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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經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戲劇或寓言 

◎部份「大乘（佛）教」非「原始佛教」且係是與古佛教對立的「大乘教

或婆羅門教」。 

◎大乘佛經中之神鬼故事幾乎全係綜合婆羅門教、印度教、耆那教、希臘

正教、波斯或伊斯蘭回教之神話或寓言故事、輪迴、因果報應、多神、

大自然事物信仰的翻版、整合版。 

◎佛法的「緣起法」、「一法印、三法印、四法印、五法印」。 

有說「佛經」云，人間地球世界中心今世為「尼泊爾」，來世為「斯里蘭卡或

錫蘭」，但另一法師為破斥前說而強調為虛空中的「須彌山」，後卻說為「喜馬拉

雅山」，如： 

Jambudvipaka[梵音]閻浮提，瞻部洲：[梵]（住於）Jambu洲或河或湖，盛產紫沙

金或閻浮（檀）金，閻浮那提（金），紫磨金，瞻部捺陀金，咎卜水金寶，Jambunada？ 

[漢譯]閻浮提，瞻部洲，瞻部提波，三角洲，如蒲桃樹葉三角形的國土。 

意指在天文地理知識與交通運輸尚未發達以前，古印度人或雅利安人對當時所

認知的「大地世界」或摩揭陀國或古印度國，「坐井觀天」地以為其國土即為全世

界，而以其所能到達、所能眼見之地方，依地理形勢分布，大略劃分其所稱的世界，

亦即以喜馬拉雅山當時稱為須彌山，山之北麓為拘羅或福地州，為雅利安人首度征

服古印度而首創婆羅門教之發源地，故此洲人堅信婆羅門教，不信包括佛教在內的

其他外道。 

須彌山之南麓為閻浮提或瞻部州，位於今之恆河流域上游，是個如蒲桃樹葉般

三角形的三角州，盛產紫沙金； 山之東麓為毗提訶州，位於恆河下流，今之巴特

那Patna 北方；山之西麓為瞿陀尼或牛貨州，為牛羊交易中心。或暗喻手掌形的國

土，眾生都在阿育王掌握之中生活。 

「偉大」的後人或僧人或居士，即以該時代所知的天文地理與世界，硬是牽強

附會，將其視為今日之全印度，甚至全世界或全太空，而為使釋迦佛變得更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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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讓佛經所說比其它學說更神秘、更偉大，殊屬不必要，現今無知的弘法者或信徒

也自作聰明地，以現今所知的科學與天文地理學，去解釋二、三千年前無知的地理

形勢分布劃分法，硬是附和為虛空或太空中的神話世界。 

Sumeru，Meru[梵音]蘇迷盧，蘇彌樓，修迷樓，（須）彌盧，須彌樓（山），

須微山，項彌，須彌山：[梵]某山名，等於Meru，某妖精名，印度神話中似古希臘

神話之奧林帕斯山，眾神之天堂，the Olympus of Hindu mythology，the central mountain 

of every world。 

[漢譯]妙高，（須彌）妙高山，妙光（山），好光，金七山，七寶山，神仙山

之一，十山之一，九山八海與四洲之中心（山）。在西北方世界須彌燈王佛世界名。

五指山。雪山部h（a）imavatahor，或kailasa（須彌山，雪山，崑崙山，雞羅（娑））。 

由此顯見所謂須彌山即為雪山或今之喜馬拉雅山，是迄今仍為印度人所信仰的

聖山。 

Meru[梵音]彌盧，須彌（山），（蘇）迷盧，（蘇）彌樓，（修）迷樓，（須）

彌盧，須彌樓（山），（須）微山，項彌，須彌山：[梵音]傳說位於閻浮提或瞻部

洲，Jambu-dvipa中央的黃金山名，想像諸行星回轉其周圍，念珠中心之玉珠，（手

指的）突出關節，人名。 

[漢譯]高，高大，妙高，妙，妙勝，勝，妙高山，金山，在西北方世界須彌燈

王佛世界名。似係以五指為「五指山」，以手指之三關節聯想為「三界」，以中指

為「須彌山」，其周圍為「九山八海」與「四洲」，共計「十山」，四洲由阿育王

之四個兒子「四大天王」統治，須彌山由阿育王統治，而「五佛」與諸佛是在阿育

王掌握之外的指尖上之各「天界」、「淨土」清涼享福，而天下之財寶都以財施的

信仰，被收刮到中央集權與造經造像中心的「須彌山」或「七寶山」或「神仙山」

或「神佛天堂」之寓言。 

Mahabhijna[梵音][梵]名門出身者，高貴的出身。 

Mahabhijna-Jnanabhibhu[梵音][梵] 

[漢譯]大通（智勝）佛，大通眾慧佛，有16子，其長子阿闍，不動，Aksobhya，

其第二子為須彌頂，須彌峰，蘇迷盧積，Merukuta，其第九子化身為阿彌陀佛，其

第12子為須彌相，山幢，Merudhvaja或Merukalpa，第16子化身為釋迦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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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arsana [梵音]修騰娑那，蘇達梨舍那，藪達利舍那，須達梨舍那：[梵]見喜，

