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以物理科學角度看心靈、物質， 

與日常老和尚的善巧說法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 張書銓 

 

摘要 

科學使得人們今日的生活舒適、便利，然而過度注重物質的結果，卻導致地球環境不斷

惡化，人心也逐漸沉淪。日常老和尚高瞻遠矚，以中觀的智慧確立心靈與物質的主從關

係，又見到有情在苦難中無法自拔，大悲心起，開示業果的法則以引導正確的造業方向。

日常老和尚將佛經中警示的瘟疫災、饑饉災、刀兵災結合念死無常法門，改為毒死、餓

死、戰死的開示，讓人為了趨吉避凶，願意努力改變自己的習慣與行為。此外，日常老

和尚經常採用物理科學中的概念，例如力學、引擎、蓋房子等，作為開演各種佛法的譬

喻，由此可見老和尚說法的不共善巧。為了順應現代人以科學馬首是瞻的思想，日常老

和尚引用科學家的著作，例如透過《新世紀飲食》倡導有機素食，每個人只要由平日飲

食的改變，不但對個人健康有極大的益處，同時也可以為破壞環境的集體行為踩煞車；

又如《前世今生》的作者原本是學院派的科學家，經由催眠病患回憶起的前世，放下心

中的成見，打開我們無限生命的視野。本文最後也將推廣物理的守恆定律，論敘生命相

續的可能。 

 

關鍵詞：日常老和尚、物理科學、心靈、物質、善巧說法 
 

 

一、緒論 

在科學昌明的今日，人類演變出幾乎全然以物質為導向的生活，然而在便利進步的

亮麗外表之下，地球的環境卻逐漸惡化，人們的內心也向下沉淪，甚至走向自我毀滅的

命運。日常老和尚為了扭轉人類精神層面的失落，特別強調以心靈為主、物質為輔的目

標，以匡正每況愈下的物質環境與人心。日常老和尚畢業於臺灣省立工學院土木工程學

系，為了接引這個科學時代的民眾，他的開示中是否使用科學的語言來傳遞佛法的內涵？

佛陀的教法，和今日物理科學有相通之處嗎？只注重物質會為地球帶來如何的浩劫呢？

這些是本文打算釐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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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老和尚於西元 1929 年元宵節出生在江蘇省崇明島，也就是長江的出口處，遙

望繁華的上海市。在甲午戰爭之後，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傳入中國，影響年輕的一代。

當時的中國歷經五四運動，知識界與青年學生反抗傳統權威思想，提倡民主與科學，也

就是所謂的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對於科

學的追求成了當時青年人的主要目標之一。日常老和尚年幼時，父親教導他背誦四書五

經；1947 年隨叔父來到臺灣，進入以理工科學為主的臺灣省立工學院，也就是今日國立

成功大學的前身，主修土木工程學系。 

學習理工的日常老和尚終究並未投身現代科技，早年曾在南投縣水里鄉蓮因寺皈依

懺雲法師，並於 1965 年在苗栗縣獅頭山圓光寺剃度出家，繼而在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

依止印順法師學習經論，也曾多年跟隨持戒嚴謹的仁俊法師。1972 年，日常法師受紐約

美國佛教會之聘，赴美東弘法；1981 年底，在沈乃宣等居士的護持下，日常法師到美西

洛杉磯創辦了大覺蓮社，顯密兼弘。1986 年日常法師返回臺灣，住持新竹縣福智寺、鳳

山寺，創辦福智佛學院，多年來在各地宣講《菩提道次第廣論》（宗喀巴大師著，法尊

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於下簡稱《廣論》）不輟，深受信眾敬仰。1992 年前後日

常老和尚成立比丘、比丘尼僧團，創辦福智佛教基金會，幾年後又創辦福智文教基金會

及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兼顧大眾身體的健康與心靈的成長。2003 年日常老和尚於

