生

内容包括 :

清末扬州宛虹桥众香庵法雨经房版唐实叉难陀三藏译《华严经》八十卷本及

唐般若三藏译四十卷本及

金陵刻经处版唐澄观国师《华严疏钞》。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印制《唐译华严经论合刊》，书成后将分送五级赞助人和海内外各地慈

氏图书馆珍藏“第一届(2016)慈宗青年文化节”倡印的唐译《大般若经》和“第一届(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2018)慈宗国际学术论坛暨慈氏学会(香港)成立十五周年暨罗时宪宗

师上生二十五周年纪念”倡印的唐译《大方广佛华严经》。

一空一有，并称“经中之王”。

必将昭隆正法，泽被世间。

并以此祝愿祖国文化兴盛，媲美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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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唐译华严经疏合刊》刊印缘起

《华严经》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是释迦如来成佛时对文殊、普贤诸大菩萨所说大法，

其义理涉及除华严宗以外，慈恩宗 (近代简称“慈宗”)、天台宗、禅宗等其他宗派思想的构

成，是大乘义学的重要部分。相传古印度瑜伽行派的祖师世亲菩萨因听闻其兄无著菩萨命人读

诵《华严经•十地品》而回小向大，最终大成唯识学说。

《华严经》的结集历时较长，约在二至四世纪中叶之间，最早流传于南印度，之后传播到

西北印度和北印度。关于印度《华严经》梵本版本，说法不一，梁译《摄大乘论》谓《华严经》

有“百千偈”即十万颂。法藏《华严经传记》谓西域《华严经》有三本，篇幅都在“十万偈”

以上，传来中土的《华严经》梵本皆四万颂左右。

《华严经》传入中国约在后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流传的汉译单行本多是零落支品，

如后汉支娄迦谶翻译的《兜沙经》（《如来名号品》）、三国支谦的《菩萨本业经》（《净行

品》）等。自东晋佛陀跋陀罗六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译出（又称“六十《华严》”），《华

严经》才结束单品流传。

东晋“六十《华严》”所依梵本《华严经》三万六千偈，是东晋时慧远法师弟子支法领于

西域于阗国东南遮拘盘国带回，后由佛陀跋陀罗口译、法业笔受，于扬州道场寺译出，共六十

卷，故称“六十《华严》”，内容分为七处、八会、三十四品，但全书的《华严》会处，并不

完备。

唐武周时，又派使者到于阗再求梵本，将四万五千偈《华严经》梵本带回，由实叉难陀译

出，共八十卷，故称“八十《华严》”，比晋代“六十《华严》”多九千偈，内容分为七处、

九会、三十九品，但因《入法界品》中的《普贤菩萨行愿品》梵本经文残缺，因而未全。

唐德宗时，般若法师根据南天竺乌茶国师子王进贡梵本《普贤行愿品》译成四十卷，又称

“四十《华严》”，是武周时“八十《华严》”七处、九会中第九会《入法界品》的别译，前

三十九卷对应“八十《华严》”中的《入法界品》，最后一卷补全“八十《华严》”未备的《普

贤行愿品》。

从唐德宗兴元至贞元年间，澄观法师因感“六十《华严》”的旧疏文繁义简，不便初学，

发愿撰“八十《华严》”疏，遂成《华严经疏》六十卷，又作《华严经随疏演义疏》九十卷，

后世合刻疏、钞，略称《华严经疏钞》。《华严经疏钞》发扬了法藏五教、十玄等教义，批驳

异说，其主张有诸宗融会、禅教一致的特色。

近代杨仁山祖师非常提倡《华严经疏钞》中的圆融精神，曾称《华严经》为“经中之王”，

特作《十宗略说》以发挥贤首“五教十宗”的判教说，并于金陵刻经处刊刻了诸多有关《华严

经》的著作。

据罗时宪宗师所述，杨仁老有感于《华严经疏钞》中所含的唯识思想难解，又苦于彼时中

国除《宗镜录》外别无参考书籍，遂通过内弟联系日本南条文雄，在日本搜求中国失传的隋唐

要典，得二百八十多种，在金陵刻经处刻印，其中包括《成唯识论述记》、《因明述记》等唯

识要典，使唐代玄奘大师学说得以在汉地复兴。

杨仁老往生后，欧阳竟无大师等继承杨仁老遗志，继续经营金陵刻经处，创办支那内学院，

纂辑《藏要》时亦收入《华严经》，以为菩萨道正轨之行。太虚大师在阅尽“般若部”经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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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华严经》时，亦觉华藏刹海，宛如自心世界，莫不空灵活泼，过去禅修之疑团，焕然冰

释。

从唐代窥基大师列《华严经》为慈宗“六经十一论”之一，到近代杨仁老受《华严经疏钞》

启发于日本购入唐代唯识典籍肇始慈宗复兴的契机，《华严经》给慈宗学人诸多启发和裨益，

其中的“一切为心造”、菩萨道思想等，也是我们慈宗今天修学的重要资料源泉。

今次慈氏文教基金倡印《唐译华严经疏合刊》，作为慈氏学会(香港) 成立十五周年纪念

的献礼，一方面意在延续近代慈宗先贤们对《华严经》的重视，感恩因《华严经》受到重视而

萌发的慈宗唯识学复兴，另一方面也为了以《华严经》启发当代学人重视菩萨愿行的实践，尤

其是善财求法所标示重视闻思悟入的在家菩萨行，藉以弘扬慈宗。

古德曾说:“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华严经》留下的除一般人理解的“世间

富贵”外，更真实的“出世间富贵”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身、四智、五眼、六通、

十力无畏、十八不共法，华藏世界庄严净土，示现分身遍布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利乐群生的大乘

精神与德业。因此，我们深信倡印助印《唐译华严经疏合刊》的大德们必将于世间及出世间都

获益无量，大愿成满，百福庄严。

瑜伽菩萨戒弟子

王联章谨识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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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0 日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大阪高阶班圆满结业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Osaka on Dec 10, 2017.

奘师求戒千四年 道昭得法传扶桑

一三五七开法筵 难波古京弘袐藏

基金谘委林向琴 北京执委张钦璇

千里来援高阶班 发心殷重岂言宣

竹本书家赴晚宴 神户张柠犒同修

导师勉众演慈宗 教化华裔须共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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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3 日
导师出席上海海外联谊会第七届三次理事会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ttended the annual meeting of Shanghai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nd was pleased to meet with Ms Shi Shaolin,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concurrently
Member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Chief of Shanghai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n Dec 13, 2017.

上海海外联谊会 七届三次理事临

统战部长兼常委 新任会长施小琳

导师会上喜相逢 主题讲座费思量

上海建设卓越城 港沪深圳各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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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7 日
虚公上生七十载 感怀师恩育英才
培训一营廿五班 遗墨重光赞善哉
导师有幸为主编 阳泉堂主总剪裁
慈宗论坛欢迎宴 馈赠嘉宾四方来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cted as the chief editor for the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left by Master
Taihsu in addition to one training camp and 25 training courses on Maitreya Studies to memorize
his passed away for 70 years throughout the year of 2017.

附《太虚大师遗墨》出版缘起

太虚大师 (一八九〇至一九四七)，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

名沛林，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

唯心。不久，他随师往谒住持镇海玉皇殿的师祖奘年老法师，奘老替他立下了“太虚”这个后

来名闻遐迩的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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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

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

结各界信众、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于佛教改革的

某些主张和意见，在今天仍有其重要参考价值。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生佛教”，影响深远。

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

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其弟子已故印顺老法师等汇编而成《太

虚大师全书》传世。

太虚大师有着极高的艺术天分，法务之余，不舍翰墨真趣，留下了许多墨宝。惜乎多年来

无人整理，以致年深日久，找寻更为不易。十数年来，与友好得有因缘阅读民国时期的佛学报

刊杂志，见到不少大师的题字，于是，便有意留存。近年来，我等在内地与海外各地讲学拜访，

与佛学机构多有交集，一有机会，便参观各地庋藏，亦有缘见到太虚大师数十件传世墨宝真迹，

每每得见，必仔细观摩，征得藏家允准后，拍摄留存。如此，竟征集到一百四十余件大师墨宝。

太虚大师的书法，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准，与同时期的著名僧人书家弘一大师相比，虽书艺

名气不及后者，却是另一种高度的存在。太虚大师的挥洒自如和弘一大师的端严肃穆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书法和弘一大师的书法，堪称民国僧人书家中的两座高峰。

收集到的这些作品，年代跨度较大，题材多样，基本反映了大师书法的整体风貌。根据题

材不同，分为“法言嘉语”、“诗词曲偈”、“楹联”、“颂文题词”、“题签”、“书信”、

“杂录”七类。每一件作品均做释文，且释文涉及款识和印章，极为详尽。

这些作品，还涉及诸多书体，行草居多，楷书、隶书均有，可见大师也在尝试各种书体的

变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杂录”部分收录的《太虚自传》手稿，虽未能全收，仅有七帧，

却弥足珍贵。敬观《太虚自传》手稿，书写流畅，清刚文雅之气袭人，无一丝做作之态。太虚

大师高洁、坚贞、卓越的人格力量展露无遗。奉读手稿如对其人，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让人

神情为之一振，于艺术欣赏的同时心灵亦得到澄澈涤荡。

在日本亦曾见到书名“太虚”的写经，如《观无量寿经》、《金刚经》等，但书风较为拘

谨，亦有三分匠气，断非大师亲笔。盛名之下，出现托名之作，亦属正常。

本人早年求学于香港唯识学的一代宗师罗时宪老先生，罗老之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太虚大

师。饮水思源，对于师祖太虚大师之恩情未敢稍忘。今适逢大师圆寂七十周年，汇编大师遗墨

成册，以纪念大师，兼与诸有缘分享。

在好友同愿书局创办人李阳泉先生建议下，《太虚大师遗墨》以宣纸经折装形式整理出版，

内文双色排版，美观大方，装帧考究，愿得者生大欢喜。

大师之遗墨，分散各地，此汇编难免挂一漏万，在此，亦求助于各位有缘者，若有本集之

外新发现，还请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补入为盼。

王联章

丁酉金秋于香江慈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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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慈宗佛学知识答疑解惑

《佛学讲话》中有关《无我论》和《世界观》

中两讲解说方式的问答释疑

上篇

有关北京共修《佛学讲话·无我论》发现问题的释疑

(供深圳、杭州学员共修时参考)

正文如下：

北京王小根班长代表共修学员来问 :

顶礼导师！导师您好！上周日大家共修无我论，当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导师帮我们做

一个抉择：

1、在讲课过程中提到佛教的时候，用佛家或佛学这样的称谓哪个更合适一些？

2、无我思想的演进用“无我——无自性——空”这样的描述是否妥当？因为这样的演进

和佛教的历史很有关系，是否应该结合一起去讲？

3、小乘佛教是用分析的方法来理解空，而大乘是用缘起的方法来解释空，这样的叙述是

否合适？

4、在讲到行蕴的时候，是重点讲思心所还是说是其他四十九个心所心理活动的统称？

5、十八界当中对“界”的解释是因、是元素，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种子？

导师回复如下 :

问题甚好！足见为准备到西安讲课认真之至！

1、在讲课过程中提到佛教的时候，用佛家或佛学这样的称谓哪个更合适一些？

用“佛法”一字最有普遍性，导师也最喜欢用，所以第一讲是“五乘佛法的判摄”。其他

三个名词视不同情况而用“佛学”一词看似学术性，不重视实修，但其实对“视佛教为宗教迷

信的知识分子”却有“对治澄清”的作用。

《佛学讲话》的书名是当年罗时宪宗师为本书写序时所改，导师尊重恩师，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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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我思想的演进用“无我——无自性——空”这样的描述是否妥当？因为这样的演进

和佛教的历史很有关系，是否应该结合一起去讲？

这种解说符合导师当年在北京讲课时所用方式

3、小乘佛教是用分析的方法来理解空，而大乘是用缘起的方法来解释空，这样的叙述是

否合适？

可以，缘起法是着重把握现象的整体特质

4、在讲到行蕴的时候，是重点讲思心所还是说是其他四十九个心所心理活动的统称？

以意志(“思”)为主体 (带动其余 48 种除“受”、“想”外的心理附属功能)的心理/精

神活动

5、十八界当中对“界”的解释是因、是元素，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种子？

原始佛教时代较倾向用“因”的解释，“种子”是后来部派佛教中“经部”用语，后来为

唯识家所沿用。

下篇

有关生色界、无色界天的问答释疑

正文如下：

北京王小根班长代表周日共修学员再问如下 :

顶礼导师！请问色界天所分的：初禅二禅以至四禅和修禅定的初禅乃至四禅有关联吗？相

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色界和无色界天的众生都不再参与生死轮回了！那他们是不是已经证得

空性！是不是只要修定就可以往生到初禅乃至四禅天？和阿罗汉或初地乃至十地菩萨生命形态

之间可以有比较吗？

导师回复如下：

问题甚好！看来《佛学讲话》第二讲《世界观》篇幅虽少，但引发学员很大的讨论兴趣。

—01—

请问色界天所分的：初禅二禅以至四禅和修禅定的初禅乃至四禅有关联吗？相互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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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界修定有成，能长期进入初禅至四禅，出定后仍能处于初禅至四禅近分，临终时能进

入初禅至四禅而离世者，死后得生初禅至四禅天。

由二禅天开始，得生者即入定，一般而言，天寿命终时才会出定。

念佛往生者亦可能视乎生前和临终时进入何种定境而生欲、色界诸天，部派传出经典有色

界天也有佛菩萨说法的记载。(见《入大乘论》引述大众部传说)

只有位登初地者才能临终时以无漏后得智润生报土，报土非凡夫所能得生。(见圣无著菩

萨《摄大乘论》)

这是慈宗正义。

—02—

色界和无色界天的众生都不再参与生死轮回了！那他们是不是已经证得空性！

非也！色界与无色界天有情众生仍会轮回，更因得享天寿时常在定中，不再有为善机会。

色、无色界天生人福报相近，亦无法修布施等福业，如生天前所修福业已耗尽，有福尽还

堕恶趣之可能。故《慈悲三昧水忏》中有“福尽还作牛领中虫”之语。

—03—

是不是只要修定就可以往生到初禅乃至四禅天？

生四种禅天自然以生前修定熏习种子为主要业因，更重要的是渴求以禅悦为食、亟求天福

的意志力，没有留在欲界度生的悲悯心，又能以定心命终的因缘，才能生四种禅天。

慈宗学人以求生欲界第四重覩史陀 (旧译“兜率”) Tusita 喜足天为目的，既能亲近未

来佛慈氏世尊，见佛闻法，又能速回人间，接引昔日亲友同修，正由于此。

—04—

阿罗汉或初地乃至十地菩萨生命形态之间可以有比较吗？

大乘见道入初地者与小乘见道入预流者必须在四禅基础上修大乘缘起空观/唯识空观或小

乘四谛十六行相观才能见道，小乘不还果圣人亦有在色界天上证阿罗汉果者。

但一般生色、无色界天人，不乏修外道定者，我执、法执仍在，离见道尚远，难与大小乘

圣者比拟。

但若有大乘十地菩萨示现欲界、色界天主，教化天众，则又当别论，故唐代慈恩窥基大师

《心经幽赞》中有“十王大业”之说。

大乘菩萨八地以前故留欲界烦恼，不住净土，入世度生，仍有“分段生死”，八地或以上

已可分身示现，不再轮回，故被其他宗派称为“变易生死”，色、无色界天人未脱轮回，随业

流转，仍在“分段生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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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教材学人标准

近年受导师鼓励努力在港澳地区以广东话弘扬弥勒信仰和慈宗义理的香港宝莲寺已故方

丈圣一老和尚门下优秀弟子、香港政府批准成立的佛教孔先州中学宗教部顾问衍希比丘尼师来

讯:

导师，我 3月要在澳门讲《心经》。到时候会用慈氏学会蓝本作讲义。而我亦会标题出

是慈氏学会出品及介绍一下慈氏宗旨。不知道可以吗？多谢导师！

导师回复:

当然可以，坚决支持！

弘扬慈宗，功德无量！

备注 :

去年在西安、今年将在成都、厦门、香港举办的培训班/培训营用的教材就是衍希比丘尼

师向王导师寻求同意使用的慈氏学会 (香港) 在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讲经交流部分编定的

教材，另有珍贵的非公开补充教材将在导师亲自主讲的课程中派发。

可见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 (香港) 对教化青年群众影响力日见壮大，教材更日渐成为

慈宗学人釆用的标准，日后由王导师担任总编纂的《汉文大藏经教材选要》成篇后，对慈宗学

人弘扬中华文化精粹的帮助会更为巨大。

香港政府批准成立的佛教孔先州中学就是自今年开始将获慈氏文教基金每年发放 5000

港元给佛学科成绩优异学生作为奖励的三间香港佛教中学之一。

另外两间是由香港佛教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宏明法师担任社长的香海正觉莲社属下佛教中

学。

衍希比丘尼师曾参加 2016 年 7 月在陜西师范大学举办的慈氏学师资普通话培训营，现受

王导师邀请担任今年 4月香港广东话培训营的讲师，积极参与慈宗弘法活动。

慈宗有关法身与涅盘的问题释疑

北京刘煊桦班长来问：

顶礼导师！问一个跟“净土”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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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法身，应该是“常法”对吧？报身（净土、秽土，自、他）和化身，应该都是无常法

对吗？因为是具有迁流变化的性质？

导师回复：

问题甚好，简复如下

狭义法身

— 真如、空性 (常住)

广义法身

体

01. 法身 : 真如、空性 (常住、永恒常、不变常)

用

02. 报身 : 平等性智相应净识 (无常、相续常)

03. 化身 : 成所作智相应净识 (无常、昙花一现)

北京刘煊桦班长又问：

接着问相关的涅盘的问题：有余依涅盘，是无常法，对吧？无余涅盘，应该是常法，是不

变常？

无住涅盘，是常法，但是相续常？ 因为从“轮回和涅盘都不是实有”的角度看，涅盘应

该是常法；但是从“成所作智”的角度看，应该是有为法。《普贤行愿品》中说“诸佛若欲示

涅盘我悉至诚而劝请”，这里应该是请诸佛不要进入“无为法”的“无余涅盘”中？《金刚经》

也说，所有众生都到无余涅盘了，佛才去无余涅盘。

所以，无住涅盘，不是不变的常法，因为可能入无余涅盘故？

导师回复：

问题深入，甚为难得！

四种湼盘

体

01.