美麗，高尚，可愛，易見，Siva神名，某位Vidyadhara名，北方某山名，須彌山上神

居池或城名，Visnu神之圓盤，太陽之圓盤。 

[漢譯]善見，樂見，善現，如意，善見天，善現天，善見山，善見大城，人所

喜見。位於須彌山上，四方各八天，欲界天之第二天，千頭千手四臂的因陀羅王天

（天帝）Indra，忉利天或三十三天（怛唎耶怛唎奢，多羅夜登陵舍）Trayastrimsas

之王城善見城Sudarsana or Amaravati，或天帝釋（釋（迦娑））城Sakra，其王宮為

禪延（毘闍延，毘禪延，Vaijayanta），四大天王每月都應向其報告世間善惡。印度

教神話。罽賓。 

Sudarsana [梵音]：[梵]明夜，某王女名。 

Sudarsini [梵音]：[梵]某蓮池名。 

並將釋迦佛貶為燃燈佛之弟子。但卻從來無人供奉燃燈佛，也無燃燈佛說法之

記載與說法內容。且以釋迦佛首創佛教所反對的婆羅門教之婆羅門或（大）梵天

（王），為其上之天王或宇宙創造者。而以佛教所修之修行，稱為婆羅門教之「梵

行」，所誦之音，稱為「梵音」，釋迦之相，稱為「梵相」，所修行之志，稱為「梵

志」，所修行之德，稱為「梵德」。在在都將釋迦佛之佛教，貶為婆羅門教或其下，

難怪會被上座部佛教視為魔說。  

Dipamkara Buddha[梵音]提洹竭，提和竭，提和竭羅，大和竭羅， 

[漢譯]然燈佛，燃燈，燈作，錠光，定光。  

Brahma-caryatva，Brahma-carya（-vasa），Brahma-carin，Brahma-vihara，Brahmanya，

Brahmya-vihara[梵音]（修）梵行（者），梵住，梵德，梵法，（真實）婆羅門（性，

果） [梵]在婆羅門宗教學習期（第一期），尤其實行禁慾（者）。 

[漢譯]（修）梵行（者），（清）淨（梵）行（者）。四梵住（梵行）：慈maitri，

悲karuna，喜mudita，捨upeksa。 

Brahma-jala [梵音]梵網經[梵] 

[漢譯]梵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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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hmatva，Brahmendra [梵音]（大）梵（天），（大）梵（天）王，大梵尊天[梵]Brahman

祭司之職務，婆羅門之地位，與婆羅門狀態一致。 

[漢譯]（大）梵（天），（大）梵天王，大梵尊天。 

Brahma-loka[梵音]梵世（間），梵天（世界），梵處[梵]Brahman神之世界或天。 

[漢譯]梵世（間），梵天（世界），梵處。 

Brahma-tejas [梵音]梵光[梵]（具有）Brahma之榮光或力 

[漢譯]（佛名）梵光。 

Brahma-datta[梵音]梵施，梵德，梵授，梵予，梵摩達多[梵]Brahman神所給的，

Salva王名，Pancala及其他王侯名，商人及其他人名，某王子孫。 

[漢譯]（佛名）清淨施，（王名）淨德，（王名）梵摩達多。 

Brahma-dhvaja[梵音]梵幢，梵相[梵] 

[漢譯]（佛名）梵幢，梵相。 

Brahma-ghosa，Brahma-ruta，Brahma-susvara，Brahma-svara（-ruta-ravita） [梵音]

梵音，梵響[梵]低聲祈禱，聖言。 

[漢譯]（得）（大）梵音（聲，相），梵響，淨妙聲，（佛名）淨音，妙音。

（聲）音如梵王。（出）妙梵音，如梵音聲（響）。 

Veda[梵音]吠陀，韋陀，鞞陀，馱，毗陀：[梵]（祭祀的，神聖的）知識，（sacrificial，

sacred）knowledge，知覺，sense，sensation。 

[漢譯]知，knowledge，（四大天王之）天將（護寺菩薩），a Bodhisattva，gener-al 

of the Tchatur Maharadjas（Tchatur Maharadja Kayikas），worshipped as a Viharapala，

受，受者，分，sense，sensation，feeling，receptor，receiver，portion，ration，part。 

但韋陀菩薩的正確音Skanddha Deva應該是建馱菩薩，因為基督教世界反對偶像

崇拜，視印度神為邪神，故英文的邪神devil正是由deva轉變而來。 

Jina[梵音]耆那，嗜那，親那，爾那：[梵]勝者，佛陀（Buddha），Jina（Ja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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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聖者，耆那教教主為大雄mahavira（摩訶毘羅），Visnu神之名稱 