雲林縣古坑鄉成立福智教育園區，在世間建立十善社會。2004 年 10 月 15 日老和尚在中

國大陸安詳示寂。 

日常老和尚在工程與科學上的學習，成為他後來講經說法，接引現代群眾時的善巧

方便。本文的目的，在由物理科學的角度，探討日常老和尚對於心靈與物質的開示，今

人只重視物質的下場，發掘他所引用的物理科學內涵，以及相關的經論依據，以略窺老

和尚說法的善巧方便與不共特點。為達成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採用文獻學方法，

蒐集日常老和尚開示中與物理科學相關的書籍、著作、錄音帶及網路等資料，從事閱讀

與整理，繼而採用思想研究法，將開示內容與近代物理科學及佛教經論做比對，解明日

常老和尚運用科學講說佛法的獨到之處。 

本文第二節首先介紹物理科學的概念，其以物質與能量的研究為主，再略敘佛法與

科學的相共之處，進而由日常老和尚的開示中對於心靈與物質的取捨，揭示背後隱含的

中觀智慧。第三節首先分析目前在科學主導之下，人類與地球環境的走向，也就是只重

視物質帶來的下場，並與佛經中小三災的論述比較，繼而由日常老和尚對此的開示及決

意努力的方向，凸顯其慈悲為懷的大乘胸襟與匠心獨具的不共說法。第四節一開始引用

日常老和尚開示中採用的物理科學概念，以力學、引擎、蓋房子等為譬喻所開演的佛法

內涵，並探討他對現代人演講時最常提及的《新世紀飲食》（作者約翰‧羅彬斯，譯者

張國蓉、涂世玲）、《前世今生》（布萊恩‧魏斯著，譚智華譯）這二本書的背景，最

後將物理學能量守恆理論推廣到心靈層面，做大膽的推論。末節將本文內容做簡單的整

理與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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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靈與物質 

近百年來，科學的突飛猛進，帶動工業、技術的革命，也讓人類的生活起了極大的

變化。科學的根本目的是探究宇宙萬物的真理，世界如何形成？物質由何組成？能量如

何變換？生命由何而來？基於對知識的渴求，人類透過實驗和理論的交互印證，逐漸發

現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律。 

科學之所以為多數人所認同，主要原因是其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致性。同樣的實驗在

台灣做、在加拿大做、在德國做，只要實驗條件完全一致，便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相

同的實驗在過去做、現在做、未來做，在控制實驗條件一致的前提下，也不應該得到不

同的數據。因此只要經過許多人驗證屬實的邏輯性推論，便逐漸由「假說」成為「原理」

或「定律」。科學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其廣泛的普適性，為日常老和尚所承許，

也和佛法一致的。老和尚在 1997 年談學佛次第十二講中的第二講，便說： 

科學特性，我願意很簡單地來說，它實事求是的這個精神，它是重實踐的，這種

精神本身是很可貴的。它不會是以訛傳訛，然後聽從權威，它一定要究那個事實

的真相。然後呢，它也精益求精。可是實際上這種精神，不僅僅是科學，我所了

解的，我們古代儒家的思想本身，乃至於佛法，都是很重視這一點。（日常老和

尚講述，福智基佛教金會編輯 41） 

現代的科學，特別是物理學，透過數學語言建構理論，描述世間事物運行的規律，

並架構實驗儀器來做觀測，也就是不直接使用人類的感官，而是利用物質的特性去做度

量，以得到精確的結果。舉例而言，同一物質在各個溫度下的膨脹比例是固定的，因此

只要在公認的條件下作定義，如水在一大氣壓下沸點為 100 °C、凝固點為 0°C，再利用

水銀、酒精等熱脹冷縮的特性，就能做出在適當範圍下可以使用、標準一致的溫度計。

也就是說，科學排除了主觀的見解，並不涉及「我」的存在。雖然儀器設備突破了人類

感官的限制，例如原本看不見、也摸不到的電場、磁場如今可以被量測，然而各種儀器

當然還是有其適用範圍與極限，因為畢竟儀器是人類用已知的物質所建構出來的，而且

最後量測得到的數據還是必須由人去分析解讀。 

和科學相同的，佛法的目標是揭櫫宇宙、生命的真諦，更重要的是引導眾生自覺覺

他。然而不像現代科學研究需要巨資建構昂貴的儀器設備，在佛法上的學習，每一個人

的心就像一個實驗室 1，要隨業流轉生死，還是醒覺慕滅修道，皆在自心 2。自古直心便

是道場 3，時時刻刻都有開悟的契機，在在處處都是修行的場所。雖然一般人多半並未

                                                 
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夜摩宮中偈讚品》，《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藏