自性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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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空性 (常住、永恒常、不变常)

用 (现象、状态)

02.

有余涅盘

— 小乘行者“俱生我执”伏断、“俱生法执”未断、

过去生业报(最后)色身尚存，此生之后，不再生死轮回(“不受后有”)。

(无常)

03.

无余涅盘

定姓小乘罗汉、辟支佛虽不再生死轮回，亦不起度生业用，但念念观照“人空真如”的无

漏智用仍存。

(无常、相续常)

04.

无住涅盘

诸佛、“法身大士”(已证佛果的过去古佛、乘愿再来辅助现在未来诸佛，如观音大士)

(广义说甚至包括“俱生我执”/“法执”俱已伏断的八地菩萨，即《般若心经》中的“观

自在菩萨”或大乘经中的“菩萨摩诃萨”)

四智心品，大用流行，穷无来际，普度有情。

(无常、相续常)

以上可作为《佛学讲话》第八讲的补充资料。

煊桦再问：

原来“无余涅盘”和“无住涅盘”也是“相续常”！ 我以为“无余涅盘”就再也出不来

了。

那么，接着问：

“无余涅盘”的“相续常”的性质，是不是可以作为阿罗汉“回小向大”的理论依据？

“相续常”，也是要依靠“缘”的吗？ 如果是，那么这里的“缘”，是菩提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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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再复：

定姓二乘入“无余涅盘”，确实不再出来，即导师说的“不再起度生业用”，但并不代表

不存在，因为与世人再无瓜葛，犹如“人间蒸发，所以有人认为入“无余涅盘”就是“灰身灭

智”。

不定姓阿罗汉“回小向大”依靠的“缘”就是大善知识(如佛)所说的大乘法，这样才能发

起“无上菩提心”(因)。

注意 : 二乘也有菩提心，不过那是追求二乘觉果之心。

一般而言，“回小向大”应在未入“无余涅盘”之前发生，而且必定是“不定种姓”修行

人才成，已入“无余涅盘”者，应是“定姓”的“二乘种姓”修行人。

以上将来可作为《佛学讲话》第一讲和第八讲补充问答，将来此书再版时，请学务委员会

提议加入。

煊桦回应：

我刚才在想：

小乘和大乘的“无余涅盘”，是否是一个定义？因为小乘的涅盘，应该还有“法执”，而

大乘的涅盘，应该是去除“法执”的？ 然后看到您这个答案，那么，可以说“无余涅盘只是

阿罗汉的专利”吗？

导师总结：

此问甚好！

“无余涅盘”没有专利！

如“无余涅盘”是指不再生死轮回，大乘八地菩萨早已达到。

所以大乘佛果 — “无住涅盘”是对“无余涅盘”的超越。

所以“无余涅盘”可以说是断除生死烦恼的终结，普度众生(“无住涅盘”)的基础或必经

之路。但只停留在“无余涅盘”就代表不够长进。

北京煊桦班长续问：

继续“十万个为什么”模式：

顶礼导师！小乘的“法身”，和大乘，有区别吗？

小乘的法身是狭义的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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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是“不变常”，与涅盘的“相续常”，是两个角度去看法身和涅盘的性相吗？

导师简复：

简言之，小乘罗汉、辟支佛的觉果就是没有报化二身。

只有不圆满的“自受用身”，即“俱生我执”伏断状态下的“一切种子识”(可以不名“阿

赖耶识”或“异熟识”，但不能称为“无垢识”。)

就“止”而言，犹如处在没有色身的“灭尽定”中，前七识不起现行。

就“观”而言，是念念无间观照“人空真如”。当然这是“相续常”。

煊桦回应：

导师一汇通，就非常清楚！

那么无余涅盘的第七识，是去除了“我”执，但是还有概念分别？所以这时候的第八识不

能称为“无垢”？

导师再复：

重复。狭义法身指真如、空性

广义法身指三身具备

小乘觉果只证“人空真如”，犹如坐井观天，连全份的狭义法身都未能证得。

煊桦赞叹：

这句特别全方位无死角！

导师补充：

“无垢识”的条件是二障现行、种子永断，

小乘觉果只是“烦恼障” (“俱生我执”) “种子”永不再起(现行)，“俱生法执”(“所

知障”) 仍现行，二障种子仍未断，与成就“无上菩提”差太远了，

八地菩萨二障永伏(已超过小乘觉果)尚须一大阿僧祇劫，才能二障种子永断呢！

煊桦称谢再问：

谢谢导师，太严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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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阿罗汉果”和“灭尽定”是同义词？

导师回复：

“灭尽定”又名“灭受想定”

(特点 : 除有漏前六识外，有漏第七识亦不起现行)

是用来区分外道“非想非非想处定”

(有漏意识仍有少份现行，有漏第七识全份现行)

理论上，最少要阿罗汉、辟支佛、地上菩萨才能入“灭尽定”

(无漏第六识证“人空”或“法空真如”，有漏第七识不起现行)

(佛在世间可以示现入“灭尽定”，如《阿含经》中说)

煊桦赞叹再问：

导师太厉害了！

一下子就知道我的问题是“灭尽定”！这个是三十颂里一个我一直想弄明白的关键词。

好像唐代大家都比较知道这个定义？

但是现代的资料里，对第七识这个时候的伏灭情况经常语焉不详。

导师复答：

有漏第七识不起现行的条件必须是无漏第六识现行，末那为意根，自然同时转为清净。

换言之，就是无漏第六意识相应慧心所把有漏第七末那识打下去 (压伏令其不起现行)

的结果，即俗语所谓破执！

煊桦称谢求详：

所以闻思好重要！再次感谢导师！

这时候的伏灭到底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

导师复释：

灭尽定是暂时，但可以数日、数月、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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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只要色身不受破坏，可以千百万年入定。

如传说中大迦叶在鸡足山入灭尽定等慈氏弥勒成佛。

日本空海大师入定留身也应该是这类

(条件是要有一天能出定才算)

如永久压伏有漏第七识，那就是证二乘无学果、大乘八地甚至入无余涅盘了。

但其实大乘佛教不主张长期入此定，犯耽于禅悦的菩萨戒，除非有特殊使命。

传说奘师在西行取经途中遇到出定的迦叶佛时梵志，因入此定错过面见释迦成佛，又想再

入此定等慈氏弥勒下生。

奘师劝梵志莫再入此定，改而投生大唐国，成为他的弟子窥基，共同努力弘扬慈宗，发愿

回向上生兜率，将来随慈氏弥勒下生，助佛弘化，普度有情。

如真有此事，窥基的品位不得了！所以宋朝的《续高僧传》有不少关于窥基大师来历不凡

的传说记载。

有时加些神话穿插，有助世俗人理解。

煊桦求解：

那，灭尽定应该是“任运无间”的定？

怎么出来呢，如果没有闹钟的话 ……

“无间”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提醒自己了？

这时候的“自证分”也都在所缘境上，不会另有作意要出定？出定的念头是怎么产生的

呢 ……

导师阐明：

入定要加行，出定也在入定时预设时间 (但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加行的一部分，

称作愿力、愿心都可以，就是别境欲加上思心所熏的种子，机缘成熟就会自行出定，或引发外

缘令己出定，但当然不是百分百保险，所以有窥基前生的梵志误了出定时间一说。

预校出定时间可以训练出来的，你们不妨试试，纯熟之后，虽不中，亦不远。

煊桦谢复并祈愿：

这回清楚了！谢谢导师完美回答！！！

祈请您的五蕴化身和微信报身都要长久住世哦！真是不世出的好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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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四念住中诸法无我的原义释疑

厦门初阶培训班学员来问 :

刚听了导师一天所讲的佛法回来路上，有个疑问想请教导师，讲四念住时小乘人修的法无

我的法指哪些？小乘人认为“我”是不存在的，但除了我之外的世界是有的，那他们修法无我

时指“人我”吗？

导师回复：

确实很多人被“四念住”中的“诸法无我”一词误导，以为小乘也认同一切法空。

其实“原始佛教”的“诸法”只限于“蕴”“处”“界”等三科，最多只是“十八界”，

从“五蕴”认识根身非实我，从“十二处”认识诸识尤其意识非实我，从“十八界”认识宇宙

无实我 (指“大我”，指大梵天，破一因所生)。

所以仍是从“蕴”“处”“界”等诸法认识有情众生(人) 并无实我 (体)。

直至“部派佛教”中“说一切有部”提出“色”“心”等“七十五法”，皆是实法，色法

中有“极微”，更是物质中的最后实体，屡为大乘所破，又提出“三世实有”，亦为“经量部”

所破，所以小乘原来的“四念住”中的“诸法无我”非指一切法空，但如大乘人讲“四念住”

时另赋新义，则又当别论，但最好也要交待清楚其沿革。

导师对厦门初阶培训班群里部分学员发言的评论 22/3/2017

01.

关于正确的“慈宗唯识学”包括种子理论，导师将在“中阶培训班”讲授《唯识三十颂》

时会详细和大家讨论 (如导师受邀九八期间来厦，可能那时候顺便举办)，参加初阶班或未能

参加但接受视听补课面试通过后，学习态度正确者才会被获准参加中阶班。

初学的学员们不用心急，想预早阅读相关资料必须以家法纯正、内容可靠的教材如罗时宪

宗师的《唯识方隅》为准，不要胡乱听取网络上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言论。

02.

如导师在周日初阶班时提过，原有的戒条内容甚至名目也要在不失原有制戒精神的情况

下，与时并进，故导师特附上重新修订的“新十善法”以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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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在讲课时提到，玄奘大师对很多名词都有更严谨的译法，如“欲邪行”便是，在“新

十善法”中被定名为“不纵欲”，戒律是为了利益身心、保护自他的行为规范，与“出发点”

有莫大关系，就算严守戒律的弘一律师都坦诚自己不是“五戒净人”，初地至七地菩萨乘愿再

来，也要“故留欲界烦恼”。

欲界凡夫有欲念是正常的，关键在不放纵，讲解者应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引导，而不应动辄

误将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单因生一果的简单举例或预言恐吓，反而使初学者易生反感。



137

释穷人学佛之疑

西安营商的学员范丽娜仁者来问：

导师好，最近，有朋友问，你们学佛的，我发现很多是穷人，那我为何要学佛。弟子愚笨，

哑口无言。如闲暇方便之余，求开示。

导师简复如下：

富人学佛也不少，你的朋友无缘认识而已。

穷人是因为过去悭贪吝啬，学佛可逐渐藉修“布施”变富，连基督徒都懂以六分一收入布

施，修人天福报。

导师读大学时当中学生的补习老师，经常捐出三分一甚至一半收入印经，习惯成自然，累

积了福报，才有今天能够创立“慈氏文教基金”的善缘。

反之，富人也会因为悭贪吝啬变穷。

布施不单是财富，还可以言教身教、时间体力、知识学问、安慰勉励、施予他人，与人分

享。

宜信财富吕海燕副总裁回应如下：

中国有 140 万富豪，42 万都学佛。无缘认识而已。

这是胡润的数据哦，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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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在家吃素问题的释疑解惑

之一

多伦多学员叶鸣仁者来问，问题甚好：

导师您好，我一直对在家居士应否食素还是食荤有疑问，请问我们是否应该以食全素为个

人修行目标，还是只需食三净肉就可以（或辅以六斋十斋日等方法），希望导师不吝赐教，非

常感谢！

导师简复如下：

应以健康为素食理由，素食不等于修行，否则牛马都可得道。修行是修六度，尤其是智慧

度，释迦佛及南传、藏传佛教以至日韩佛教都吃三净肉，传说中国佛徒需吃素是梁武帝迫令的，

但他最后却被叛将侯景围困，饿死在台城。不能吃全素，可先吃白肉。

另导师以前在其他连结中亦提到，天主教徒守斋不吃肉，但可以吃海鲜。日本东密弘法大

师空海和上建立“十心说”，其中就有“愚童持斋心”，学佛是学习佛陀的智慧，不应只重表

面形式，如吃素是为了培养慈悲心，一下子做不到可以灵活变通，“初一十五”或“六斋日”

或“十斋日”吃素是传统方式，现代都市人没法记住农历，可以改早餐吃素，周末吃素，或香

港不少有心人在推行餐厅逢周一提供素食菜谱给客人选择。

但也有人吃素而不见增长慈悲心，因为这些人只是为了修道的虚荣而吃素。

如前所说，学佛更重要是学习佛陀的智慧，如光有慈悲而没有智慧指导，容易变成滥好人，

甚至纵容坏人。

修慈悲心不是用嘴巴肠胃，而是用意识心念，所以应学慈氏弥勒菩萨从初发心就修“慈悲

观”:

01. 悲悯有情众生因没有智慧而被无明烦恼障蔽、轮回六道、沉沦苦海 ；

02. 痛惜正法陵夷，大乘经论没人研读理解弘扬 ；

03. 发愿培养“闻思修慧”弘扬纯正的大乘佛法，

才是真正的慈悲。

有些“附佛外道”以吃素持斋标榜，但信奉的却是东拼西凑佛道不辨的言教。

如历史上曾被禁止公开传播的“天道”、“一贯道”(俗称“鸭蛋教”)，台湾的“弥勒大

道” (曾以布袋和尚手托地球为标志)、“斋教”等，据说台湾一半以上的素食餐厅是这些“附

佛外道”开设的，这些人为了生意甚至以恐吓方式传教，说什么今生吃动物一两肉，来生要还

多少斤 ?

提倡吃素而不寻求智慧、解脱无明、觉悟真理，正应了弘法大师空海和上“愚童持斋心”

之说，中国古代对这些表面持素但信奉邪说者有更严厉的批评，称为“食菜事魔”，真是可悲

可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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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不懂佛教的“世界观”，偏重禅修解脱，常能出入“四禅”，欲界念想自然减退，

甚至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但这是循序渐进，到时自然水到渠成，不能一蹴即至，着重以“五明”

度生的在家菩萨，藉“四摄法”接引有缘，其中“同事摄”就讲求“和光同尘”，只要不纵欲

伤生，不宜设立诸多禁忌，令人无法接近，这也是传统佛教在传播上不如基督教的原因之一。

之二

导师回复深圳周艺名誉班长有关梁武帝前世打猎杀生太多之问如下 :

佛教徒为替萧衍开脱，编些前世故事，谁有宿命通可知 ?

梁武帝谋朝篡位而得国，一味追求人天福报自保，三次出家，要朝廷耗尽国库为他赎身，

国力从此不振，又不听忠言，宠信侯景，是一个典型迷信误国的例子。

吃素必须出于自愿，不可强迫，更不可恐吓!