[漢譯]勝（者），最勝（者），大覺，佛（陀），如來。 

依「漢英佛學辭典」，燃燈佛為釋迦佛之第二十四世祖，常出現於蓮華經，做

為佛說法時之重要聽眾。可能也是夜間燃燈說法時的聯想，將諸油燈視為佛，所做

的暗喻或寓言。如在青蓮花城或罽賓造經造像，而有蓮花經與蓮花座之聯想造經。

古時燃油燈，西藏等胡人遊牧民族則燃牛脂燈，以供照明用途。而今台灣雖已電力

發達，燈火通明，但仍循古說，再燃蠟燭用於各種功德法會，另創新美其名為「傳

法心燈」。也造成公寓住家神桌、佛壇失火的主要原因。 

其徒增浪費有限資源，一如於佛曆649年，西元105年，後漢和帝元興元年，蔡

倫發明造紙術，因其粗糙如今之冥紙，及因當時文化水準落後，而銷路奇差，於蔡

倫去世後，其妻為其燒冥紙超生，故自編自導自演，而開「燒紙錢給往生者」之先，

而後蔚為風氣，使其陋習流傳至今一樣。台灣佛教與道教之燒香祭拜佛神也然，燒

王船、放天燈、放鞭炮、放蜂火炮等等無數浪費資源陋習，也在新聞媒體與各行各

業有心人士之推波助瀾下，更是一發不可收捨，良不令人痛心哉。 

但於《千佛經》與《萬佛經》中，可見另有諸多異名燃燈佛。且另有異說，稱

釋迦佛為燃燈佛之弟子。 

據稱大乘教造經，係由上座或造經者口述所謂「佛說」，經大月氏王徵召之千

名僧人辯論其對錯真偽，再由一文學造詣較佳者或可稱為識字者定稿而成。中國譯

經過程也然，係由亦被稱為「佛」之外國僧「佛手執胡本譯述」，亦即，譯經僧不

知手執何種質料之胡本而「口譯」，若為「竹簡」，則如此龐大數量之佛經，不知

如何搬運收藏，經皇帝徵召之數百名僧人辯論其內容與用字遣詞，再由一文學造詣

較佳者或可稱為識字者定稿而成。其結果，即如今所存，除《心經》與《金剛經》

等等談及「破相」般若之外，充滿著令人望之浩歎之經論律三藏。 

其誇大經典之多，也不免令人懷疑譯經者之背誦記憶能力，若非憑空信口開

河、擅自添加，真可謂唯受持於「神力」，一般凡夫所不能及。 

依循婆羅門教的六道輪迴說，將釋迦佛之前世，稱為鵝王、兔王、鹿王、魚王、

白象王、獅王等等不一而足的畜生動物。將釋迦佛之形象，描述為鵝王等四不像的

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甚至有佛經說釋迦佛在尼泊爾創造佛教而涅槃，

至大乘佛經造經期間的數十或數百年間，已再投胎轉世八千多次到我們這娑婆世界



般若金鑰  

 22

的地球，其他阿羅漢也分別投胎轉世數十數百次不等，如此計算，則釋迦佛每年都

來回「生死輪迴」數十數百次，其每次生死輪迴的壽命極短依佛法因果報應的善惡

業力報應而言，表示釋迦佛每次轉世之前世，除如經文所述善行之外，必有經文所

未述之作惡多端，否則怎會如此夭壽短命，其他阿羅漢之業力也然。  

又將釋迦佛被歌利王千刀萬剮，分屍凌遲，與數次或數世割肉捨身給各種動物

或人吃及舍利弗菩薩挖眼給人做為「藥引」等等，以表示菩薩戒「六度或六婆羅蜜

多之一的忍辱」之神話故事情節，除非加以「甘願度化而投生之」之解說，若另依

「因果報應」說而言，也顯示其前世是否必惡作多端，否則何致於此？  

也由此可見，釋迦佛等佛菩薩都須如此歷經無數次、無量阿僧祇劫的挖眼、割

肉「捨身施」與弘法無數年，才能成佛，可見所謂只要「念佛號、誦經、弘法」或

「財施」，即能成佛之說，絕對是「方便說」。且也可百分之百肯定，除佛經中所

記載之釋迦佛等等佛菩薩之外，絕無其他任何一位修行者成佛或菩薩過，因為現今

從無一人如此「大慈大悲」或如此「捨身」與「神通、放光、分身、騰空自焚、生

死來去幻化自如」過。  

且若依佛法的「因果報應、六道輪迴」而言，投胎轉世為畜生，係因前世造惡

業，如此則豈不是說釋迦佛之無數前世造惡業，而遭惡報，每次才會投胎轉世為一

種畜生，且於其神話寓言的犧牲奉獻，造善業後，仍不得善終，而一再不斷地轉世

為其他畜生，否則釋迦佛怎會有如此多次的畜生神話故事﹙最佳辯解：為了救度畜

生才倒裝下世﹚。 

若然，則豈非大乘（佛）教在低貶釋迦佛的形象，也違反佛法的「因果報應」

與「六道輪迴」，更違反世界萬事萬物皆「無我、無常、苦空」的佛法三法印與「因

緣和合而生而滅」的佛法真理。也違反佛法證得最高果位後之「（大般）涅槃」即

不再生不再滅，或不再受「六道輪迴」之苦，而永遠安住在三界天外之佛法真理。 

又說，只有大乘或北傳佛教或佛經或果位，才有各種極樂世界淨土之設置，小

乘原始佛教或南傳佛教或佛經或果位，則全無，亦即一般人與成佛或成菩薩或阿羅

漢者，死後不知要往生何處。大乘或北傳佛教，「指責、誹謗」小乘或南傳佛教是

「自私、自利、下乘、劣乘、只能成阿羅漢，不能成佛或菩薩」。 

大乘弘法者或大乘佛教或佛經之如此說法，顯然是在「低貶、指責、誹謗」小

乘或原始或南傳佛教之形象，若依佛經之說，即犯「身、口、意」惡業，則大乘佛

教佛經或弘法者，必不能「成佛」，必不得善終，必不能往生西方極樂世界，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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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轉世到「六道輪迴」之「畜生道、餓鬼道」，甚至「永生不得超生」。故顯見，