經刊行會，1924-1935 年）冊 10，No. 279，頁 102 上-中，「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

切唯心造。」《大正新脩大藏經》於下簡稱《大正藏》。 
2 馬鳴菩薩造，（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冊 32，No. 1666，頁 576 上，「依一心法，有二

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 
3 （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42 下，「直心是道場，

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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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精密的科學實驗，但由科技的種種生活應用，可以確信科學家們反覆驗證的結論

不虛；同樣的，佛教歷代以來，各地諸多祖師大德依佛教誡，達到各種不同階位的成就，

親自驗證佛陀所言不虛 4，雖然我們少有這樣的體悟，但是由聖者們的言行、心境的自

在寬廣，以及他們無怨無悔對吾等的真實饒益，令人心生嚮往。 

佛陀教法和科學的主要差異，是其目的為解脫自他的煩惱，離苦得樂，因此對於與

物質相關的色法著墨較少，而著重在精神相關的心法修持。世親在《大乘百法明門論》

（天親菩薩造，（唐）玄奘譯）中，將《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

中的六百六十法濃縮為五位百法，先由有為法說起，得以彰顯最後的六種無為法。有為

法中，將八識放在首位，也就是八種心王，一切染淨因果皆依心而立；接著是與心王相

應的心所有法，如僕人跟著主人起作用；之後的十一種色法為心所變現；二十四種心不

相應行法為行蘊所攝，只是假立之法。這百法中，心所有法達五十一種之多，佔了總數

的一半以上，可見對心法的重視遠高於色法。第六意識分別法塵，可以生起每一個心所，

透過熏修可以轉染成淨，也是修行者最能使力之處。 

近代西方有些經過佛法薰陶的心理學家，雖然不用佛法的名相，但是運用禪修的技

巧，加上科學的實證研究，發現正念的學習確實能夠促進身體與心理的健康，例如卡巴

金（Kabat-Zinn）將近四十年前提出的正念減壓（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如今已在心理界及醫療界蔚為風潮，使得西方的禪修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又如戴

維森（Davidson）與合作者們將長期禪修者的腦波與對禪修有興趣的民眾做比較，發現

修行人在禪修時可以自行引發持久的高振幅伽瑪（gamma）振盪等異於常人的現象（Lutz, 
Greischar, Rawlings, Ricard, and Davidson）。以正念（mindfulness）為主題的英文研究論

文，近年來呈指數快速成長（Willliams and Kabat-Zinn），從二、三十年前每年寥寥數

篇，到最近每年上千篇論文，而且還在持續成長中，便可見這方面的研究正蓬勃發展、

方興未艾。如今西方心理學家不再將正念禪修僅僅視為宗教行為，而將其看成一種有效

的科學現象。雖然腦電圖、核磁共振成像等神經影像學的量測可能無法觸及內心深層的

活動，但是已經可以確認心靈訓練帶來的巨大影響。 

以佛法的觀點，眾生由於無明的緣故，未能解了無我的真義，妄執有我，因此起惑

造業，受種種苦果。當代表心靈的識入胎後，出生受、想、行、識等非物質的四蘊，還

有物質的色蘊﹙除非是生在無色界﹚，進而生成眼、耳、鼻、舌、身、意。當六識和六

根，與相對的六境和合，生起或苦、或樂、或捨的感受，對苦者厭離、對樂者貪愛，進

而執取，帶來引生後有的勢力，於是再度結生直到老死，如此十二因緣不斷輪轉，無有

出期。若造非福業，則生地獄、餓鬼、旁生等三惡趣；若造福業，則生為人或欲界天上；

造不動業，得生色界、無色界諸天（宗喀巴大師著，法尊法師譯 181-183）。實則吾等

所屬的有情世間，生、老、病、死，剎那變異，沒有獨立、恆常、自主的我；而外在的

器世間，成、住、壞、空，不值得留戀，如《八大人覺經》第一頌有言： 

                                                 
4 （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冊 8，No. 235，頁 750 中，「須菩提！如來是真