任何宗教都有培养慈悲心的方式，只有闻思修趣入正法才是大乘佛教不共之道。

深圳周艺名誉班长再问 :

是啊，吃素必须是自愿，不能强逼和说教，尤其忌讳是用吓人的果报威胁，关樱和李璟就

已经全素了。

求问导师：六度中有一度叫持戒，戒律很多很严，居士五戒之一是不杀生。学生认为提倡

吃素和寻求智慧，觉悟真理不矛盾。如果我们杀了很多生命的人只是用觉悟和忏悔就可以了了，

那么很多人行事作派可以不惧因果了。学生还是小心翼翼，很惧因果，不敢干坏事。

导师简复如下 :

“不杀生”在慈氏学会 (香港) 提倡的“新十善法”中被进一步修定为“不伤生” — 不

蓄意伤害动物身体，虐畜都不可以，但为救多数人可以，如医学研究中解剖动物。

“不杀生”不等于“不吃肉”，佛陀允许“三净肉”，佛陀自己也吃，不为口腹之欲而嗜

杀就可，否则当年的佛陀和他的罗汉弟子以至现在的南传比丘、藏传喇嘛、日韩大僧岂非都犯

戒?

如说“不吃肉”就可让人“不杀生”，首先不可能全人类都不吃肉，其次二者性质还是有

相当距离，这等如不能说 : 不开银行就不会有人洗钱，不卖金融产品就不会有金融犯罪。

若说“众生平等”，所以不可以吃众生肉，这是两个不同层面，“平等”是指“法性平等”，

“法性”即“空性”，但事相千差万别，从来不平等，业因不同，果报自然不同，不平等是众

生自己造成，与“法性”无关。如说所有家具都是木造的，所以所有家具价值都一样，这是不

合理的。

如说“法性平等”，蔬菜水果也应平等，虽然它们不参与轮回，那岂非连吃素都不对 ?

宋代理学家就有“绿满窗前草不除”之说，折断植物生机一样残忍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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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关樱、李憬两位前后任执行班长吃全素可能是个人喜好，也可能是健康理由，但相信

她们不敢以为这就代表修行。

导师也有吃全素的学生因有早衰迹象被医生要求恢复吃肉，若无健康的体魄如何修学佛

法 ?

不过现在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有时尤其远行到一些卫生条件落后的地方确是吃素比吃肉安

全。

导师今晚到九江，没时间吃晚餐，便直接与外国董事开了长途电话会议，晚上十点半才叫

了碗西红柿鸡疍汤面吃，就是怕吃肉不安全，不过有时连吃素也不安全，所以导师对很多素食

餐厅也不信任，吃素也选择在酒店和会所，在深圳只去四季分享这种自己有农场供应蔬菜鸡蛋

的餐厅用餐。

但在加拿大这种监管严密的地方就很少有这问题，所以师母在那边吃全素也很放心。

若无智慧指导，“五度”如盲，如说吃素是修行的助缘之一，“布施”等“五度”才真正

是修行“智慧度”的助缘，若无智慧，如何能觉悟成佛，所以除智慧外，一切都只是修学的助

缘，各随机缘条件抉择即可。

深圳周艺名誉班长再来讯：

对于净樾同修的坚持我生恭敬心，导师学识广博，学生并非对吃不吃肉者有什么分别心，

只是最近思考过后提出社会普遍的疑惑求导师解惑而己，学生相信这也是很多同修的疑惑，通

过和导师的信息交流，有慧根及善根的同修自有判断。学生认为：不强加别人，如是。能劝人

向善，善哉。

自从在刘堂主的佛堂与导师结缘己二年有余，听课二十余次，导师的辛劳与付出有目共睹，

深感弘法不易，尤其是还要花钱去补贴交通食宿，尤其是善知识的传播，稍有不慎便会出现偏

差，且大部分同修乃一知半解，希望其他学员可以像我这样敞开沟通，畅所欲言才能真正提高，

切忌不懂装懂。

导师简复如下：

深圳净樾班长和关樱班长确实难得，足为学员楷模。

首先，她们从不缺课，追随导师学习，深入经论，勤修慧学，甚至远赴其他城市学习，如

净樾班长去年远赴北京用一个周末听导师讲《瑜伽师地论 (伦) 记•菩萨地•种姓品》，关樱

班长去年远赴西安参加连续五天的陜师大培训营，一次过学习完“慈宗戒定慧”三学典籍。过

去数月，每月来港听导师以广东话讲《瑜伽师地论(伦)记•菩萨地•自他利品》。她俩今年四

月已获委为助理讲师，协助导师在香港广东话培训营讲解《佛学讲话》，仍然坚持听完其他部

分课程，关樱更把先生和女儿都带来听课，净樾因未能参加陕师大培训营，为了补课，牺牲复

活节陪伴五个孩子和身为上市公司主席丈夫共度假期的时间，尤为难得，都是值得导师重点栽

培的人才，她们这种追求真理正法的精神比吃全素更值得人欣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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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她们两位虽吃全素，但从不张扬，如同桌朋友不知，她们只默默吃碟边菜，如友人

知悉，她们只要求点一道素菜即可，不影响大家吃荤，更不会以吃素能培养慈悲心炫人。

稍懂唯识和止观者都知道吃素和慈悲心无必然关系，培养慈悲心必须修慈悲观，修观

(心)必有“所缘缘”，眼识甚至意识了知蔬菜水果等所缘(接触)境(对象)，不会直接引发慈悲

心。

必须观想于己有恩者如佛菩萨、父母、师长、供应自己日常所需的人群和悲悯同情受苦众

生，才能引发慈悲种子。所以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中宣示观想木石等

物无有是处。

有问题不明白弄清楚是好事，弄清楚才能自觉觉他，自度度他，否则以不实知见困扰自己、

误导他人，非智者所应为。

之三

导师回复成都学员韩泽龙有关《楞严经》中有不可吃肉文字及《楞严》经咒真伪问题如下 :

《楞严咒》可以是源出印度的，很多时经和咒不一定同一时期或同一地方结集的，

《楞严经》有可能是中国人结集的，导师不喜欢说是“伪经”，只会说有争议，不宜引用。

极受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敬重的近代佛学名家、欧阳竟无

大师门人吕澄先生着有专文讨论《楞严经》真伪问题，你可以找来阅读。

《梵网戒》也应该是中国结集的，连台湾法鼓山开山圣严长老也这样说，真正源出印度的

只有《瑜伽菩萨戒》，玄奘三藏所译，其中没有不可吃肉的条文。

就是因为有些经是中国人结集的，合乎中国人脾胃，所以在寺院中广泛流传。

以“无记心”吃肉没有“异熟因果”，除非吃错东西，才有拉肚子的“即时因果”，除非

恶心吃才会受苦报，如只为充饥或吸取营养，怎会起恶心 ? 否则当年佛陀、罗汉弟子，今日

南传比丘、藏传喇嘛、日韩大僧都不是要负上很大因果吗 ? 那些吃肉 (就算是“三净肉”) 的

出家人不是应该比在家人因果更严重吗?

今期生命长短与结束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宿业决定，导师也见过吃全素的出家和在家人患

上腄瘤之疾而逝，总不能说吃素所致吧!

学佛的助缘各随机宜，没有人迫你吃肉，你愿吃素，当然好，但不要以为吃素就是代表修

行就成。

“智慧波罗蜜多”就是从“闻思修”三慧趣入大乘空有两轮妙理，亦即向来没有争议的《大

般若经》与《解深密经》两大系统，亦即是初地及以上菩萨“根本智”和“后得智”所证的“圆

成实性”和“依他起性”。

只上过初阶班的学员，还有中阶/高阶以至将来的进修班/专修班，宜循序渐进，不用心急，

建立坚实的了义经论基础，自能知所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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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的误解

6 月 10 日周六南京初阶培训班举办之后，一位学员乐某以私信来问导师：

唯识宗与慈宗的关系？

导师觉得该学员上课时没留心，又不关注导师在朋友圈报道及宣传委员会秦璇副主任在

“慈宗讲堂”平台发布的链接 (尤其有关导师简介的部分有提及“唯识宗”与“慈宗”的沿革)，

加之当时忙于参加上海木鱼论坛和赶来多伦多参加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就未及时回复，该学

员恼羞成怒，私信说得不到回复，不跟导师学习了，要另找善知识。

随后又在群里说什么“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不同意导师在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善意纠

正香港李绰芬教授以物理学错误比附佛法的偏差，言语极无礼，态度极恶劣，终因触犯群规被

逐出群。

导师觉得该学员对佛经的理解完全错误，纠正如下：

《金刚经》中“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法”是指正法、真理；

“非法”是指外道邪见，一切不合乎佛法的异论；

此偈原意是指：

一切不合乎佛法真理的外道邪见异论应一早摒弃 (指“发大菩提心”入“十信位”时就应

摒弃，到初见道时，已经历一大阿僧祇无量劫的正知正信才能悟道)。

佛法的概念在“无漏根本慧”见道证“真如空性”时也不应执取。

(隐藏的一句是:“无漏后得慧”继“根本慧”生起观照法相时，再以正法观念接引有情众

生)

以上才是对经偈正确的解读。

各位慈宗培训群群友有佛学问题时，宜在培训群公开提出，导师来不及马上回复，其他通

晓答案的学长群友也可以试行回复，详加讨论。

导师身兼多家上市非上市公司董事和顾问，平时公务繁忙，，又要照看近三十个微信群，

私信会优先处理文教基金干事和各地班委工作的汇报。

如因怕尴尬不便公开发问，以私信问佛学问题，必须耐心等待。

古人以书信请益善知识，等数月经年才得回复，一点耐性都没有，又怎能三大阿僧祗无量

劫修佛 ?

曾从杭州远来南京参加初阶班的浙大研究生李思颖同学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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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莫气，导师课上讲过玄奘大师和古代瑜伽行派、唯识学、慈氏学的历史沿革，可能他

没有认真听讲。

导师回复：

思颖真优秀。

南京培训班班务顾问、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敦煌研究所所长黄征教授来讯:

该学员乐某此前经敦煌的朋友推荐进入我的敦煌联谊群，此番从广州回西安路过南京，看

到敦煌群发的消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慈氏学师资班，并说在栖霞寺供养一卷金刚经。其他的

就不大了解了。我们起初没有想要拉那么远的人来加入，所以他是自己要来的。

他平日会在敦煌群里经常发议论。晚餐我请他参加的。我都没想到他会那样。本来他说是

路过的，解释一声退群就可以了。

导师回应：

明白了，有点印象了，可能该学员自以为艺术家，但平时却得不到别人重视，所以特别敏

感，今次单方面以为自己受到冷落，心理产生不平衡 !

那天晚餐他也来了，所以他吃了导师一顿饭，还对导师无礼，真有点过份。

所以光会抄经不解经，一无是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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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一性皆成”与“五姓各别”的讨论

武汉佛教协会副会长、武昌佛学院副院长能利法师近日来讯交流如下 :

王导您好，你所弘扬唯识心法，深表佩服与赞叹！实乃大士之举！

唯有一事当与王导师相商榷：

关于五种定性之根说法，我认为亦是方便说，佛本意众生皆有成佛之性与缘，心佛众生毫

无差别。

那为什么佛在经中又说五种定性？个人认为，定性是指相对于无量劫中一段时间，此众生

根性不移不改、不可教化，正如世俗之语：江山移改，本性难移！说的是一个人生下来的一些

特别个性，一生都是如此，比如好斗之人到何处皆与人相斗，死不悔改。

那么五种定性之说类似，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比如您，从小到老都发菩提心弘扬正法而不疲

厌；而有些人一生就只顾自己，别人如何劝教都不能改变之。

吾之意，不知王导可否？

武汉归元能利合十敬上

王导师回复:

“无种姓说”有“圣言量”根据:

《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种姓品》，《大乘庄严经论》等，

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说:一般以《法华经》作如是说，然何以佛说法时有五千退席?

故智者大师《法华玄义》认为“一乘是实，三乘是权”。

窥基大师《法华玄赞》认为“一乘是权，三乘是实”。

日本奈良药师寺每年举办一次台宗与相宗辩论，历经千年，尚无定论。

“五种姓”中有“不定种姓”，应为数最多。

“心佛众生无别”，应依“法性真如”说。

事相必有差别，是暂时或永久，唯佛能知。

但唯识家不光言事相，更言“种子”，是否具备“无漏种子”，是解脱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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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姓”大小乘在印度本无争议，小乘人乐为小乘。

是来到中国才有争议，论者以为受儒家人皆可为尧舜说影响，但真成能成尧舜者又有几人。

依鼓励言词，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依教学方便，说“五姓各别”。

皆可是方便说。

如有众生不愿成佛，佛菩萨仍不放弃度之，才显大乘之伟大。

如一切众生最终成佛，则宇宙无始有终。

慧沼提出“理佛性”与“行佛性”，可作为调和争论之言。

此问题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观点，事实上，我们真能做到只是“佛度有缘人”。

释迦示现，也有众多未度之人。

否则何以佛说《法华》时，有五千退席。

能利法师 :

五千，比如是小学生，讲中学课听不懂，当然退席！

王导师 :

如皆可成佛，怎会退席？

为何其中有部分回小向大，其他的似乎无动于衷，退席则更是过分。

能利法师 :

以后能听懂，就不退了，当然这个以后可以很多劫以后。

王导师 :

也不排除永远听不懂或听不进去。

这大概就是窥基大师对《法华经》提出不同解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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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法师 :

是的，个人认为，五种定性可以讲，但不能讲死！

比如讲苦集，本性哪有苦集，当然本性也涵盖盖苦集之空性，苦集是假，但必须讲。

王导师 :

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也不能讲死。

佛不是上帝，不能保证一切众生必定成佛，(上帝也不能保证所有人上天堂)要靠众生自己

努力。

能利法师 :

那当然，不修行哪能成佛。

王导师 :

从学术角度，交待历史上曾有这两种不同意见，最为适当。

能利法师 :

今与王导师一论，忽悟：

可能讲五种性是让我们反省，我们不要被五定性定住了，要努力修行改变自己！

当然，是要讲清楚，既然佛说有五种定性，那是必须讲的。

王导师 :

正是，我讲解时是这样说的。

是否“定姓”，是那种“种姓”，唯佛能知。

但佛不会指明某人是某种“种姓”，但教学上则不妨随机接引，不用勉强。

等于我们现在跑去南传国家，要所有南传僧人改信大乘，殊不可能。

不如先做好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先度周围可度之人。

又例如愿习唯识的，寥寥可数，就不必强求所有学佛的人都学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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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宗有关为先人葬仪超渡的释疑解惑

武汉佛教协会副会长、武昌佛学院副院长能利法师近日在朋友圈发布题为《关于死后骨灰

可否存放寺院之通告》，文章内容如下：

导师评论：

此诚正知正见也 !

观乎部分香港及海外佛教寺院以此敛财，实足羞愧 !