有的「大乘（佛）教」非「釋迦佛親說」，而是與「原始佛教」對立、有別的「大

乘教或婆羅門教或胡教與大德說」。 

或可說大月氏國的胡人敗於政治，失去領土，企圖以大乘（佛）教之姿態贏得

漢民族的民心，並以「宗教」的形式，擴張其版圖至全中國，至東南亞與東北亞而

迄今。漢民族稱中國民主統一在漢、滿、蒙、回、藏、苗；蒙古人稱蒙、滿、回、

藏、漢統一；西藏人稱願藏、蒙、滿、漢大一統；新疆的回人稱樂見回、藏、蒙、

漢一統，真耐人尋味。 

◎宗教的「善惡因果報應、生死輪迴、因緣和合緣起說」與科學的「遺傳、

教育」之關係。 

宗教的「善惡因果報應、六道生死輪迴、因緣和合緣起說」，可說係全然缺乏

科學知識下，以純人文學的最幼稚、最粗略、最原始的觀點，應政治原因所「推定」

的產物，不要活在婆羅門教的認知裡。亦即，不要將人類或生物或物質的遺傳或承

傳基因或因素，視為如此簡單、粗略、原始的單一劃分或分類。 

若依現代的人文與科學知識而言，人類或生物或物質的遺傳或承傳基因或因

素，粗略可分為先天、後天與內在、外在的因素。先天、後天與內在、外在因素中，

尚可細分無數的影響因素。先天因素中，除各種內在基因之外，尚會受光、熱、酸

鹼、時間、空間、速度、強弱、養分及其他等等外在因素之影響，在後天因素中，

除各種內在因素之外，尚會受各種外在大自然中各種因素、人際與教育、誤診、過

度飲食及其他各種外在因素之影響。 

此可由同是人類，但有性別、膚色、五官、高矮、胖瘦等等，官能性的外觀形

狀與色質之分。同為同胞兄弟姊妹，也有性別、膚色、五官、高矮、胖瘦等等，官

能性外觀形狀與色質之細分，在精神、心理、個性、知能、行為、好惡、善惡等等，

也千差萬別，故顯見既使所謂「相同」基因的精子與卵子所結合形成的同胞兄弟姊

妹，尚且如此不同，更遑論以今世單一的「善惡」因素，即能決定人類的一生，甚

至三世或多世之命運。 

現代精神醫學或犯罪醫學已知為非作歹者有各種「官能性」或「器質性」病變，

如大小腦某部位之病變，某種官能性或器質性內分泌或物質之增減，可見歹徒之作

惡未必全然是遺傳或教育或道德或修行問題，而是官能性或器質性病變的醫學或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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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問題。亦即，歹徒之為非作歹是一種歹徒自我不可抗力的行為，是需要醫療而非

判刑入獄隔離教育、純修行能完全加以改善的。亦即「純官能或器質性的教育或修

行無用論」，或並非善惡（會）影響官能或器質性病變，而是官能或器質性病變（會）

影響善惡行為。 

可見佛法與現代科學已證明的「現代因緣說」，也絕非如一般所說的純人文或

精神性的因緣因素而已，且既然承認「因緣說」，即非純「善惡因果報應、生死輪

迴」之說，故顯見純以「善惡因果報應、生死輪迴」之說，係無法含蓋目前人世所

知的一切現像。 

如果承認「人人皆有佛性」，亦即「人性本善或中性」，可經「後天、內在」

的「影響」或「教育」而改變為「善或惡」，而期望能於今世得到「本質性、根本

性、全然性」的「善惡因果報應、生死輪迴」，亦即「今生修行或教育萬能論」，

即能進入「無常、無我、涅槃等三法印說」、「因緣和合而生而滅之緣起說」，顯

然違反現代科學之基因、遺傳、進化論與精神醫學官能或器質性病變論。 

再明白地說，依現代所公認、所知的科學而言，就動植物、礦物、電子、能量

學而言，一切色身或物質都可說是由被人類稱為「微塵、沙子、化學元素、細胞、

基因、精子、卵子、花粉、種子、原子、質子、電子、核子或靈魂或能量」等等基

本組成「成分或元素或物質」所組成或構成，亦即除非「基因或元素複製」外，萬

事萬物都會隨因緣和合而生而滅。 

例如，動物之「特定」父母的精子與卵子的結合，才有「特定」的下一代或我

的存在人死後再化為上述「特定」物質或「基本元素」，再隨因緣和合，亦即「不

特定」父母的精子與卵子結合，即無「特定」的「我」存在或再生。植物的「特定」

花粉也一樣，隨介媒的因緣和合，而生出「特定」的同一品種的植物或「突變種」

或「改良種」。枯謝後，再隨不同的因緣和合，再生出「不特定」的同一品種的植

物或「突變種」或「改良種」。 

如此，既然「人世無常」、「無我、我無法控制、無自主性、無主動性、只有

被動性」的因緣和合，以致「無特定」或「無法有隨心所欲的特定」的「我」存在

或再生，即不可能有「永生永世特定的我」接受「前生前世的善惡業力的因果報應」。

只有微弱得肉眼不能見的生命能量或生物熱或生物光，隨著因緣來感召而已。 

若就現代已知的科學而言，雖然動植物之肉體或本身，是由礦物質所組成，死

後或腐朽後，會變為礦物。但因動物、植物、礦物之基本組成成分或要素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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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不同，故動物、植物、礦物三者之間，不可能互相「轉世、組合、結合」，只