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5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 

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後漢）安世高譯，大正藏，冊

17，No. 779，頁 715 中） 

若以唯識學的角度，唯識無境，世間萬象，不過是唯心所現；若以中觀的角度，性空唯

名，因緣和合的諸法皆無有自性，只是分別心假名安立而已，如《中論》第二十四品〈觀

聖諦品〉中著名的第十八頌和第十九頌：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龍樹菩薩造，梵志青目

釋，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正藏，冊 30，No. 1564，頁 33中） 

日常老和尚在經過科學的教育，以及傳統儒學與佛法的修持後，發現外在物質的追

求永遠無法令人滿足，只有心靈的成長才是人們長遠的依歸，於是抉擇出以心靈為主、

物質為輔的生命方向，在現今以物質為主導的洪流中力挽狂瀾。老和尚在歷屆舉辦的教

師營、企業營、大專營等活動，以及各地的開示中，不斷強調心靈提升的重要，例如在

西元 1997 年 8 月 28 日的德育實驗計畫說明會中說 

本來我們需要的——生命需要的，兩方面——物質、精神，物質是滋養得我們的

身體，精神是提升我們的人格。（日常法師開示 178） 

又如在西元 1993 年 12 月的演說中提到 

因為，人真正我們要了解，我們人的生活是物質跟精神兩方面的，對吧？實際上，

你如果仔細去看的話，這個物質很有限，你只要基本的生活夠了，不會……，這

個苦樂上面對我們不大有影響，可是精神上面的話，你想想看，如果在我們實質

上去觀察的話，是不是這個真正對我們的生活層面來說，物質上面產生的影響很

少、很少？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特點？譬如我們人際關係啦，所有的關係，都

是精神方面的東西哦！這樣。所以，我在這個地方並不是講什麼，我說西方的這

個追求外在的東西，這一套東西實在是啊……，我們已經錯了。主、副之間啊，

弄錯掉了！然後呢，主要地在精神這個領域方面來看的話，我們很多基本上、概

念上的認識，一旦你接觸了以後，你才慢慢地去學會。（日常法師開示 24-25） 

這裏所謂「心靈為主、物質為輔」，當然不是唯物主義，完全忽視心靈的作用；不

過也並非完全棄捨物質，畢竟物質還是眼、耳、鼻、舌、身等的對境。科學本身並沒有

所謂好壞，而是取決於使用者的心識，如日常老和尚 1996 年 8 月 20 日在教師訓練營的

開示： 

科學精神本身，它是精益求精，我們不能否定它，也不必否定它，因為這個精神

本身是好的，只是它的目標弄錯了，就像我們手上一個工具一樣。有很多工具，

你可以助人，你也可以傷人，所以工具本身不是好壞，這一點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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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目標看錯了，手上又有一個非常利的利器，這個才真正產生最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現在追求物質最後的結果，就演變成功現在這種狀態。大家已經感覺到，