若为护法善信慎终追远而设，则一牌位已可，更不应收费或只宜酌收成本费，遑论骨灰供

位价格愈定愈高，如地产市场节节上升，此实有违佛教乃佛陀智慧教育之本质也。

所以今日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之复兴，必须剔除迷信商业杂质，方有以致之，在家

学佛者切莫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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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李依泽班长来问 :

导师早上好。看了导师发的链接里这段话“须知神识他住，与此躯壳之渣土何干？！难道

可以神识投胎而去，此躯壳之渣土在此处可代汝听经？！如果渣土可以代汝听经，则投胎之神

识是你还是渣土是你？”我有个问题想请教，那如果过世的人神识未投胎转世的，是否神识还

他的坟墓里？清明或过年过节的祭祀祖先仪式只是怀念已故亲人的方式？中国习俗七月半烧

纸钱是不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呢？

因为这次回老家时，也去山上爷爷，父亲，哥哥坟上祭拜，以前还动过要帮他们坟搬迁的

念头。因为学了佛法后，当时就心生此疑问，觉得做这些事有意义吗？我也曾在寺院做过法事

帮他们超度，超度的目的是让他们不要在地狱受苦，早日投胎转世或早升西方极乐不再轮回，

那都超度了，再去看再去祭祀再去搬迁还有什么意义。那么也不存在所谓祖坟藏不好，影响后

代子孙这一说了。后代过得好不好，全仗自己的业果轮回和因缘果报，和谁都没有关系。请导

师开示，解我疑惑。

导师回复 :

仁者问题甚好，理解甚对，足见近日专心学习慈宗，进步甚速。兹分别简复如下

01. 神识

“神识”一词，很多学佛的人误以为是指“灵魂不灭” (南北朝时的人就有此误解)，佛

家思想以“诸法无我”为基本原则，故“神识”不是“灵魂”，“神”应指“精神”，“识”

应指“心识”，即是指支持一期生命的精神力量。

依慈宗义理，即是过去生业力支持这一期生命的业种子 (行为的功能)，寿元的终结就是

感召这一期生命的业种子已失去力量，感召下一期生命的业种子即将或马上成熟。

02. 中有

在为“中有”或称“中阴” (不是“灵魂”，是前后两期生命过渡时期的“五蕴”尤其是

包括“受”、“想”、“行”三蕴的“识蕴”) 诵经持咒念佛观想回向，必须是亲人或极有定

力者以至诚心及回向之业，击发亡者“深层意识”(第八“阿赖耶识”) 之种子，才有感应。

一般走过场虚应故事的职业念诵者不应产生什么力量，汉传佛教认为生者得益较亡者更

大，因为如生前不作善业，善种子力量太弱，受击发的可能性不大，这点与藏传说法似有不同。

03. 遗骨

如亡者已转世，第八识业种子已另呈现新生命，确已与原有躯壳或骨灰关系不大，供养骨

灰牌位是表达哀思孝心而已，

但为过去亲人亲自 (注意:必须亲自) 诵经咒佛号回向，可为生者熏习善种，如力量极为

强大，或可为转世后的亲人第八识中善种产生若干增上之力，因为过去世刚有亲眷关系，第八

识“想蕴”种子印象仍新，虽“表面意识”(“第六意识”)已不复想起了。

04. 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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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纸钱”实属中国民间习俗，西方即无此做法，做善事者照样得生善趣，而且染污空气，

殊不可取。

“墓地”一事，估不论风水地理之可靠性，更大的是对生者的心理安慰，以为葬在环境优

美的地理位置，才算尽孝，心安理得后，很自然地感觉家庭事业可以更顺畅。

要知居住环境是“依报”，广做善业才是“正因”，不如用选葬昂贵墓穴的费用以已故亲

人的名义、视乎能力大小，来设立慈善基金、奖助学金、刊印佛书、赞助弘扬纯正佛法的活动，

更能冥阳两利。

慈宗对定中遇害往生何处的释疑解惑

峨嵋山佛学院隆藏副院长 (是极少数曾从王恩洋先生门人唐仲容、唐思鹏父子受学唯识的

出家学者)在朋友圈转犮自学唯识而著有《玄奘评传》的南京大学傅新毅教授论断如下：

前在峨眉有学僧问：

身在欲界，修无色定，若欲界身为人所害，如何？

答：

身在欲界，修无色定，其第八识仍欲界系，故欲界身若为人所害，第六意识必出无色定，

以散心而命终。

若在欲界多修无色定，下一期生命或生无色界，此时第八识方为无色界系。

前为修得，后为生得，故有不同。

导师在朋友圈回应评论如下 :

此说不尽然！

若已得“有余依涅盘”的罗汉如目揵连在定中为外道所害，即入“无余依涅盘”。

故视乎支持欲界寿命的业种是否势用已尽，而“无色界”的有漏种子或入涅盘的无漏种子

是否已成熟，才能决定受害后下一生出生何处或此生之后会否入灭。

附注:

01.

“涅盘”，梵语 Nirvana，意译“寂灭”、“寂静”，或简译作“灭”，从大乘佛教角度，

指小乘修行人因已永伏“俱生我执”及由“我执”引起的烦恼，不再生死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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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有四种涅盘之说 :

—“自性清净涅盘”，即指“空性”。

—“有余依涅盘”，指小乘修行人已证“阿罗汉果”，此生之后，不再生死轮回，但过去

生的业果寿元还未完结，此最后生有漏肉体色身还在。

—“无余依涅盘”，此最后生有漏肉体色身寿终命尽，过去有漏业果无所剩余，从此不再

生死轮回。

—“无住处涅盘”，指大乘菩萨八地 (永伏“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以后直至佛位，

不需故留烦恼、留惑润生，虽不再藉生死轮回入世度化有情众生，而能分身示现，普度群迷。

(参看导师撰述《佛学讲话》第六讲《解脱论》和第八讲《大菩提与大涅盘》)

02.

“无色界”，指“三界”中最高层，为外道所向往之天界，因长期修“四无色定”，即“空

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而得生，但仍未脱生死

轮回，为佛家所不取，甚至认为有可能天福尽后，还堕“欲界”(“傍生”道中)。

“三界”名目如下 :

—“欲界”，指有男女之欲、饮食之欲的有情众生，细分有“六欲天”、“人”、“阿素

洛” (旧译“阿修罗”)、“傍生”(旧译“畜生”)、“鬼”(旧译“饿鬼”)、“地狱”六趣。

—“色界”，指长期修习禅定，深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命终得

生四种禅天，此界有情众生饮食男女之欲不起，仍有色身，贪着禅定的喜悦，婆罗门教以为创

造宇宙的“大梵天”就是“初禅天”的有情众生。

—“无色界”，指长期修习深入“四无色定”的修行人，命终得生没有肉体色身的纯精神

境界，天寿极长，有些外道误以为就是“涅盘”。

依佛教来看，此三界有情众生皆未脱生死轮回，尤其不宜修习“四无色定”，以免虚耗光

阴、生天后福尽还堕。

(参看导师撰述《佛学讲话》第二讲《世界观》)

03.

“有漏种子”，简言之，指有情众生无始以来现行“与烦恼连结”的功能。

“无漏种子”，简言之，指大小乘修行人初证“空性”时开始出现“不与烦恼连结”的清

净功能，小乘至“阿罗汉”(“无学”)果位、大乘至八地“菩萨摩诃萨”(“永不退转”)位时

无有间断出现。

(参看导师撰述《佛学讲话》第五讲《业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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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佛陀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遇害殉教的故事出自南传佛教巴利文三藏中的

《法句经注》和《本生经注》，细节略有不同。

要言之，无非是说明“神通”(指神迹、超自然力量、特异功能) 不能改变“定业”(不可

变更的业力)，佛陀也呵斥弟子炫耀“神通”。

“正信佛教”与“附佛外道” (披着佛教外衣、假装佛教者) 的最大差异就是传播正见正

理才是纯正佛法。借“神通”吸收信徒必非正道，被怪力乱神的言论牵着鼻子走必入歧途，严

重违背佛陀教育寻求真理、建立智慧人生、自在人生的本意。

有关佛教经济来源和管理制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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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培训班学员重庆李霞仁者看到导师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报道后来问：

佛教团体的稳定经济来源和高透明度的管理一直是个问题……好奇其他如基督教等怎么

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导师简复如下：

很多“所谓佛弟子”，其实都是只求自利，心中十分计较，付出多少 (包括金钱/时间/

体力)，都希望获得十倍百倍千倍的回报，完全是做交易的态度，这种“所谓佛弟子”口口声

声说自己是大乘，实质上连“人天种姓”都不如，这类“所谓佛弟子”多是不懂经论，只知烧

香叩首，不求甚解之徒。

基督徒反而很多是真发心，严格奉行六分之一收入贡献教会，生前就裸捐的西方富商大多

数是基督教徒，临终时把遗产捐给教会的也大不乏人；很少佛弟子愿意把所有财富捐出，一定

要留给子女家人，佛教道场对善信更是互相竞争，据为己有，很少愿意资源共享，互通有无的。

基督教传教士拿微薄工资，不可拿红包私人接受供养。教会财产交由虔诚的专业教徒管理，

保值增益，用诸教会；旧教天主教全球财富统一于教廷，更是惊人。当然也偶有败类，但因管

理制度化，所以漏洞较少。

基督徒也有交易之心，但他们寻求的是一次性的最终交易，死后上天堂侍奉上帝；而不像

很多“所谓佛弟子”斤斤计较于眼前的逐笔交易。

李霞仁者回应：

这种文化害了一代代人……那该怎么办？

导师再复：

所以导师喜欢招收完全未接触过佛教道场的学生，尤其是知识分子，犹如一张白纸，灌输

正确的佛陀教育，培训他们当老师，把正知正见传播开去。

原有的传统佛弟子，则要施加棒喝，洗掉他们以前累积的错陋习气。成都秦璇营长就是个

成功的最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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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慈宗大型活动报导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 香港 (广东话)培训营即将开课
香港本地学员不设限期，欢迎报名

The First Maitreya Studies Training Camp Hong Kong 2017

主办机构：

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 (香港)（主办）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协办）

举办日期/流程安排

举办日期 :

15/4/2017（周六上午）：报到

15 — 17/4/2017（周六下午至周一中午）：上课

(备注: 以上为香港复活节公众假期)

举办地点 :

香港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湾仔区铜锣湾怡和街 88 号）

对象 :

港澳台/珠三角地区/星马

高等院校或佛学班学员

略有佛学知识者

主任讲师 : 王联章导师、衍希比丘尼法师

助理讲师 : 关樱、李净樾、杜京穗

筹委会顾问 :

刘煊桦 (北京)、王小根 (北京)、

关樱 (深圳)、李净樾 (深圳)

营长 : 王小蕾 (西安)

执行营长 : 秦璇 (成都)

常务副营长 : 张钦璇 (北京)

第一副营长 : 蔡秋凤 (深圳)

助理营长: 杜京穗 (广州)、黄伟贤 (香港)

第一天

4月 15 日周六

上午 10:00—12:30 报到

中午 12:30—下午 2: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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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讲话》八讲合并为三节，每节一个半小时

01.

第一讲/三讲/四讲合并

— 《五乘佛法的基本原理》

下午 2:00—3:30

讲师 : 关樱、李净樾、杜京穗

02.

第二讲/五讲/六讲合并

— 《业果轮回的形成与解脱》

下午 3:30—5:00

讲师 : 王联章导师

03.

第七讲/八讲合并

— 《菩萨愿行与正觉内容》

下午 5:00—6:30

讲师 : 衍希法师

晚上 6:30—8:00 晚餐/休息

04.

《般若心经》导读

晚上 8:00—10:00

讲师 : 王联章导师

第二天

4月 16 日周日

上午 7:00—8:30 早餐

《唯识三十颂》导读 (上)

上午 8:30—10:30

《唯识三十颂》导读 (中)

上午 10:30—12:30

中午 12:30—下午 2:00 午餐

《唯识三十颂》导读 (下)

下午 2:00——4:00

讲师 : 王联章导师



155

《瑜伽菩萨戒略摄颂》导读 (上)

下午 4:00—6:00

晚上 6:00—7:30 晚餐

《瑜伽菩萨戒略摄颂》导读 (下)

晚上 7:30—9:30

讲师 : 衍希法师

第三天

4月 17 日周一

上午 7:00—8:30 早餐

《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导读

上午 8:30—11:30

讲师 : 王联章导师

《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章》五重唯识观部份导读

上午 11:30—12:30

讲师 : 王联章导师

中午 12:30—13:00 结业典礼/颁发证书

下午 1:00—2:30 午餐

下午 2:30 离营

费用：全免

由主办单位承担非香港居民学员 15—17/4/2017 两天半两晚食宿费（同性共住）及香港居民学

员两天半午餐/晚餐。

名额:

暂订名额 : 40 名

中国内地/澳门/珠三角地区/台湾/星马报读生 20 名

香港本地报读生 20 名

要求:

学历要求 : 大学本科及以上

语言要求 : 广东话交流自如者

年龄限制 : 不超过 45 岁

报名期限 : 28/2/2017（香港本地不设限期）

交通津贴:



156

在完成全部课程后，获发 300 港元（香港)、400 港元 (澳门/珠三角地区)、1200 港元 (海外

包括星马)交通津贴。

注意：所有申请交通补贴的学员必须提供收据、车票/船票或飞机票据。

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7)香港广东话培训营圆满结束

慈宗师资培训营 首现香江布祥云
青年学子熏智种 局长亲临致勉词

导师、衍希法师与班长、学员集体合影

李净樾班长、关樱班长、杜京穗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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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营现场照片

导师为大家授课的现场照片

培训营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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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5 日周六至 17 日周一慈氏文教基金在香港铜锣湾富豪酒店圆满举办了“第

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2017)香港(广东话)培训营”，满额招收了 30名来自香港、澳门、广州、

深圳、江门、珠海的高学历学员。

除由香港宝莲寺已故住持圣一老和尚门下衍希比丘尼法师主讲《瑜伽菩萨戒略摄颂》及香

港李净樾班长、深圳关樱班长、广州杜京穗班长三位合讲《五乘佛法的基本原理》外，导师亲

自主讲下列课题 : 《业果轮回的形成与解脱》、《菩萨愿行与正觉内容》、《般若心经》、

《唯识三十颂》、《菩提道次第广道•奢摩他章》、《大乘法苑义林章•唯识章》五重唯识观

部分。自 15 日下午至 17 日上午导师自三亚授课经深圳回港后，马上开课，个人单独讲了近

20 个小时课，愈讲愈精神，愈讲声音愈洪亮。

4 月 17 日周一仍是香港公众假期，中午一时在酒店举行圆满结业素宴，香港特区政府民

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太平绅士亲临致词，勉励学员们继续努力学习，弘扬中华文化精粹。

(香港民政局职权甚大，相当于很多地方的内政部。)

导师亦致词指出近年西方宗教在内地和香港传播日广，佛教本质不是宗教，是佛陀智慧的

教育，同时早已与中华文化融合，是中华文化精粹之一，我们应该学习唐三藏玄奘大师追求真

理、百折不挠、不慕名利、弘扬文化的精神，让更多青年了解中华文化精粹，明辨是非，知所

抉择，从而净化人心，和谐社会。

最后请许局长和衍希法师颁发结业证书，并由学员代表致谢词。香港大公报记者刘毅和王

丰铃仁者出席采访并分别访问王导师和衍希法师。

关樱班长主持结业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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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师在结业午宴上致辞

许晓晖太平绅士亲临致词

是次培训活动学费/教材费/香港五星级酒店膳食及华南区学员住宿费全免，每位香港及华

南区学员可获 300 — 400 港元交通费补贴，并有慈氏文教基金来自北京/西安/成都/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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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多位执行委员担任营长和助理讲师等现场义务工作，共耗资约 150,000 港元，即平均投

资每位学员 5,000 港元，法缘殊胜，成果丰硕，十分值得。

以上开销全由王导师历年以来捐入慈氏文教基金属下营运基金善款支付，无需对外另行筹

措。

附学员致谢词:

深圳蔡秋凤仁者代表华南区学员致谢词

尊敬的许局长、导师、法师、各位来宾、师兄们：

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深圳的学员蔡秋凤。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本期由香港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主办、陕西师范大学宗教

研究中心协办的香港培训营。这里要特别感谢香港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慈氏学会（香港）导

师、多间高等院校课座教授的王联章先生。他数十年来为金融事业和企业发展忙碌的同时，致

力于以大乘佛教慈氏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出资为

陜西师大、西藏民族大学等国内不少大学捐赠图书，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无私奉献。

这次香港培训营的举办，也是导师精心筹划，鼎力资助和推动的结果。从前天到今天的学习，

我的内心法喜充满，时时激动、感动中。这三天导师站立讲法近 20 小时，讲述慈宗慧学空，

有两轮经典：《心经》和《唯识三十颂》，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如行云流水，精彩纷呈！导

师幽默风趣的讲课方式也让我们这些听法者时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如痴如醉！如梦初醒！赞叹

导师弘法利生的悲心愿力!感恩导师!感恩各位台前幕后辛勤付出的师兄们！

学生日后定当加倍努力学习，加倍精进，努力朝为他人讲解慈宗学的目标挺进，以报佛恩

及导师慈悲之恩。谢谢大家！

香港姚雯雯仁者代表香港学员致谢词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学员姚雯雯。首先要感谢法相学会给予我这么难得的机会参加慈

氏学香港师资培训营。此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很荣幸有因缘能够聆听王导师、衍希法师及助理

讲师们讲授的慈氏学课程。导师及讲师们讲授的课程深入浅出且精彩纷呈，讲授的课程不但有

佛教义理的内容，期间也穿插了生动活泼的例子，我和众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法喜充满！从

读大学期间就开始学习初阶佛学，那时候觉得佛学很有趣，因为佛教讲因果，不过当时依然是

对某些佛理存疑或不明白，经过这几天培训营的学习才扫除很多心中疑问。最重要是坚定了学

佛信心，知道自己学佛的目的和方向，知道如何更好地在生活中实践。作为初阶学佛者，我总

结了三天所学内容：佛教不是迷信，学佛要信因果，也要知道因果关系，要明白轮回业报的理

论，佛教如此多学派中，我觉得唯识的理论最严谨。每一个念头、行为的发动都会记录在识田

里，这是对我以后做人起了很大的帮助，三思而行善，努力学修佛法，日后有机会回馈社会，

自利利他并弘扬慈宗。最后我代表香港学员们再次感激讲师、讲师们及营长们的辛劳的付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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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合影留念