能在不同動物之動物不同植物之植物，不同礦物之礦物之間，互相「轉世、組合、

結合」。因動物與植物、礦物之組合或結合「因緣與因緣和合過程」不同。 

亦即，動物組合或結合，需要同性或異性、同體或異體之精子與卵子，及其授

精或授胎之條件與過程，植物需要同性或異性、同體或異體之花粉，及其授粉條件

與過程，礦物需要同性質或異性質的基本元素，及其組合過程，動物、植物、礦物

之組合要素及組合條件與過程，各自不同，故三者之間，實無法互相「轉世、組合、

結合」。 

就動物之間的互相「轉世、組合、結合」而言，驢與馬可授精而結合成騾，自

發現基因遺傳學與進化論以來，為改良品種，而有不同品種之同類動物的人工或自

然授精或更先進的「基因複製」法。 

西元1997年前後數年間，醫學上為解決人類器官移植之排斥與器官來源問題，

也由其他動物品種改良法，發展出以人類基因與黑猩猩或豬等其他動物相結合，以

製造出可能成為「人頭人腦的豬」或「豬頭豬腦的人」，而改變人類與動物之間之

基因外，由器官移植之排斥問題與基因問題，可見人類與其他動物之間的互相「轉

世、組合、結合」或「因緣和合而生」之可能性，除非以類似現代「基因複製」工

程法，「人工故意」組合或結合外，不可能發生「自然性」的「六道輪迴」之問題。 

除非因「善惡業報」而由「某人或某神佛菩薩或外力」，以此「善惡業報」為

基準，進行「人工基因複製」，否則即不可能發生「自然性」的「六道輪迴」。但

善惡本身，並非「內在決定因素或基因」之一，故不會致使發生「自然性」的「六

道輪迴」。 

若佛法所沿用之「六道輪迴」原因，係基於如上述現象，但顯見佛法或佛經成

立之當時並未明示記載，而只是以當時的推定，不幸巧合而言中，故不必以現代科

學硬稱數千年前佛法之高明，更何況此「六道輪迴」在當時並非「佛教」之專利，

而係古印度土著與婆羅門各宗教所共識之信仰。 

雖然因此，所謂的「六道輪迴」純屬「生命能」的感召流竄，而非依其輪迴圖

所示一階階地輪生。例如人在世時的精神層次，或說理性的昇華度的高低，將造成

他下一世投胎的影響：瞋恨心強的精神能量，就會被吸引投生為蛇；癡愛心強的就

被吸吸引投生為鴛鴦……，而不是字義上的排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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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佛經所言，你的太太或先生或世界上之男女或人類或其他動物，可能是你

前世的父母或祖父母或子女之說法，則未免太言重了，容易陷入我相的迷思。因為

以文字學與倫理學而言，人類或動物的「基因」絕非「人或動物」，或「人類或動

物的基因是構成人類或動物的要素之一，故人類或動物的基因，即是人類或動物」，

因「基因」只是構成「人或動物」之無數要素之一而已，故不可如此論理，更不可

因此稱為「人是動物，故動物是人。」或「父母子女是人，因此人或人人是父母或

子女」。 

靈性或能量不是人類文字學上所稱的「人」，故由「特定之基因或物質」，與

其他「可相配對」的「特定基因或物質」，因或藉「因緣與因緣和合而生或再生」

之「物質或人或動物」或「前世之父母或祖父母或子女」或「永生永世恆常特定的

我」，即並非「我、你、他」，亦即「無我、無你、無他」，否則「六道輪迴」之

說，即與「無我、無常、涅槃、空」之說，互相矛盾。故無論如何「六道輪迴、因

果報應」與「無常、無我、涅槃或空」之說，是不同的立場。 

有弘法者將佛法之「無明、行、識、名色、六入、觸、受、愛、取、有、生、

老死等十二因緣」分開解說，係一個人於出生後，「非連續或連貫性」的個別「物

質與精神」現象。但也有聖嚴法師將「十二因緣」之前十因緣，說為係人受胎後，

在胎中「依序連貫」的「生長或生滅過程」。不同弘法者，各說各話，令人莫衷一

是。 

因此，也不可因此而衍生出佛法「十惡」之「不可殺生、不可淫或結婚生子」

之「必然性」，否則天下豈不大亂，且必然逐年回到「原始世界」而成為「無人世

界」。因結婚生子是「目前」或「人類有史以來」或「未發現基因複製工程法以前」，

被「人類共識」視為「合情、合理、合法」延續或繁殖人類生命之方法。 

且若世界到「無人」的地步時根本就無需佛法。若然，則佛法必成為「毀滅人

類世界」之法，而絕非「建設人類世界」之法。故所謂「人人不可殺生、淫」或應

「放生、出家」之「定義」，應重新界定、定義，否則即違反「生命之意義」。 

又就進化論與科學的進展史而言，只有越來越進化或進步的道理，且既然佛教

強調釋迦佛是歷史真實存在過的人物，而非神話或神化或人化的神，則其所知與所

能的事物或道理，我們必然能，而如今我們所知所能的，則數千年前的釋迦佛必然

不能、不知。 

反之，我們所不知、不能的，數千年前的土著必然更不知、不能，只有數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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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人會將現今的人視為萬能的神，那有違反常識地，以現今萬能的人，視數千年