导师与各地义工班长合影留念

导师与大公报两位记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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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公报报导：“慈氏学”重培养青年弘法人才

【大公报讯】记者刘毅、王丰铃报道：“慈氏学”即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包括唯识学、三

性学和般若学三部分。为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慈宗（慈氏学／慈恩宗）宗风和玄奘

精神，培养青年人成为弘法人才，慈氏学会（香港）／慈氏文教基金主办“第一届慈氏学青年

师资香港培训营”，于四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香港举行，并于昨日圆满结业。

近年，研究“慈氏学”学者日渐增多，慈氏文教基金董事长兼慈氏学会（香港）导师王联

章，于二○○三年成立慈氏学会（香港），二○○九年再成立“慈氏文教基金”，多年来以客

座教授身份在十多所内地高校举办“慈氏学专题讲座”、“慈氏学师资（远程）培训班／进修

班”课程，向青年人推广纯正的佛陀教育。

佛法教人理性思考

香港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在培训营结业午宴上致辞时表示：“其实佛教并不仅仅是一

门宗教，它更能提升我们对于人生的思考，引导我们觉醒。如果我们可以将“慈氏学”进一步

推广，相信它可以让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家人、同事、同学都可从中获益，也能使我们提高人

生修行，亦令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

王联章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道：“彼时，‘慈氏学’风行印度，时人称其为‘瑜伽行派’。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历尽艰辛前往印度，主要修学者即为‘慈氏学’，回

国后译述相关经论，纵使唐太宗李世民要其做官，玄奘皆不为所动，始终以弘扬‘慈氏学’为

己任，力求令这一佛法道义发扬光大，在他的身上，最能体现佛教精髓。”

身为一个银行家，王联章认为，研究佛法可以令他更明白何谓“无我”，工作时不搞一言

堂，乐于采纳下属的不同意见。另者，他更以“慈氏学”为例阐释其中藴含的哲学思想及逻辑

性。面对如今人们对佛教的误解，王联章指出：“佛教奉行无神论，很多人有一个十分错误的

误区，认为笃信佛法是为求佛保佑自己的前途，其实，我们应该向佛祖祈求的是解决人生难题

的智慧，能够逢凶化吉的始终是我们自己。”

课程内容深入浅出

作为本次培训课程导师之一，衍希比丘尼法师教授“瑜伽菩萨戒略摄颂”，她坦言是边学

边教，自己亦受益匪浅。当年她跟随大屿山圣一老和尚出家，在香港大学读研究课程后，便在

孔先洲中学教书，这是第二次参与慈氏活动讲学，对比这次的培训课程与平日的课堂教学，她

说：“这次是专门、浓缩的课程，像洋葱剥皮一样，深入很多。这批学生非常认真，吸收能力

很高，可能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有工作，人生有很多经验和感悟。而我在中学教的学生是十几

岁的，教他们的是普遍、基础的佛法，不能讲很深。”

培训营学员罗伟辉曾在佛教大雄中学读书，那时就对佛法很有兴趣，经常向老师请教佛教

问题，常参加听经、讲座活动，对唯识学也有一定了解。谈及本次培训收获，他说：“我自己

最大的感受，就是佛法是人生的学问、理性的思维多过盲目信仰。”他认为，这次活动学习的

是如何观察世间万象，如何面对人生境况：“一般佛学课本只会讲普遍的佛教理念，譬如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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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与生活脱节。这次不单只讲理论，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做到，

比如分析不同人，在不同情况下呈现的不同生理状态，如何分析理解之后做出理性的选择。”

未来，王联章依然坚持弘扬佛法和“慈氏学”，他将从今年年初至明年，在成都、厦门、

杭州、北京、深圳、新加坡等多个地区，分初、中、高三个阶段教授“慈氏学”，并计划于明

年在香港举行“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责任编辑：大公网）

来源网站：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7/0418/3442011.html

慈氏文教基金 2017 年上半年度活动一览表

香港回归二十年 奘师求戒千四年
慈宗命名八五年 虚公上生七十年

为纪念上述意义重大的日子，慈氏文教基金已于或将于 2017 年上半年先后举办下列活

动：

1月 7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神户普通话初阶培训班

2月 11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成都普通话初阶培训班

3月 19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厦门普通话初阶培训班

3月 26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杭州普通话初阶培训班

4月 15 日至 17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香港广东话培训营

4月 29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杭州普通话中阶培训班

5月 13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杭州普通话高阶培训班

5月 20 日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新加坡普通话初阶培训班

希望下半年继续在内地原有城市举办中/高阶培训班及其他城市举办初阶培训班，欢迎有

志“探究弘扬传统文化精粹，中华民族脊梁玄奘精神，近代思想家国学家推崇”的慈宗学说者，

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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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学青年师资 2016—2017 年各地培训营信息汇总

虚公上生七十载 四国五地十一城
培训一营廾五班 慈宗弘宣海内外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completed and will complete altogether one training camp and 26
training courses for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on Mainland China and overseas by the end
of 2017 for memory of his grand-teacher Venerable Tai Hsu passing away from this world to Tusita
70 years ago.

慈氏文教基金青年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成都秦璇营长发心整理出下表，

并感叹道:王导师一年里各地跑着讲课，整理出来才发现这么多！

导师回应如下：

今年是中国人传统说法中的本命年，为弘扬慈宗正法和纪念太师父 - 太虚大师上

生 70 周年而奔波，十分值得!

今年目标是完成一个培训营、25 个培训班，一年有 52 个星期，平均两周一个培训班，大

部份课程由导师亲自主讲。所有培训营和培训班免收学费，连教材/膳食都完全免费，并提供

学员交通补贴，光一个在香港五星级酒店举的培训营就耗资 150,000 港元。

到年底应该是能举办 25 个培训班，不算今年不定期举办的《唯识三十颂诠句》杭州普通

话专修班和《瑜伽师地论 (伦) 记•本地分•菩萨地•种姓品》香港广东话专修班，每月在澳

门举办的“慈宗唯识学”广东话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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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慈宗导师国外考察行

2017 年 1 月 5日
日本关西行之一：腊八京都瞻古刹 新书旧籍满载归

导师自元旦日由日本张柠班长亲从大阪关西机场接送到京都后，自行休息调整过去两周加

拿大多伦多与温哥华经历的时差，遥距处理慈氏文教基金重要事务，及以去年七月西安培训营

的经验为基础，重新制定适用于未来同类活动的日本神户初阶培训班班规。

三十三间中供举千尊近千年的千手观音

2017 年 1 月 5 日周四适逢中国佛教传统的腊八节，在一早从神户赶来的张柠班长驱车陪

同下，上下午分别前往三十三间、广隆寺瞻礼，三十三间中供举千尊近千年的千手观音，不论

一年来多少次，每次都让人震撼。

广隆寺供奉的千多年慈氏弥勒世尊思维像，每次瞻礼时都感受到充满智慧的慈容，今次适

逢佛成道日，彷佛更显慈柔睿智、透出的光芒让瞻礼者心神清爽，灵宝馆中随便一尊胁侍慈氏

弥勒世尊的毗沙门天王像都是公元九世纪的艺术精品，其珍贵可知。

导师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响应中央电影台的说法: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本质不是宗教。

导师更认为佛教是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智慧人生的教育。

而佛菩萨像固然能令人对历史上伟大智者产生敬意和怀念，更是珍贵的艺术品，日本关西

地区寺院保存这些近千甚至逾千年的佛菩萨像，或直至来自中国，或传承自中国佛教艺术，是

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与近代港台内地新建寺院塑像的艺术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导师更在中午时间前往其中堂选购佛书，今次只花近 180,000 日元就购获近二十册好书和

小型词典，例如：

老朋友师茂树新作的《论理之历史》、历史考证新书《佛陀的前生》、般若和唯识的新书

有《八千颂般若经形成史的研究》、横山纮一有关《法相二卷抄》的专著、有关《金刚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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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会的原典研究等，更有久寻未获的罕本平川彰的力作《律藏之研究》等，收获甚丰、满载而

归。

2017 年 1 月 6日
日本关西行之二：奈良法隆寺古建筑巡礼

2017 年 1 月 6 日周五神户初阶培训班前夕，导师在张柠班长发心护持专车接送下终于得

偿多年心愿，瞻礼了位处奈良较偏僻地段斑鸠町的原法相宗大本山的法隆寺。

该寺建于公元 607 年，相当于中国隋代，不论建筑或文物都是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风格，

五重塔可称是日本最古的佛塔，据说 1949 年在火焚中受到一定的破坏，业已完全修复，该塔

四门有著名的石刻塑像，分别是文殊与维摩两大士问答、释迦入灭前收比人间佛陀年长的婆罗

门学者为弟子，佛涅盘后八王迎请舍利 (遗骨)和以天身呈现的兜率净土故事，都不约而同显

示在家菩萨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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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隆寺是研究古建筑专家学者必到考察之处，寺中金殿、五重塔、中门、回廊等悉依中国

南朝、隋代建筑风格，尤其五重塔的房檐递减，仿似重叠，轻灵飘逸，势若飞腾。建筑群中的

斗拱，亦极具特色。

三十年前香港大屿山宝莲寺天坛大佛筹建时，导师就指导负责设计青铜造像的宏勋尼师到

日本考察，她后来把日本保留中国古代斗拱的特殊技巧引进回港重建了志莲净苑尼众道场。

法隆寺与药师寺同具法相宗特色之处，就是以药师佛为供奉主尊，这是传承唐玄奘三藏译

《药师经》的宗风，而法堂中则供奉慈氏弥勒如来圣像，东西两侧设有高架的论议台，没有太

多参拜唱诵的空间，秉承慈宗智证法门，重视经教研讨的遗风，令人肃然起敬，顿生见贤思齐

之心。

适逢古寺部分维修，导师得以以自己和师母名字捐了一块“唐草瓦”，缔结胜缘，既增见

闻，又修福慧，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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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6日
日本关西行之三：奈良法隆寺古文物瞻礼

据说法隆寺有国宝级造像达 80 尊之多，大多是相当于中国唐代或以前艺术珍品，保存于

大宝藏院中，远离前述古建筑群，很多到访者来去匆匆，往往失诸交臂。所以真正的日本专享

文化之旅只宜像导师一样每天参访一至两处胜迹，细心观赏，其余时间泡泡温泉、尝尝美食、

购物购书，放松身心，休养生息，不宜像赶鸭子一样，走马看花，印象全无。

大宝藏院是日本极少有的佛教文物馆，除著名中国南朝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百济观音

外，九面观音、慈氏弥勒、多闻天王等，像/画都极为珍贵。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有公元 767 年

的《瑜伽师地论》、公元 1167 年的《大般若经》部分手抄卷，二卷相隔四百年，最古的距今

1250 年，两者都是唐玄奘三藏译本，是玄奘大师上生约 100-500 年间相当于中国唐宋两代手

抄本，极为珍贵。日本佛教文物保存之完整，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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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28 日
温哥华之行：初一瞻礼药师佛持素纪念慈氏

温哥华时间2017年1月28日(丁酉年初一)星期六中午导师前往各个不同宗教寺院教堂林

立的烈治文区一家由香港长辈好友家族捐建的藏传佛教寺院点灯礼佛，大殿中供奉的药师如来

圣像庄严璀璨，与慈宗汉地祖师玄奘三藏大力弘扬的药师法门不谋而合，所以导师若逢农历春

节在温哥华欢度新春，多来瞻礼。寺内宁静整洁，图书室中还有慈氏学会(香港)出版的佛学典

籍，寺中经常举办法会讲座，是温哥华市汉藏人士修学佛法的好去处。

导师 1 月 27 日(农历年三十)周五从多伦多抵温，晚上在师母住处不远的连锁会所餐厅用

膳，荤素任选，素食精美，气氛甚佳。28 日(农历年初一)周六晚上亦在师母住处附近进食有

机蔬菜寿司，鲜美可口，远在加国仍能遵从大年初一慈氏弥勒世尊纪念日茹素的习惯，口福不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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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7日
不丹文化行之一：

不丹王国会帝师 晚宴交流幸福学
云端寺内授禅修 九住心诀纾俗尘

导师于 4月 6日周四自温哥华回港，随即应邀经尼泊尓前往不丹参加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2017 年 4 月 7 日周五导师下午甫扺不丹，晚上就与有不丹国师之称的卡玛·尤拉 Dasho

Kamar Ura 爵士共进晚餐，其爵位为不丹王国最高级别，爵士现任不丹研究院院长，早年毕业

于英国牛津大学，是一位哲学博士。

作为国王的老师，爵士的唯一使命是将不丹的幸福传播出去，让更多人领悟不丹幸福的真

谛，所以可说是成就不丹幸福指数的关键人物，因此爵士也成为了世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马云

等知名人士拜访最多的不丹智者。

(在一次与企业家们谈及不丹幸福要义时，爵士留下了一句令在座很多人陷入深思的话。

“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个人都是谷歌，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无论外界给予

爵士怎样的赞誉，他都只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研究幸福的人。)

被称为不丹国师的有三位，除卡玛爵士外，还有原来的顶果法王，但已于 1991 年逝世，

被认定的转世灵童现年 24 岁，年幼时在尼泊尔，目前在不丹接受佛教哲学、阅读、书写、修

法甚至英语的密集培训，故仍不足以履行国师职务。

另一位是出生于 1955 年、现任第 70 届“杰堪布”的不丹竹巴噶举最高教派领袖吉美法

王，承担全国最重要的弘扬法脉责任。

故此，卡玛爵士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不丹与国际社会交流，树立不丹世界最幸福国度形象的

国师，但同时他又对佛学有极深造诣。当他听说导师自 15 岁开始已得明师指点研习古印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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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行派”教学，马上肃然起敬，对“瑜伽行派”的创始人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更表示崇高的敬

意，更透露不丹青年学习教材中亦选取无著菩萨的教言。

他现年 56 岁，听说导师已 60 岁，十分惊讶!在后来交流幸福三大指标时，说及他们不丹

人强调每天必须有七个小时睡眠，听说导师平时只需三个小时睡眠，十分赞叹!

谈到西方心理学与“瑜伽行唯识学”的比较研究时，他坦言西方心理学范围只到达“前六

识”层次，远不如“唯识学”谈到“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但不丹研究院却甚有

兴趣研究意识和肉体的关系，并希望导师明年二月能来参加不丹的高峰论坛。

导师亦口头邀请卡玛爵士明年三月来港参加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暨第一届慈宗青年

论坛作重点发言。双方均认同中国和不丹目前未有外交关系，香港将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地点。

晚餐时，爵士和导师讨论“五戒”中有“不酗酒戒”，但“十善法”中则没有时，导师指

出慈氏学会 (香港) 提倡奉行的“新十善法”中有“不滥药”一条。麻醉性药品泛滥问题更严

重，连大麻都可以在北美公开发售，爵士则认为有些麻醉性药品有治疗作用，导师则强调必须

依照医生处方用，不可滥用，爵士表示同意。

晚餐后导师与爵士一起主持一个公开交流环节，回答中国内地访客的问题，对时间的管理

和幸福的定义多所阐释。



172

2017 年 4 月 9 日周日上午，导师一行到达清幽脱俗、景色怡人的不丹皇家寺院云端寺参

访，大众恭请导师分两节课讲授禅修原理和方式，上午的第一节课在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的大殿

举行，导师依《佛学讲话》以一个小时介绍了“禅那” Dhyana 和“瑜伽” yoga 的定义。

导师又重点阐释“慈宗唯识学”五十一个心所中五个“别境心所”的重要性，尤其是培养

念力对禅修的重要性，再依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奢摩他章》说明

如何对治“散乱”、“放逸”、“昏沉”、“掉举”等负面心理状态。最后介绍了小乘佛教“四

念住”的修法，并强调大乘学人不需修学“四念住”。

傍晚时分，导师再在酒店会议室以一个小时介绍禅修的各种坐姿，及建议初学禅修但又不

一定有宗教信仰或有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入门观法，分别为:

01. 数息观 02. 月轮观

03. 慈悲观 04. 佛像观

最后导师依慈宗禅修要诀“九住心”说明修习上述四种观行时如何培养专注力以达定境，

导师讲授深入浅出，引喻得宜，条理清晰，听众均感耳目一新，获益不浅，欢喜信受，作礼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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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1 日
不丹文化行之二：

不丹国家博物馆 慈宗祖师现唐卡
毗沙门天显珍容 念念不忘感应深

2017 年 3 月 11 日周二下午导师独自参观不丹国家博物馆，竟赫然发现馆内展示“慈宗”

古印度“瑜伽行派”无著、世亲、陈那、法称四种菩萨祖师古董唐卡，正是 3 月 7 日与不丹

国师卡玛爵士晚餐时他提及无著、世亲、安慧、法称四位时，导师心中还起念想到他怎会说漏

了陈那菩萨（被当时印度瑜伽师公认将是贤劫千佛之一）这样重要的人物，不过当时不好意思

提出，今天竟在离开不丹前一天见到这些稀有唐卡真迹，真是不可思议 !

馆中陈列的护国卫教毗沙门天王塑像 ( 藏人俗称“财宝天王”)，更是导师历年来所见最

庄严的毗沙门天王塑像，诚为因缘殊胜、甚难希有之事 !

2017 年 12 月 1 日
日本京都文化行之一：

金融传媒精英团 首途京都体唐风
日航五星店舒适 三十三间堂震撼
高濑川晚赏美食 馆内园林饱眼福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led a delegation of senior executiv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ss
media companies from China to Kyoto on Dec 1,2017, after visiting Sanjyusangendo (三十三间堂

Buddist temple displaying thousand statues of Bodhisattva Avolikitaesvara), the delegation enjoyed
very delicious Japanese food at a downtown restaurant with a wonderful garden buil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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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 日
日本京都文化行之二：

皇家姓氏东伏见 慈晃天皇姨表弟
御庙青莲院门主 渊源出自比㕡山
日本天台四九代 七五高龄传灯者
殷勤接待参访团 先观新建青莲殿
再游咫尺古寺院 十五年前迎明仁
今日欣逢导师到 首见上人步全程
青不动明王像前 导师致赠壶与书
有感盛情邀来港 出席慈宗双论坛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s delegation paid a visit to Shorenin(青莲院), a royal temple in Kyoto
and was warmly received by the 75 years old Abbot who is the cousin of present Japan Emperor in
the morning of Dec 2, 2017.

京都欣尝豆腐宴 竹本大龟书法家

前田成美经纪人 岳飞后人迅飞君

安排参访青莲院 向琴仁者献端砚

导师代赠致谢意 景泰蓝镜送女史

羊绒颈巾馈男生 物精情重表寸心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invited Mr Takemoto, a famous calligrapher in Kyoto
and his agent Ms Narumin and his friend Dr Gaku to the hundred years old tofu restaurant for
luncheon and presented them with souvenirs to thank for their assistance in arranging the visit to
Shorenin (青莲院) on Dec 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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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隆寺内礼慈尊 千年支颐思维像

十二药义拥本师 日月菩萨琉璃界

五髻文殊四王天 千手观音不动王

稀有文物灵宝殿 静心瞻仰如入定

东寺再观五重塔 五大明王五方佛

药师七佛大将拱 日月双士齐肋侍

备极庄严无与伦 东密传来赖空海

晚上喜尝火煱宴 美汤豚肉胜牛腱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paid respect to the thousand years old Maitreya statue
at Toryu Temple and site visit the five-storeyed pagoda and mysterious Buddhism statues at Toji
Temple in Kyoto in the afternoon of Dec 2, 2017, then enjoyed delicious fine pork sabu sabu dinner
in the 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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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3 日
日本京奈文化行之一：

周日悠然赴岚山 临济本山天龙寺
足利将军兴梵刹 梦窗国师造园林
长廊绕苑临佳景 廊内廊外两相宜
禅意盎然涤凡尘 三国传来多闻天
欣逢开帐倍精神 礼毕白虹巧横天
释迦入灭十二光 奘师圆寂四圣晖
因缘稀有难思议 誓演慈宗护法城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visited the zen garden inside Tenryuji Temple at
Arashiyama, Kyoto in the morning of Dec 3,2017 and discovered spectacular scenes in the sky after
paying homage to thousand years old Vaisravana sta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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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湖畔比叡山 扶桑台宗斯发生

多闻辩财大黑天 三圣合一护法坛

精进料理菜根香 观音种字咖啡浓

最澄上人遗教深 照亮一隅是道心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arrived at Enryakuji Temple, Hieizan near Kyoto, the
origin of Tiantai Tradition in Japan in the afternoon of Dec 3,2017, paid homage to the unique
Vaisravana / Mahakala / Saraswati three Indian guardian gods in one statue, enjoyed delicious
vegetarian food and coffee with Sanskirt cream t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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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4 日
日本京奈文化行之二：

根本中堂延历寺 扶桑台宗发源地
供奉药师为本尊 身心健康修道基
东方象征生机勃 奋发有为利世间
人生佛教非人死 日薄西山路不同
心灯千年不熄灭 燃点慧光破诸闇
文殊阁上礼佛师 千手观音万拜堂
智者最澄侍两侧 百颗木珠圆又大
右绕手动心系念 一念三千涵法界
高山仰止负离子 俗虑全消法喜盈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stayed over night and continued paying homage to the
Medicine Buddha at the main hall, Bodhisattva Avalokitaesvara and Bodhisattva Manjusri as well as
the thousand years non-eliminating oil lamp of Enryakuji Temple, Hieizan near Kyoto, the origin of
Tiantai Tradition in Japan in the morning of Dec 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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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毕台宗礼律宗 奈良参唐招提寺

鉴真和上愍扶桑 七次东渡卒传戒

陵塔旁植琼花树 紫阳总理亲手栽

朴初会长纪念碑 中日文化渊源同

律宗之后继相宗 药师寺佛坐金堂

日月菩萨齐胁侍 东瀛刹重琉璃界

生机勃发荫世间 讲堂供奉慈氏尊

无著世亲新添置 东西两翼论议台

不重科仪重义学 每年一度两宗辩

台宗相宗各依理 一切众生成佛否

因机逗教摄群迷 言非一端各有据

玄奘三藏舍利供 不东精神永颂扬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visited Toshodai Temple and paid homage to Master
Jianzhen who tried to come to Japan for six times unsucessfully and eventually arrived at 7th time to
promote Buddhist precepts to the monks in Japan in Tang Dynasty, then paid homage to Medicine
Buddha and Maitreya Buddha at Yakushiji Temple which was built to memorize Master Xuanzang
who transmitted Yogacara Tradition from ancient India to T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onward to
Japan by his student in the afternoon of Dec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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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5 日
日本京奈文化行之三：

华严祖庭东大寺 奈良梵刹最宏伟
麋鹿殷勤迎客处 俨然东方鹿野苑
卢舍那佛为主尊 六十华严见圣号
毗卢遮那是唐译 大日如来密教称
十五米高铜铸造 开刻至今千三年
千瓣莲华现化身 华藏庄严世界海
一即一切复归一 虚空藏与如意轮
两旁胁侍显空有 多闻天王栩如生
菩萨道成佛果圆 虚空无尽愿无穷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paid homage to the Daibutsu ofTodaiji Temple, origin
of Japan's Huayan Tradition in Nara in the morning of Dec 5,2017, its doctrine based on the
Avatamsaka Sutra, the bronze big Buddha at the height of close to 15 meters is Buddha Vairocana in
the pureland, from which Buddha Sakyamuni is his manifestation in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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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相宗法隆寺 千四年前飞鸟代

世界最古木建筑 三十二米五重塔

云斗云拱出檐深 仿似大鹏从天降

四门国宝塑像群 维摩文殊妙问答

释迦世尊涅盘图 八王来迎佛舍利

慈氏弥勒说法相 药师三尊处讲堂

四大天王齐拱卫 扶桑古刹重东方

应重人生弗重死 不舍众生方是道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visited Horyuji Temple in Nara in the afternoon of
Dec 5, 2017, the Temple is the origin of Japan's Yogacara Tradition, also the oldest wooden structure
in the world dated back to 1,400 years ago, in particular the five-storeyed pagoda with stone carved
pictures at four doors classified as national treasures as well as the statues of Medicine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guardians at the Preaching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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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6 日
日本京奈文化行之四：

复次登临高野山 名冢两旁夹道参
奥之院前瞻空海 入定留身道行深
金刚峰寺似禅堂 真言宗祖传袐藏
三钴杵破烦恼障 天皇驻室金辉煌
昨晚曾宿惠光院 多闻天王是本尊
精进料理般若汤 初雪迎来享温泉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delegates visited Okunoin(奥之院), the grave of Kobo - Daishi (弘法

大师) who brought Shingon Tradition (真言宗, mysterious Buddhism) from Tang Dynasty to Japan
1,200 years ago, and his disciples believed that the Venerable Kukai (空海和上) was only in deep
medition but not passed away.

Led by Professor Wong，the delegation then visited the Kongobuji Temple (金刚峰寺), the main
temple of Koyasan (高野山), the origin of Shingon Tradition in Japan in the morning of Dec 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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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名泉有马汤 池水金黄促健康

当年太阁常游此 今日秀色依然藏

导师山房讲般若 心经要义慈恩赞

根本后得观自在 空有双照八地同

两句钟来茶未沾 团友勤询法味浓

怀石夜宴尝鲜美 觥筹交错已醺然

The delegation moved to the scenic Arima Onsen reaort, one of the three most famous hot spring in
Japan, in the afternoon of Dec 6,2017, Toyotomi Hideyoshi enjoyed staying here in the past ,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gave a two hours talk on the " Essence of Heart Sutra " upon request by
his delegates, then enjoyed very delicious Kaiseki Cuisine and sake at the dinner banquet.

2017 年 12 月 7 日
日本关西唐代文化行：

山崎名水出大阪 小酌怡情黄金液
青出蓝胜苏格兰 天子呼来不动驿
馆陈晶莹杯与瓶 日皇常宴新大谷
烤牛闻名我弗尝 海产代膳味不俗
万豪俯瞰夜色佳 闹市晚餐蟹道乐
圆满关西文化旅 梦回唐代气磅礡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and his delegates visited Yamazaki museum, enjoyed barbecued
seafood lunch and crab meat dinner in Osaka on Dec 7,2017, thus completed the Tang Dynasty
culture fact finding tour to Kansai Japan, Professor Wong will stay behind to conduct the advanced
course for training young teachers on Maitreya Studies in Osaka on Dec 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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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海内外 33 间慈氏图书馆

目前，慈氏文教基金海内外已捐赠 33 间慈氏图书馆，名单如下：

01. 成都大慈寺 ( 负责人 : 大恩法师 )

02. 西安 (大慈恩寺) 佛教文化中心 ( 负责人 : 增勤法师 )

03. 广州光孝寺 ( 负责人 : 明生法师 )

04. 上海南翔云翔寺 ( 又名 : 留云禅寺 ) ( 联系人 : 慧禅法师 )

05.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 负责人 : 盖建民所长 )

06. 四川尼众佛学院 ( 负责人 : 如意院长 )

07. 广东韶关云门寺 ( 负责人 : 明向法师 )

08. 大连横山寺 ( 联系人 : 湛如法师 )

09. 南京大学 ( 负责人 : 赖永海院长 )

10. 汉堡大学 ( 负责人 : Prof. Zimmermann )

11. 陕西师范大学 ( 负责人 : 吕建福教授 )

12. 清华大学 ( 联系人 : 李强院长 )

13. 山东大学 ( 负责人 : 陈坚教授 )

14. 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 ( 负责人 : 王雪梅副院长 )

15. 洞林寺（郑州市区） ( 负责人 : 延若法师 )

16. 北京优昙莲舍 ( 负责人 : 杨玲堂主 )

17. 扬州大学 ( 联系人 : 徐丽玲女士 )

18. 澳门佛教中心协会 ( 负责人 : 戒晟法师 )

19. 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大学 ( 负责人 : 索南才让院长 )

20.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 负责人 : 张晓林教授 )

21. 武汉慈氏文化传播中心 ( 负责人 : 圆悟法师/唯观法师 )

22. 浙江绍兴县龙华寺 ( 负责人 : 湛如法师 )

23. 深圳福顺堂 ( 负责人 : 刘颖堂主 )

24. 杭州明月清风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中心 ( 负责人 : 王明青博士 )

25. 郑州洞林寺（本寺）( 负责人 : 延若法师 )

26. 浙江绍兴会稽山兜率天宫 ( 负责人 : 潘建国会长 )

27. 四川成都慈氏内学书院 ( 负责人 : 隆藏院长 )

28.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 负责人 : 白志强书记 )

29. 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 ( 负责人 : 董平教授 )

30. 南京师范大学敦煌研究中心 ( 负责人 : 黄征教授 )

31.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 负责人 : 张伟院长 )

32. 印度那烂陀大学 ( 联系人 : Dr.Arun Kumar Yadaw )

33. 宁波龙华讲堂 ( 负责人 : 能旸法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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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慈氏图书馆挂牌赠牌揭牌照片

Photos of official launch ceremonies for Maitreya Libraries worldwide

2015 年 4 月 29 日王导师应邀出席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大学慈氏图书馆揭牌仪式

Attended the Official Launch Ceremony for MaitreyaLibrary at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on April
29th, 2015

2016 年 7 月导师与西安培训营学员在陕西师范大学慈氏学图书馆合影

Photo with Trainees of Xi’an Youth Teacher Training Campat Maitreya Librar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in July 2016

2016 年 11 月 4 日浙江大学慈氏图书馆揭牌

Official Launch Ceremony for Maitreya Library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n November 4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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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7 日于印度那烂陀大学举办慈氏图书馆授牌仪式

Official Launch Ceremony for Maitreya Library at Nalanda University on December 7th, 2016

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大学慈氏图书馆授牌仪式

Official Launch Ceremony for Maitreya Library at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in Xianyang, Shaanxi

2016 年 11 月 3 日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成立慈氏图书馆并进行授牌仪式

Official Launch Ceremony for Maitreya Library at the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Ningbo University on November 3r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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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8 日宁波龙华讲堂设慈氏图书馆

Plague Presentation Ceremony for Maitreya Library at Longhua Preaching Center, Ningbo on
November 28th, 2016

2017 年 6 月 9 日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慈氏图书馆揭牌

Launch Ceremony for Maitreya Library at Center of Dun-Huang Studies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n June 9th, 2017

绍兴会稽山龙华寺慈氏图书馆

Maitreya Library at Longhua Temple of Guijishan Mountain, Shaoxing,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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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慈宗导师的学术文章及个人报导

中国都市佛教发展的可行模式——以慈氏文教基金的经验为例

王联章导师

（2017 年 4 月 23 日周日导师应原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教授邀请出席首届庐

山论坛发表专题报告）

摘要：本文以慈氏文教基金为例，总结了本人砥砺发心，秉承师志，四十余年深入探讨弘扬慈

宗五学，并在香港创立“慈氏学会”（香港）、“慈氏文教基金”，传播与弘扬“慈氏学”的

历程，其中包括以内地十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身份遍设讲筵传播“慈氏学”，先后于海内外

捐建三十余所“慈氏图书馆”，出版慈宗专宗书籍、教材、主持编辑、翻译优秀文献、主持讲

学修学课程、主办大型专宗论坛与各种交流活动，以严谨缜密系统的慈宗家法，培养大乘佛教

讲学写作的弘法人才。以上种种方式给当代中国都市佛教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范例，

为当代佛教在都市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借鉴作用。也希望凭借慈氏文教基金的成功经验，为

中国都市佛教的发展提供可行性模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兴盛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慈氏学会（香港）、慈氏文教基金、中国都市佛教发展、范例

一、从南京、厦门到香港不同模式的演进

01.南京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模式

杨仁山先生于 1907 年成立祗洹精舍，僧俗共学，讲授佛学以及文史地理、汉梵英日语文，

开近代新式佛学教育风气之先。门下有太虚、欧阳竟无、梅光羲等十数人，皆为法门龙象，特

别是太虚日后更成为近代佛教革新的领袖人物，欧阳竟无则青出于蓝，成为一代佛学大师。众

多门人各有独到造诣，源于杨仁山先生教学氛围之不强求一家之说，而采取类似玄奘大师求学

时期那烂陀寺的宽容并苞的态度，对弟子各就所长而引导之。既有擅长《华严》的谭嗣同等，

擅长《三论》的黎端甫等，更有对法相唯识青出于蓝的欧阳竟无大师，以及民国僧教界的领袖

人物，太虚大师。

02.南京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模式

近代佛学的复兴，得益于唯识经典自东瀛的取回重刻之外，国家的积弱难返，使中国知识

精英对科学哲学思想系统生起探求的热情，积极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潮抗衡。唯识学被