前無知的原始土著視為神，而反其道地，去學習無知的原始土著文化，豈不可笑。

故只有IQ零蛋的白痴才會相信這些原始土著的神話。既然台灣原住民的神話可笑、

不可信，則為何古印度土著的神話可信。 

如經文所說，古代的釋迦佛或藥師佛是大醫王，密宗有萬靈藥消災解危的密

咒，則自己生病背痛腳痛時，為何不自己醫治，無燈油照明時，為何不自己放光，

自己騰空自燃。既然「佛法僧」三寶的「神通廣大、法力無邊」，能呼風喚雨，能

隨心所欲幻化變身、分身、放光，要什麼有什麼，生死來去自如，則還要求信徒布

施「佛法僧」三寶藥品、僧衣、床舖、財物、油燈，連如此簡單，不值分文的東西

都無法自理了，則今之僧眾為何已喪失了廣大神通與無邊法力，卻又滿天神佛地強

調著。 

由此可見所謂「佛法僧」三寶之「神通與法力、分身、放光、騰空自焚、生死

來去自如、隔山打牛」，簡直遠比無修行的凡夫俗子的微薄力量還不如，難怪今天

卻被有心人借用，作為妖言惑眾，怪力亂神，騙財騙色，扮豬吃老虎而已。 

《彌勒上生、下生、大成經》、《賢劫千佛經》、《無量壽經》說：彌勒現在

與釋迦佛同在「兜率天」，要在釋迦佛入滅後數萬年或甚至五十六億七千萬年人壽

後才下生人間亦即迄今彌勒未下生人間，且彌勒將成為賢劫人間，繼釋迦佛後的「第

五佛」，其他的所謂「千佛、萬佛」全係我人無法想像的。 

但《法華經》說：大乘造經時，彌勒對其上座或高座或口誦僧說佛法，稱「慈

氏彌勒佛」云，所謂八萬四千諸妙法蘊五種藏教：令阿難受持所說素怛纜藏（經藏）；

鄔波離受持所說畢奈野藏（律藏）；迦多衍那受持所說阿毘達磨（論藏）；曼殊室

利菩薩受持所說大乘般若波羅密多（大智度心經）；金剛手菩薩受持所說甚深微妙

總持門。」。 

顯然，彌勒菩薩早已於大乘造經時已下生人間說法，且密宗與其他各教派之無

數次「活佛轉世」之說，也可見都係由佛經造經者與佛教弘法者，「隨心所意」、

「憑空創造」。所謂不可懷疑，不可謗佛，不可侵犯，都是自言自語，一廂情願的

說詞。 

各國各時代，甚至各宗派或各寺院之釋迦佛及其他諸佛之造像與打扮，都各自

紛歧，無法如基督教和天主教之統一造形，令人一眼即可知是誰。但所謂「千佛」

之造形與打扮卻又完全相同，讓人懷疑其「千佛、萬佛」是同一佛之千個、萬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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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甚至懷疑其「千佛、萬佛」之存在。 

但依「漢英佛學大辭典」，如下述：（另有多種異說，故顯見各種說法也都是

假說） 

視，白光，空，由第九識amala-vijnana轉成法界體性智Dharmadhatuprakrti-jnana，

大日。 

聲，黃光，火，由第六識mano-vijnana轉成平等性智Samata-jnana，寶生。 

味，紅光，水，由意識Mano-vijnana轉成妙觀察智Pratyaveksana-jnana，無量光。 

觸，綠光，風，由五感官轉成成所作智Krtyanusthana-jnana，不空。 

聲，藍光，地，由第八識alaya-vijnana轉成大圓鏡智Adarsana-jnana，不動。 

Vi（d）jnana：[梵]識別，知識，熟練，練達，技術，教義，策略，詭計，（非

神聖的）知識，（世俗的）知識（神聖的知識Jnana之相對），知力，判斷力，意識

器官（=manas），認為，視為，identy，knowledge，master，familiar，technic，dogma，

doctrine，strategy，scheme，（not sacred） knowledge，（secular） knowledge，intellecture，

comprehesion，identification，conscious （sense） organ， grant. 

[漢譯]心（法），知，識，意識，解，本識，consciousness，conception， mind，

ideology，knowledge，resolution，instict consciousness. 

九識navavijnanani：1.alaya藏識，2.adana執持識，3.klistamanah染污意，4. caksur

眼識，5.srotra耳 識，6.ghrana鼻識，7.jihva 舌識，8.kaya身識，9.mano意 識。八識

astau-vijnanani，（無執持識）。 

manas [梵音]末那[梵] 

[漢譯]意，意識，第六意識。 

Mana，Manas [梵音]（染）末那[梵]心，內在器官，理解力，知力，精神，心情，

良心，思想，概念，想像，思考，熟慮，意向，欲望，意志，氣分，情緒，性向。 

[漢譯]意，意識，意念，心意，心，心識，識，知，思惟，如理思惟，觀，念，

思念，憶念，作念，作意，作想，心忍，作意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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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sta-mano-vijnana，Adana [梵音]阿　那[梵] 

[漢譯]思量，末那識，第七識。 

Klis，Klista[梵音][梵]苦惱，痛苦，困苦，煩惱，污染，妨害，消耗，悲慘，無

理，不明瞭 

[漢譯]染，雜染（心），垢染，染污，垢膩，染濁，習染，有染污，垢穢，不

淨，煩勞，煩惱，具煩惱，疲厭，除難。 

Adana-vijnana，Adana[梵音]阿　那（識）[梵]執持，取得，除去，受納，接受，

捕捉，充當，撤回，撤消， 

[漢譯]取，執，執持，執捉，受，攝受，受畜，得，執持識，相續識，阿　那

識，第七識 

Alaya[梵音]（阿）梨耶，阿賴耶，[梵]住居，家宅，座。 

[漢譯]宅，舍，室，宮，宮殿，巢，窟宅，樔窟，依，處，所，處所，藏，攝

藏，執藏，著，所著。 

Alaya-vijnana [梵音]阿黎耶識，阿梨耶識，阿賴耶識，阿梨耶本識，阿賴耶藏識：

[梵] 

[漢譯]藏識，真識，第八識，菩提心。 

Amala[梵音]阿摩羅：[梵]無垢，純粹，清淨，水晶。 

[漢譯]淨，不垢，離垢，無垢染，無流，無漏（anasrava）。 

Amala-vijnana[梵音]阿摩羅：[梵] 

[漢譯]阿摩羅識，第九識，佛陀心。 

「五（智）佛」或「五（智）如來」、「五法、五金剛、五股、五杵、五鈷、

五古、五咕、五部、五智、五股印、五大印、五智印、五　印、金剛慧印、大羯印、

大率都婆印、五大明王」也如是，將釋迦佛棄而不顧，稱為「中央大日（Vairocana），

東方阿闍（Aksobhya），南方寶生（Ratnasambhava），西方阿彌陀（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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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方不空或釋迦（Amoghasiddhi，Sakyamuni）」。有時又稱為「普賢（Samantabhadra，