认为最具有体系化、组织化、系统化的特点，一时形成了研究高潮，而钻研唯识最为人称道者、

影响知识分子最为深远的当属欧阳竟无大师。

欧阳竟无（1871—1943），初学佛以《大乘起信论》、《楞严经》为主，很快便敏锐地察

觉到，《起信》、《楞严》虽然较之“理学”、“心学”有优势，可以探讨“生从何来、死往

何去”的问题，但同时又与理学、心学等中国思想系统在许多根本的观念上难以区别，而在应

付世事及时事方面，这种思想亦有着根本的缺陷。四十岁时，欧阳竟无入祇洹精舍师从杨仁山

先生，在学生中脱颖而出，次年被杨仁山先生托以继承金陵刻经处，并期许“尔法事千百倍于

我”。欧阳竟无亦不负师望，在后三十年间，刻成内典二千卷，“校勘周详，传播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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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时，以《瑜伽师地论》为研究中心，系统研究瑜伽行派思想，刻成

《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并著《瑜伽师地论序》，阐明“一本十支”，可称唐代以来首次发

扬慈宗宗义的中兴之举。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扩充为支那内学院后，着力培养唯识专门人才，

后人赞为“胜军之后，幸有斯文，盛弘空有，自唐一人”。1922 年，欧阳竟无出任支那内学

院院长，又在内学院开研究部试学班及法相大学特科，此为法相大学的缘起。

03.厦门南普陀寺慈宗学会模式

1932 年 12 月 25 日，太虚大师于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演说“法备五乘、义周十宗”的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法会完毕后，厦门地区的信众来求受皈依者众多，因此机缘乃发起成

立“厦门慈宗学会”，以宗奉慈氏菩萨，为上生兜率陀净土的修学处所。此乃世上第一个成立

的慈宗学会，也开启了弥勒法门的复兴之路。

04.香港佛教法相学会/加拿大安河佛教法相学会模式

香港佛教法相学会由罗时宪教授（1914—1993）创立，罗先生少从宝静法师听讲，后皈依

太虚大师，广习天台、唯识、中观之学。早年著作有《大乘掌中论略疏》、《唯识学之源流》、

《唐五代之法难与中国佛教》。1949 年抵香港，除教学外，更在香海莲社、三轮佛学社、香

港大学及中文大学部等机构讲授《隋唐佛学》、《成唯识论》、《解深密经》、《金刚经》、

《因明入正理论》等，达数十年之久，对佛法在香港之流布，贡献极大。1962 年，应金刚乘

学会之邀主编《佛经选要》。1965 年创立法相学会，出版《法相学会集刊》。1984 年移居加

拿大，从此奔波于港、加两地，弘扬法相般若。1989 年创立安省法相学会，使唯识、法相之

学说，远播至北美。

05.慈氏学会(香港)模式——2003 年至今

慈氏学会(香港)的创立至今已有 14 年历程，早在 2003 年始，本人就与一群信仰大乘佛法、

欣慕慈氏学风的有志之士发起创立，希望带动志同道合的人士一起学习的非牟利学术性团体慈

氏学会（香港）。学友中不乏解行并重、显密兼修之士，他们在世间法方面亦多为专业人士，

在各领域具备专门知识，服务社会、利益人群，可谓世出世法，均有成就；同时亦有许多教界

贤达、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予以关心支持，影响所及，港台内地不少朋友均时加关注。希望透过

学会的活动普及慈氏学说，并培养一批业余乃至专职的弘法人才于海内外推广大乘佛法。

06.香港慈氏文教基金模式——2009 年至今

到 2009 年 9 月底，本人同一众有心之士成立慈氏文教基金，先后协助上海云翔寺、西安

大慈恩寺、成都大慈寺、彭州四川尼众佛学院、大连横山寺、绍兴龙华寺、郑州洞林寺、清华

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咸阳西藏民族大学、南充西华师范大

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多所国内及海外佛寺与

大专院校（高等院校），成立慈氏图书馆，并捐赠大量珍贵佛教文献，惠泽求道众生，玉成弘

法善举。此外，更逐步出版《慈氏学丛书》，翻译与慈氏学有关的日文资料结集出版，更已成

立“学术发展基金”，资助国内著名大学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生从事慈氏学的研究。

二、慈氏文教基金传播与弘扬慈宗理念及其实践

01.慈氏文教基金的成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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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虽然不断发展，但人类面对的困厄及苦恼并未因而减少。随着对物质文明的追求

愈多，人类心灵的空虚与迷惘反而相应增加，这说明即是近年探求佛法，希望了解宇宙人生真

相、人类存在价值以至生命趣向的有志之士日益增加的原因。近代大德如欧阳竟无大师、太虚

大师、韩清净老居士、罗时宪宗师均提出慈氏宗、慈氏学以作为统摄全体大乘佛学的简捷可行

的研究方法与门径。

所谓“慈氏”，乃梵语“弥勒”——Maitreya 之意译。弥勒是未来佛，即娑婆世界的未来

教主；当代佛学宗师罗时宪先生、印顺长老及宇井伯寿教授等海内外多位专家，则考证：除佛

教经典中的未来佛外，古印度史上确有以弥勒为名的论师/瑜伽师，甚至不止一人。这些欣慕

弥勒，以之为名的论师/瑜伽师活跃于公元四、五世纪间，以唯识思想贯通佛家各种修道次第，

授徒无著论师，无著论师修习瑜伽止观有成，感通兜率内院慈氏 (弥勒) 世尊，传出《瑜伽师

地》等五部大论，无著再传其弟世亲论师。其学说风行印度，时人称之为“瑜伽行派”，即今

之“慈氏学”。我国古代文化交流先锋玄奘大师，历尽艰辛前往印度，主要修学者即为慈氏学。

大师回国后，即译述相关经论，将慈氏学发扬光大。早期译传中国、作者以慈氏（弥勒）为名

的论典如《瑜伽师地论》等，以阐扬大乘有宗义理为主；后期译传西藏、作者以慈氏（弥勒）

为名的论典如《现观庄严论》等，则以阐扬大乘空宗义理为主，故慈氏之学实不能单纯称为“唯

识学”，而是融合大乘空有两大系统，兼苞理论与实践的显学，博大精深，切实可行，影响印

度、汉地、藏地以至日、韩等地的佛家各种主要思想、信仰以至修行方法至深至巨。

慈氏学会 (香港) 于 2003 年发起，2009 年成立“慈氏文教基金”，本人率先把每年相当

部分收入拔捐基金，主要成绩和方向包括：协助海内外高等院校、寺院、佛学院设立 36 家慈

氏图书馆，赞助博士后研究，出版慈氏学书刊，举办慈氏学师资(远程) 培训班/进修班等。

02.弘传慈氏学的历程

本人多年来以客座教授身份在内地十多所高等院校举办慈氏学专题讲座，举办“慈氏学师

资远程培训班/进修班”课程。在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的大学、佛学院、寺庙、文化会所捐书

成立“慈氏图书馆”30 余间，刊印、主编、倡译多部专宗丛书，2013 年举办“第一届慈宗国

际学术论坛”、2016 年举办的“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班／营”

等大小型论坛及培训班／营，以上略说慈宗事业在香港的继承与延伸。

03.著名大学/重点寺院讲座模式

近年来本人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国内外多所大学进行定期授课，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四川

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知名大学，另外也在四川尼众佛学院、成都大慈寺、绍兴龙

华寺等寺庙授课。期间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与一致好评。

04.助建海内外慈氏图书馆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慈氏学会﹙香港﹚协助国内多家寺院、佛学院、大学成立“慈氏图

书馆”共三十多间。由学会捐赠或转赠南、北、藏传各版藏经，以及高水平之中、英、日文佛

学书籍，让当地图书馆免费开放予各界人士借阅，提高佛法于内地之普及程度。未来中国大陆

以至海外将有更多宗教及学术机构，在慈氏学会﹙香港﹚协助下成立佛学图书馆，国人学佛风

气可望进一步加强。

05.捐建奖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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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氏文教基金除资助内地大学博士、博士后撰写与慈氏学相关论文题目研究，2016 年也为

香港三家佛教中学提供优异佛学科成绩奖金，及拟设立清华大学西方心理学与佛教唯识学比较

研究博士课程。

06.刊印出版慈宗从书/修学丛刊

本人早年著有《佛学讲话》一书，该著作以唯识学角度阐述佛家如何透视宇宙人生的教材；

《佛教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俯瞰佛教对中国多方面学术的影响，日本真言宗丰山派大德黄

绳曾老居士曾对此文大表赞赏，誉为“平生碌碌轻余子，揩目为明喜遇君”；《习定管窥》

——深入浅出地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鼻祖宗喀巴大师的止观学说，蒙当代唯识学宗师罗时宪先

生鉴定并广为推介之作；《大乘成业论之研究》——唐代玄奘大师翻译本论至今的第一份正式

研究论文，罗先生誉为“足以登那烂、慈恩之堂奥”；重印、增刊多种书籍，包括：欧阳竟无

大师的《唯识讲义》、韩清净老居士的《唯识三十论略解》、罗时宪先生的《能断金刚般若波

罗蜜多经纂释》及《唯识方隅》等，汇编成一套“慈氏学丛书”广为流通。此外，也出版唐代

《慈悲三昧水忏》、《瑜伽菩萨戒戒本、诵仪、摄颂合刊》，以供慈氏学入门者修持。

07.出版珍贵版本佛经

基金刊印了多套珍贵版本的佛经，包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心经合刊本》、《瑜

伽菩萨戒戒本、摄颂、诵仪合刊本》、又重印清末扬州鸡园刻经处版 600 卷《大般若经》，此

外还将刊印《唐译华严经疏合刊》等珍贵版本的佛经。另外，慈氏学会﹙香港﹚更于 2007 年

赞助南京金陵刻经处重修六百卷《大般若经》木刻经版。

08.举办慈宗国际学术论坛——2013 年第一届，每五年一次

首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由慈氏文教基金、慈氏学会（香港）举办，该国际学术论坛于 2013

年8月23至25日在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圆满举行。应邀出席论坛的团体超过五十多间，

当中多达 57 位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参与其中，并提供共 67 篇分别以中、英、日文撰写的学术论

文。此次论坛为香港历史上首次由宗教学术文化机构自力举办的最大型专宗佛学国际论坛，对

于弘扬慈宗思想和推动大乘佛学研究贡献良多，意义深远。

09.举办慈宗青年文化节——2016 年第一届，每十年一次

2016 年 3 月 26 日，由慈氏学会（香港）和慈氏文教基金主办的“第一届慈宗青年文化节”

（顺祝南京金陵刻经处成立 150 周年）在香港柴湾青年广场隆重举行。文化节广邀内地与亚洲

高等院校、艺术文化团体青年来港作文化交流，内容包括“慈宗“经律论中英讲解交流及“慈

宗”书法、祖师画展、文艺演出等。文化节主旨在于通过青年学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引导青

年接触慈宗，深入了解、掌握纯正的大乘佛法。

10.举办 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今后每五年一次

慈氏文教基金将于 2018 年举办第一届 2018 慈宗青年论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此

次论坛同 2013 年论坛一样，邀请到来自中国、日本、德国、奥地利、不丹、泰国、印度等地

的著名学者参加。举办青年论坛不仅能够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亦能在研究方面互相借鉴与学

习，使大家共享学术最前沿动态，更希冀藉此方式推动慈氏学发展。

11.举办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营——2016 年西安、2017 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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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与 2017 年 4 月分别在西安与香港成功举办了慈氏学西安青年师资（普通话）

培训营与慈氏学香港青年师资（广东话）培训营，两次培训营均由慈氏文教基金与陕西师范大

学联合举办。本人近年培养了一批学历高且优秀的青年师资，故举办两次师资培训营均由本人

主讲，学生担任助理讲师。培训营活动实践也有力证明了基金的主导方针的正确性与其培养出

师资的成功之处。

12.举办慈氏学青年师资初阶/中阶/高阶培训班——2017 年成都/厦门/杭州/新加坡

为继承玄奘大师精神，探求慈氏宗学要义，培养华西、华东、闽南等内地及海外地区学员，

2017 年初开始陆续举办慈氏学青年师资初阶/中阶/高阶培训班，着力培养慈氏学人才。

13.举办 2019 年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

继 2016 年 7月与 2017 年 4月分别在西安与香港成功举办了慈氏学西安青年师资培训营与

慈氏学香港青年师资培训营后，计划于 2019 年举办第一届慈氏学青年师资进修营，藉此庆祝

慈氏文教基金成立十周年，举办此次进修营的目的为培训慈氏学人才，传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使青年学人更加奋进。

14.举办《瑜伽师地论记》专修班/编撰现代语译本和英译本

《瑜伽师地论记》与编撰现代语译本英译本专修班，采取共修方式，效仿国外大学博士生、

博士后 Tutorial 方式，由极少数被严格筛选出来的资深学员接受本人指导，以业余时间上课，

搜寻相关资科，后经当面研讨、初步敲定译文与注释。

15.编撰《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

继欧阳竟无大师《藏要》、罗时宪宗师《佛经选要》事业，本人发起的《汉文大藏经教材

选编》旨在对汉译重要佛学著述提供现代语译注释。本人将亲自注释慈宗般若学——《心经幽

赞》、慈宗唯识学——《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选要、《大乘成业论》等要籍，并广邀国内著

名学者参与这项意义深远的佛教文化工程。

16.出版《慈氏学研究》

为弘扬慈宗学说，第一届慈宗国际论坛于 2013 年在香港成功举办，此次论坛有来自中国、

美国、德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地的 57 位学者出席并做发言，征集 65 篇中、英、日语论

文。论坛结束后将优秀论文编入 2014、2015《慈氏学研究》双年刊中。随后 2016 年、2017

年双年刊也已征集完毕，即将出版；另外，慈氏文教基金将于 2018 年举办第一届慈宗青年论

坛暨第二届慈宗国际学术论坛，论坛结束后也会征集其中的优秀论文编入 2018、2019 年《慈

氏学研究》双年刊中。

17.出版《瑜伽论研究译文集》

慈氏文教基金拟在 2018 年出版的《瑜伽论研究译文集》五册学术论文集，该著作由慧观

法师及其学生翻译完成，由五大部分组成。国内研究唯识的专家学者虽然不少，研究成果也算

丰硕，但研究唯识学也需要与国际接轨，而日本研究佛教或唯识学始终走在国际前列，为能够

使国内研究与国际接轨，基金发起翻译并出版日文学术著作的先锋，此部著作已全部翻译完成，

已在筹备出版工作中。相信此次出版该丛书对唯识学学术研究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18.建立“慈宗讲堂”（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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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学习者可以及时报名参加慈宗开设的课程，及时了解慈宗实时动态。通过此种方式，

亦可更加广泛将慈宗的思想发扬与传播出去。

三、慈氏学会及慈氏文教基金对中国都市佛教发展的启示意义

（一）慈氏文教事业的总结归类

如果尝试将慈氏学会及慈氏文教基金积极并广泛推进的各项文教事业作归类总结的话，可

大致归为以下几类：

1.以“高校讲学、寺庙说法、城市内青年师资初中高阶培训班、经典论疏专修班”为核心

的“法布施”；

2.以“‘慈氏图书馆’捐建、博士及博士后助学助研、珍贵经典助刊助印”为核心的“财、

法兼施”；

3.以“慈宗国际学术论坛”、“慈宗青年论坛”、“慈宗青年文化节”为核心的“具有深

远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活动”、“具有广泛普适性的传统文化复兴活动”以及“具有积极入

世性的城市文化建设活动”；

4.以“《汉文大藏经教材选编》”编辑出版、“《慈氏学研究》”编辑出版、《瑜伽论研

究译文集》编辑出版等等为核心的出版事业；

5.以“慈宗讲堂”（网络公众平台）为基础、进一步研究“慈宗学院”（网络教学机构）

为核心的高度适应现代社会“网络化”、“电子化”的“文化弘扬的新媒体建设”。

（二）慈氏文教事业区别于宗教的特征

由以上的总结不难发现，以上几类事业，虽然性质和方向上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点，

即作为非宗教的、公益性的文化组织、社会慈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宗教机构在现代、

世俗社会中的种种限制和不足。

首先，因其非宗教的身份，更有利于与现代世俗社会的文化机构如“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以各种形式建立密切联系，进行各种合作，比如“慈氏文教基金”与“陕西师范大学”

合作的“慈氏学青年师资培训营”；比如向全国众多高校如“四川大学”、“浙江大学”、“陕

西师范大学”捐建“慈氏图书馆”，资助博士及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及成果出版等等。

其次，因其公益性、非宗教的身份，更能广泛地、以多样形式地涉及、参与现代社会的方

方面面的事业，当然，因其“文教基金”的定位，则主要涉及的是“文教事业”。比如，因其

公益性、非宗教的身份，则更能以“具有普世意义的”、“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定位和要求，