曼殊師利Manjusri，金剛手（金剛力士，Vajrapani），寶手（Ratnapani），觀音（Avalokite 

-svara，Sakyamuni），彌勒（Visvapani）？」，或謂「藥師王Bhaisajya，多寶 Prabhuta 

-ratna，大日，阿闍，不空或釋迦」，又在不同佛經中，另有諸多異說。時稱「四

佛」又時說「五佛」，甚至更多至千佛、萬佛、億萬佛。 

千佛與萬佛各有其名，列於《佛說千佛名經》與《萬佛名經》，如戶口名簿，

真有心也令人佩服造此名冊者之閒情雅緻，但另有二萬佛同名，同名應也必非同一

佛，同一造像，其餘千百萬億佛，則無佛名經，且不知其所由何來。 

也由此可見，佛經或各宗教聖經，都是憑造經者之自由意志，憑空、憑想像創

造的「人造經」。也難怪有人要作出「回歸佛陀時代」的吶喊。 

Vairocana [梵音]毗盧遮那，毘樓遮那，吠嚧遮那，鞞嚧拓那：[梵]太陽的，王

名，Bali之父系， 

[漢譯]大日如來，遍照，遍光，普照，普焰，照明，普照明，現諸相，眾明主，

光明遍照遍一切處，毘盧遮那金剛 

Aksobhya[梵音]阿闍，阿闍鞞，阿闍婆，阿芻鞞耶，[梵]， 

[漢譯]不動，無動，無怒，無瞋恚，住於東方歡喜淨土Abhirata，為大通智勝之

長子，成佛前為智積菩薩 Jnanakara。 

Ratna-sambhava[梵音][梵] 

[漢譯]寶生佛，出眾寶菩薩，寶生（世界），寶成（世界），出寶（世界）。 

Amitabha，Amitayus[梵音]阿彌陀佛，阿彌陀婆（耶），阿彌陀，彌陀，大彌陀：

[梵]無量光，無量壽，無量光明，放大光明，unlimited longevity，unmeasurable high-light. 

[漢譯]無量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燄王光佛，清淨光佛，歡

喜光佛，智慧光佛，不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無量壽佛，法

報化身Trikaya，甘露王Amrta，西天教主，西方接引，大慈大悲，本師和尚，法界

藏身，常被用為佛教徒的寒暄詞，（祝您）無量壽，無量光明，（wish you have）

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an ave of Buddhist usually used.原始或南

傳佛教所不知或所無的佛，可能源自波斯或伊朗，為大乘泛神多神教pantheism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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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pantheon之一，住於西方淨土Sukhavativyuha，被認為其淨土為涅槃前之中途站，

其化身為觀音菩薩，故其三位一體像為觀音在其左，大勢至菩薩Mahasthamaprapta

在其右，其他有Ksitigarbha與Nagarjuna成為五佛。來歷不明。 

Amogha[梵音]阿目佉，阿牟伽，阿謨伽，阿穆伽[梵]不空，不誤，確實 

[漢譯]不空，不虛，無空過，不空過，不唐捐，無所唐捐，（功）不唐捐，益，

有義 

Amogha-siddhi[梵音][梵]， 

[漢譯]Sakyamuni不空成就佛 

Manju-sri，Manjunatha，Manjudeva，Manjughosa，Manjusvara[梵音]文殊（師利），

滿濡，曼殊室利，曼殊尸利，[梵] 

[漢譯]妙德，妙吉祥，妙吉祥尊，妙首，妙頭，普首，敬首，濡（首），溥首。

來歷不明，與多數的佛菩薩一樣，可能都是特定性質的理想化人物，位於釋迦佛左

側，做為智慧守護神，右側為普賢，做為法理守護神，以前左右位相反，其頭上有

五簇鬈毛，表示五智或五　，手執智慧劍，坐在獅子上，另有異型，代表青年，永

遠年青，住於東方的清涼山，或寶住山，或寶氏山，故名寶相如來，被描述為許多

佛之父，並助釋迦佛下生，其名號有龍種上佛，大身佛，神仙佛，現名為歡喜藏摩

尼寶精佛，樂於照顧珠寶，未來名為普現佛，法華經序品稱其為釋迦佛之第九前身，

為菩薩之首，代表諸菩薩，也做為釋迦佛之主要弟子，或其兒子，稱為法王子，小

乘視舍利子為智慧第一，大乘視文殊為智慧第一，故也稱為覺母，坐於獅子，孔雀，

或白蓮花上，手執一本書或青蓮花，以表示智慧，做為真理守護神，以密咒聞名，

中 國 陝 西 五 台 山 為 最 有 名 的 中 心 ， 為 蒙 古 人 的 主 要 朝 聖 目 標 ， 具 有 佛 教 中 的 

Visvakarman的Vulcan或宇宙建築師（創造者）的地位，是八位禪定菩薩之一，有時

在其冠上有Aksobhya不動菩薩像，常顯示為海龍王女的化身，有五使者與八童子隨

待左右，其宮殿在Garbha-dhatu mandala藏界中排行第七，有二十五個成員，其位址

為東北方。 

Visvakarman [梵音]毗首羯磨天，毘濕縛羯磨[梵]成就或創造萬物，宇宙創造者

名，類似Prajapati，伴有父系名Bhauvana，為Barhismati 與Samjna之父，太陽之名稱。 

[漢譯]工巧天，巧妙天，自在天王，好業（天子），諸業者，諸作者，種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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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Mandala[梵音]曼拏羅，曼荼羅[梵]圓形，圓的，圓盤，球形物，圓環，圓周，