来举办“国际学术论坛”、“青年论坛”这种大型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更能以积极的入世姿

态参与现代世俗社会的“传统文化复兴”、“城市文化建设”等文化事业。

最后，因其公益性、非宗教但其文化资源又来源于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身份，则更能够很

好地担当起“现代世俗社会”与“宗教”的中介和联系纽带的作用，既能够敏感、及时地发现、

捕捉到现代世俗社会的“文化缺失”、“精神困顿”等等文化层面的严峻问题，又能够为这些

问题的解决，及时、准确地提供、介绍、引入来自于“传统文化”、“传统宗教”的“文化资

源”、“精神资源”，这种中介和纽带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至少在目前文化环

境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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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氏文教事业对都市佛教发展的可能启示

上述慈氏学会（香港）及慈氏文教基金所推进的文教事业及其区别于宗教的重要特征，其对

时下多有讨论的“都市佛教”发展的启示意义，也几乎昭然若揭了。“都市”是现代社会、现

代文化或者说“现代性”的“文明成果”的集中反映之地，也是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或者“现

代性”的“负面影响”的集中反映之地。因此，“佛教”若要在此种“正负混杂”的“现代都

市”中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有必要的定位和相应的方式。

一方面，其必然要适应“现代都市”的现实环境，吸收“现代文明”带来的优秀成果来为

自身发展服务，以赢得其在“现代都市”环境中的生存空间。在“现代都市”环境下，其必然

需要调整“宗教性”与“世俗性”之间的平衡，最大程度地将“宗教性”与“世俗性”之间的

冲突，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同时可以更多地以“公益性”的身份或角色，以多样化的

形式，比如社会慈善、社会救助，来积极参与、有效助缘“都市”的建设和发展，与此同时也

即为自身开拓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同时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深入挖掘、发扬其所掌握、拥有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宗

教文化资源，来抵制现代文化带给“现代都市”中的“负面影响”，如都市人的“精神问题”、

“心理问题”等等，以多样化的手段，比如网络媒体、传统出版、学术研究活动、宗教文化普

及活动等等来引导、带动“都市文化”、“都市人”学习、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和宗教文

化的深刻智慧，让古老的、传统的宗教资源、宗教智慧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运用，以

使其服务于、造福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

四、总结

欧阳竟无大师曾在《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中对佛教进行了界定：“宗教、

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词，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但彼二者、意义既各殊，范围

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正名定辞，所以宗教、哲学二名都用不着，佛法就是

佛法，佛法就称佛法”。故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说明佛教不符合西方神本主义宗教定义，可

勉强说为人本主义宗教或具有东方色彩的宗教，若说是东方智慧更为妥当，佛陀与孔子一样到

处传道授业解惑，不蓄金钱，不许建寺，与墨子一样非乐，只是在后世弘传过程中被附上各地

礼乐仪轨而已。

本人秉承太师父（太虚大师）革新佛教的精神，提出如何从山林佛教走向都市佛教，从当

年庐山慧远在深山中结社念佛走向深入社会弘扬大乘佛教文化，从个人自信居山修行走向建立

社会群体自信迎战西方宗教的广泛传播，以响应最近中宣部刘奇葆部长提出“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文脉”的号召。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急速前进，宗教世俗化的程度亦不断加深，一方面是以

自身生存为目的的适应社会，另一方面是以改善社会为导向的建设社会，无论是太虚大师的

“人生佛教”，还是之后的“人间佛教”，还是时下的“都市佛教”都是作为宗教的“佛教”

在以上这两方面所做的尝试和探索，而作为“非宗教”的“慈氏学会（香港）”以及“慈氏文

教基金”利用相同的文化资源、宗教资源，也努力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和探索，希望其能

够为“宗教”意义上的“都市佛教”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让古老的宗教文化智慧焕

发出新的生机，为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口述 : 王联章导师执笔 : 王小蕾义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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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联章：慈宗导师的出世与入世
来源：北京《宜信财富双月刊》

An Interview of Professor Andrew L C Wong by CreditEase Bimonthly : The Mentor of Maitreya
Studies' detachment of agonising confus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meaningful social activities.

在内地金融界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宜信财富双月刊》隆重推出王导师的专访报道：

一位和尚在寺庙里苦修了 20 年后，有天师父对他说：“你已完成静修，现在马上下山，

到红尘中去继续修行，最好当个商人。”

师命难违，和尚背起行囊走出清净佛门，走进了喧嚣尘世。他突然发现，脚下有一颗异常

发亮的小东西——是一颗非常值钱的钻石。

此时，和尚面临着 3个选择：1.对钻石视而不见，继续赶路；2.他住了 20 多年的寺庙，

地处偏僻，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于是他把钻石拾了起来，返回寺庙，交给了师父；3.他拾起了

这颗钻石，把它带在身上，陪伴自己在红尘中不断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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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来自于《当和尚遇到钻石(The Diamond Cutter)》的作者麦克尔·罗奇。他是钻

石行业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位取得藏传佛教高学位的格西（佛学博士）。上文描绘的

情境几乎就是他真实经历的写照。最终，罗奇选了第三个。

这亦是慈宗导师、银行家王联章的选择。

出世：学佛，为求智慧

王联章研究佛学，是从 15 岁开始的。

中学时期，香港基督、天主教传教氛围浓厚。因为表现优秀，又颇有人缘，信教的同学就

向王联章传教。“他们想吸收我，但是没有办法说服我。比如他说我有原罪，我问为什么？他

说是亚当夏娃犯的罪，偷吃了禁果，所以我们有罪。我说祖先犯的罪，我怎么要承担，我接受

不了这个理论。”他甚至和同学辩论，“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为什么创造了能背叛自己的天使，

使其堕落成为魔鬼，诱惑亚当夏娃犯下了原罪？”

一来二去，身边竟没有人能给王联章信服的解释，但他真心激起了好奇，在满脑子疑问的

促使下，他开始寻找答案。王联章自小热爱中国文学，对刘大杰先生编撰的一部《中国文学发

展史》爱不释手。他发现，自己最欣赏的古代文学家——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等

唐宋大学者，多为精通佛学的居士。“还有王阳明，一个学者，还可以带兵打仗，也精通佛。”

再到近代，他所崇拜的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等，皆倾心于佛。

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高智慧的人都如此沉醉？王联章决定要一探究竟。

当时，一代佛学宗师罗时宪先生正在香港，他是太虚大师的皈依弟子，也是欧阳竟无先生

的私淑门人，影响了南部中国、香港佛学界五十年的研究。罗时宪先生所传导的慈宗学，是我

国大乘佛学八大宗派之一。慈宗是弥勒菩萨所传，弥勒的梵语为 Maitreya，译为慈氏，由唐

玄奘从印度传回。

罗老先生有心培养年轻人，在社会上办了不同阶段的佛学班。开学典礼上，王联章见到了

这位大师。没有讲稿，短短半个小时，老先生的博学与智慧就征服了少年王联章。

于是，后来的每个周日，他就像基督徒同学做礼拜一样，满怀欢喜去听课。从初级班开始

循序渐进，他发现，“我要的答案都在里面”。

“我是喜欢研究的人，从小就有研究精神，一定要弄个清楚明白。”钻研之深，王联章甚

至说服了老师，在就读的香港官立维多利亚工业中学，创办了香港教育史上第一家中学生自发

成立的佛学会。苦于校内找不到老师辅导，他开始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一边给同学们讲。

后来他得到罗时宪老先生极高的评价：“足以登那烂慈恩之堂奥”。“导师”的使命感，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被赋予的。

入世：淤泥比莲花重要

虽然父亲是菲律宾华商，但王联章从小就有自己的主意：“我没有想过留在菲律宾接班。

我喜欢香港，在香港念书长大，建立自己的事业。”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成熟的社会环境让金融成为最受尊敬的行业之一。“银行跟佛学是

很相应的，要帮助人。银行家帮助人家解决很多财富的问题。没有银行，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

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当王联章长大面临择业，他毫不犹豫选择了金融，“我不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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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没有想到后来可以赚到一些钱，工资还是蛮高的，刚开始就是觉得能够帮助人，又受人

尊重。”

也许受了 TVB 流行一时的商战片、豪门片的影响，人们总觉得商业与金融的世界尔虞我诈。

而王联章先后任职日本东京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香港恒生

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的重要管理岗位，如何能自如游曳于佛学与金融之间，让很多人费解。

“佛教是实事求是，银行家也最重事实。所以银行家最讨厌人家什么？欺骗。佛教就是诚

信最重要。”王联章否认做金融、做银行必须尔虞我诈，他所知道的成功香港商人都是很有诚

信的。

佛学也赋予他豁达：“人做生意你做生意，心态不一样，所以你很潇洒，你的烦恼很少，

因为你有更远大的抱负，你赚钱、做官，不光为了自己，是为了更多的人。”

“初心很重要。做银行、做金融的初心就是服务大众，大家都增加财富，生活得更美好。

如果没有这个心态，去做银行、做金融不行的。这就是一个菩萨道。菩萨到处都是，无处不在。

你看很多菩萨像，都是有头发的，佩戴珠宝首饰。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成就的人，

他做菩萨，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多。”

亲身经历的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在他看来就是贪婪的“因”带来的苦果。“银

行家就是一个中介，你本来就是要帮助老百姓，帮助社会，却把它作为一个谋取私利的过程，

这个很糟糕。”

“再比如你们宜信财富，希望所有人都懂得好好理财，财富自由，那也是一种普度众生的

心愿，所以我很欣赏。”2016 年开始，王联章受邀成为宜信财富尊享俱乐部高级顾问，为包

括小黑卡客户在内的高净值人群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审视财富的视角。

在个人投资经历中，王联章也是一个坚定的价值投资者。“股票疯狂下降我从不追的。”

他在巴菲特出手之前就投资了苹果公司股票，一直乐观持有。部分原因也是乔布斯一生最重视

禅修。很多人认为，苹果能够突破，创造出很好的产品，和乔布斯禅修而来的领悟有关。乔布

斯还曾经评价比尔·盖茨，“如果他学过佛，他就完全是个更有想法的人”。

王联章的朋友圈除了传播佛学，也偶尔会发美食、美酒，以及家人欢聚的天伦之乐。他喜

欢红酒，待客总会精心自带一瓶。“能够很放松，要抽点雪茄更棒！人生不过如此。”说话间，

他一脸满足。这是做金融培养的兴趣，与客户、同僚打交道，需要和他们“同事”——做同样

的事，这是佛学的一个说法，在社会工作中也广泛应用。“你喜欢下围棋，我就跟你下围棋，

这样彼此就容易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就好说。做生意也要啊，跟客人打高尔夫球或是唱卡拉

OK，这其实就是社会工作。”当然，不能是做坏事。

以导师身份讲课的时候，王联章都会强调，佛家的思想其实是“又出世又入世”的，“出

世叫你远离烦恼，洒脱。但佛学喜欢用一个比喻——出淤泥而不染。莲花最了不起的是在污泥

里面。在这个浑浊的、烦恼的花花世界里面，你能保持内心清静，那才是很高的修养”。“关

键在污泥，不是莲花。”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王联章如此巨大“跨界”的一个注脚。

导师：愿为弘法倾尽家财

2003 年，王联章与一群信仰大乘佛法、欣慕慈氏学风的有志之士发起创立慈氏学会（香

港），2009 年又成立“慈氏文教基金”。他自己带头，把每年相当部分收入拨捐基金，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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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高等院校、寺院、佛学院设立 36 家慈氏图书馆，赞助博士后研究，出版慈氏学书刊，

举办慈氏学师资培训班、进修班等。

“美国为什么能成功培养这么多人才？他们的大学里各种细分的图书馆，书很重要，资料

很重要。中国没有，所以我就开始跟学校谈判，我捐书，建一个纯粹佛学的图书馆。”2016

年 12 月，在印度东北部的那烂陀大学，王联章向该校捐赠图书馆，这也是中国内地以外在亚

洲的第一间慈氏图书馆。

那烂陀古寺是公元 5至 12 世纪亚洲佛教文化与教育中心。1300 年前，玄奘大师就曾在这

里学习。那烂陀寺后被突厥入侵者毁灭。虽然印度官方有意重振昔日风采，从 2006 年起重建

那烂陀大学，但玄奘大师当年学的东西已无迹可寻，新的大学里没有一个教授能讲。反而是访

客王联章用英文讲授当时玄奘在这里学了什么，1300 年来中国怎么弘扬，印度专家学者们听

了，如获至宝。

“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到印度留学，最后所有的印度学者出家人都

辩不过他，国王都拜他为国师。”王联章认为，相比能征好战的唐皇汉武，玄奘大师不用武力，

用文化征服别人，对今人“大国崛起”之梦都有巨大启示。

以自己的方式做慈善公益，王联章也有银行家精打细算的一面，他解释为善用资源。比如

捐图书馆，他重视先做起来，哪怕就一个大小随意的房间，也能成为一个范例，以此为开端。

毕竟，个人财富再大，也不能跟国家投入相比，“但是国家开始没有这个钱，我一个企业家来

捐这个钱，试验成功了，证明可以做，慢慢就普及了，以后国家就可以来做。”四两拨千斤，

用最小的钱触发最大的效益，王联章认为这样的慈善事业就成功了。

他在各地讲课、培训，也力求不占用主办方更多资源，多是选择自己出差或旅程顺道而为，

不让对方多出路费。但慈氏文教基金所主办的培训班，不仅不收学费，还会给予免费的餐食甚

至交通补贴。为了吸引青年人对佛学文化的兴趣，基金还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慈宗讲堂”。

经常有实现了财富自由，却依然内心迷茫的高净值、超高净值人士向他求教，他会告知以

自己理解的财富传承——“中国人富不过三代。怎么能过三代？就靠你的智慧，不是靠你的财

富。大家要不断充实自己，知识是最大的财富。物质享受不如增长知识，这也能帮助我们留住

财富。”

2015 年 3 月，王联章获得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颁发的“第二届世界佛教杰出领袖奖”（首

届获奖名单上，台湾的星云大师赫然在列）。虽然仍兼着多个公司的独立董事，王联章在金融

世界已经半退休。他准备把家产全部用于推广佛学文化，“未来 30 年把钱花光”。

自在：人人可以成佛

“佛学不是宗教，而是教育，是文化。”慈宗导师王联章的观点多少有些另类。“宗教

（religion）这个名词，意思是人跟神之间的桥梁。佛教是人人都可以觉悟，人人可以成佛，

所以是无神论。”

觉悟不是所谓的“灵光一闪”，他拿学生时代做数学题作比喻，就是那种思考之后恍然大

悟的感觉。尤其当今文化进步，资讯发达，人的知识储存学习，就会触发更多灵感，一些想不

通的问题就会想通，得到验证。王联章认为，这是智慧的习得，不能用神力来解释。

所以，佛教即佛陀的教育，跟儒学一样。孔子不是神，是教育家，一个老师而已，现在却

出现了祭祀、典礼，王联章认为，这都变味了。他与宜信财富小黑卡客户一起去印度，在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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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下、在灵鹫山上现场讲课。场地很简单，没有寺庙，没有佛像，十几个人席地而坐就开始讨

论佛学，不用准备问题，就像论语一样，有学生问，导师就回答。

正因如此，慈氏学会与慈氏文教基金的定位都是“非宗教”，或者说，是一种与隐居山林、

青灯古佛相对的“都市佛教”。

当许多人焦虑自己是否将被人工智能代表的科技颠覆的时候，王联章却对佛学与科技碰撞

中的未来非常乐观。“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世间的学问知识能解决的问题，但永远不能成为老子、

庄子，或是释迦牟尼，它有它无法到达的境界。”所以他很放心——人工智能会帮助我们减少

物质上的烦恼，从而更自由地集中精力去追求智慧。

两次与宜信财富小黑卡客户一道访问“幸福的国度”不丹，他都讲到“幸福智慧力”。他

告诉学生们：人生的意义在于自在，年轻时候努力挣钱，使生活自在、财富自在；中年后追求

或者已达财富自在的同时，也应自利、利他已达到身心自在和心灵自在。

60 岁的王联章没有几根白发，问他是否还有烦恼，他答道：“我已经习惯把很复杂的问

题简单化。简化之后就没有烦恼了。”他进而解释，问题往往开始的时候很乱，方向不清楚；

把它简单化后，你就能抓住一条主线，看到一线光明；找到以后，你就定下路程怎么走，往哪

个方向走，去解决你的困难。人生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王联章是否已经实现了“自在的境界”？他笑着说：“刚刚开始有点感觉，算是比

较自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