車輪，圓形結界，聖域，天體軌道，太陽或月亮的周圍光輪，球（體），十卷成卷

的卷名，圈，群，團體，集合，軍隊，群眾，集團，全體，總體，圓陣，地域，領

域，地方，國土。 

[漢譯]輪，圓（滿），圓滿輪，圓滿處，中圍，檀，場，會，眾，軍（眾），

界，地 

Manju[梵音][梵]可愛，美，有魅力 

[漢譯]妙，美妙，美好，和暢，和雅  

Sri [梵音][梵]光輝，美，繁榮，幸運，富，高位，光榮，威嚴，名神，名人，

名勝名， 

[漢譯]利，勝，德，勝德，妙德，威力，威德，福德，功德，勝妙色，光澤，

安謗，（最）尊，殊勝，妙相，祥，祿，吉祥（王），瑞相 

Samantabhadra[梵音][梵] 

[漢譯]普賢 

Samanta [梵音][梵]連續，鄰接，完結，完全，各方（面），十全 

[漢譯]普（遍），周（遍），　，周匝，四邊，周迴，周繞，四面 

Bhadra[梵音][梵]應受稱讚的，被祝福，吉兆的，美麗的，好的，善的，幸福的，

好機會，巧妙的，好友，受尊敬者，假裝虔敬的偽善者，一種象名，Visnu 或Vasudeva

神之子名，第三Manu支配下的諸神名，民族名 

[漢譯]賢（善），仁賢，善，（微）妙，勝，聰明，仁者，聖賢，端嚴，端正

殊妙 

Visvabhadra[梵音][梵] 

[漢譯]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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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va [梵音][梵]諸事，事事，所有的，全部的，全體的，一切，萬人，個人有

限的智識，某王名，宇宙，世界[漢譯]諸，普 

Vajra[梵音]縛日羅，和夷羅[梵]（Indra神的）雷電或金剛杵，電擊，金剛石 

[漢譯]金剛（杵），金剛雹，霹靂（金剛），金害， 

Vajrapani [梵音][梵]手拿金剛杵（電擊），Indra神名，Yaksa藥叉，夜叉名，佛

陀　士，婆羅門名， 

[漢譯]金剛手，金剛神，金剛力士，執金剛，執金剛神，金剛密主，金剛密 

Maitreya[梵音]彌勒，迷麗耶，梅任梨，彌帝隸，迷諦隸，梅低梨，梅怛麗（耶），

梅怛（麗）藥，梅怛（儷）藥，梅怛邪，每怛哩，昧怛履曳，彌羅：[梵]情深的，

混血種姓（階級）之一，某道化師名。 

[漢譯]慈（氏），慈氏菩薩，彌勒菩薩，佛教的彌沙亞（救主）Messiah，下一

個佛陀，現在兜率（知足）天Tusita，將於釋迦佛涅槃後五千年或四千天年或五十

六億七千萬人壽年降生，據傳其前世為古印度南方的婆羅門家族，綽號為彌勒（慈

氏）或阿逸多（常勝，無敵）Ajita，將主持佈道，保護信徒，引導佛教最後勝利。

來歷不明。 

Ksiti [梵音][梵]住處，居處，家，大地，土地，種族，人種，人民，人類，地

所 

[漢譯]地 

Garbha[梵音][梵]子宮，內部，胎兒，嬰兒，小兒，子孫，同胞雛群，受胎，芽，

包含 

[漢譯]胎，藏，胎藏，胞胎，懷胎，在胎 

Ksiti-garbha，Jizo[梵音]乞叉底蘗沙[梵] 

[漢譯]地藏王菩薩，被視為釋迦滅後與彌勒降生前之間的救世主，據傳為閻羅

王之化身，有六道地藏王，另傳為 653年到中國， 728年在九華山往生享年99歲，

被裝金身之韓國新羅和尚之化身。另異說為普賢菩薩之化身。原創為女神，故能接

生。 



般若金鑰  

 34

Yama[梵音]剡魔，琰魔，焰魔，閻摩，閻磨（羅），閻摩（羅），閻（羅），

夜磨（盧迦），閻摩（羅社），夜魔（天），夜摩，須夜摩，蘇夜摩：[梵]一對，

雙生兒，Asvin雙神名，Vivasvat之雙生兒之一名，其妹為Yami，據稱為最初的一對

人類，支配死後在天界之祖先的神，支配下界的死神，征服者，處罰者，原人Manu

之弟在南方的支配者，土星。原為亞利安民族在天堂之死神，南方保護神，但婆羅

門教將其改為住地獄，印度神話傳說統治地獄，審判死者，獰牙，綠膚，紅衣，騎

水牛，一手持棒，一手持羅網，有二隻四眼看守狗。 

[漢譯]雙世，雙（王），縛，禁，獄主，獄帝，夜摩天，閻羅王 

Yaksa [梵音]夜叉，夜乞叉，藥叉，閱叉[梵]顯現，形態，超自然的存在，妖怪，

Kubera神之侍者，半神類，某個Muni名 

[漢譯]勇健，能噉（鬼），神，鬼神，傷者，鬼魅。地內，空中與低層天堂的

魔鬼，但另有異說，為Kuvera或Vaisravana財神之侍者八大將，另在陀羅尼集經中有

另外十六個魔鬼。 

Bhaisajya-guru-vaidurya-prabhasa[梵音][梵]  

[漢譯]藥師琉璃光如來，大醫王佛，醫王善逝，藥王。醫藥佛能醫百病與無知，

能使女成男，住於東方，位於釋迦佛左側，來歷不明。藥王三尊，中為藥王，左為

月光邊照菩薩，右為日光邊照菩薩。藥王七佛都在東方。藥王十二神將。藥王十二

誓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