這樣繼續下去的話，最後是進步、進步、進步到最後，我們把我們整個的生存的

根本——地球毀掉了。儘管想去挽救，可是沒有辦法！（日常法師講述，福智之

聲出版社編輯 61） 

關於只注重物質將導致的後果，將在下一節做進一步探討。至於佛法對於心和物的主張

則有獨到之處，日常老和尚在 1994 年二月在高雄大仁國中的第二屆教師研習營中指出 

現在我們看，這個人類演變的差異，分三方面：一個呢崇尚精神，一個崇尚物質，

第三點呢調和論。我簡單地說明一下。 

這個「崇尚精神」我們簡單地來說，譬如說，我們談哲學、藝術、宗教，那麼廣

泛地來說，這個是偏重於精神方面的。「物質」呢，譬如現在的科技、農工，這

些東西都是偏重於物質的。再不然的話呢，以哲學上面來說，有一種呢，說，「心

物二元」——以心帶動的主，以物帶動的主。……。 

第三個呢，調和論。這個調和論呢，也就是精神與物質是互相會影響的，在互相

輔助的、互相激勵而再增上。那麼現在的佛法呢，如果從表面上去看，就屬於第

三個調和論。但是這個裡邊有一點差別，這有一點差別。這個，世間我們現在來

說，或者是偏重於精神，或者偏重於物質，說二元、一元之爭。佛法有一個很有

趣的名字叫「非一非異」。這個對諸位來說也許是一個第一次聽見的，乃至於說

「亦一亦異」。（日常法師開示 120-121） 

由以上日常老和尚的開示可以看出，佛法已經超越世間唯物、唯心的爭論。依唯識學的

角度來說，外境皆是內心的顯現；而中觀的智慧更要超越主客的對立。龍樹的《中論》

就指出一切事物都不具有自性，空幻不實，例如〈觀法品〉的第六和第八頌有言： 

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 

依據當機眾的根器不同，佛陀的說法便有深有淺：對初學人天善法者說「有我」和「無

我」，對一心出離輪迴者分別「我與無我」的二諦，最後雙遣可說的「我與無我」，方

能體證「無我無非我」的第一義諦。同樣地，對初學者說涅槃真實、有為法虛幻，進而

說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最後對志向佛道的菩薩才由不一不異的「非實非非實」，

指向超越四句、遠離戲論的實相。在《維摩詰所說經》中，同樣為了不同的眾生根器，

施設種種教化。（劉嘉誠）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裡，亦可見如來開演的是不可說的

非法、非非法： 

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

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姚秦）鳩摩羅什譯

a，大正藏，冊 8，No. 235，頁 74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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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常老和尚因為開示的對象可能初次接觸佛法，所以不宜對法義做進一步深入的探

討，但已可見老和尚通達中觀的智慧，用現代人聽得懂的論述隨宜開示，並在與會者的

心中種下將來學習毘缽舍那的種子。 

 

三、重視物質的下場 

科學即便帶來物質的享受、生活的方便，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如劍之二刃，使

用不慎將造成毀滅性的破壞。雖然科學讓近代人類的生活更舒適、便利，但同時也讓我

們生存的環境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惡化，與此同時，心靈也逐漸向下沉淪，例如網路、

臉書、手機的普及，並未拉近人與人的信任、反而使彼此之間更形疏離。科技進步伴隨

著的是為這個世間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最終又回到人類自己的身上，例如

人為的開發造成環境破壞、土石流和生態浩劫；溫室效應形成全球暖化、氣候極端變化

引發乾旱或水災；農藥、塑膠和化學合成物的大量使用導致癌症與各種疾病；石油的迅

速消耗和核電場的安全問題，造成能源危機與大範圍的污染；國家、種族、宗教間的仇

視形成恐怖份子的攻擊，或因糧食和石油危機等引發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 

雖然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只追求物質帶來的問題，但是只為自己著想的人，貪圖眼

前的方便，袖手旁觀，任憑這些問題惡化下去，不顧後代的環境；好一點的，內心擔憂，

但是認為光憑一己之力也無法改變現狀，只能得過且過，隨波逐流；有良知的人，大聲

疾呼，為拯救地球與人類而奔走，例如曾任美國副總統的艾爾‧高爾（Albert Arnold Gore, 
Jr.）著作《瀕危的地球》（作者艾爾‧高爾，譯者楊憲宏）一書，關心環境議題及氣候

變化，長期推動環境保護，與聯合國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共同獲得諾貝爾和

平獎；法國名導演盧．貝松（Luc Besson）曾拍攝人類活動造成地球生態破壞的紀錄片；

奧斯卡影帝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Wilhelm DiCaprio）也在《洪水來臨前》這

部紀錄片中，揭露全球暖化帶來的影響與後果。然而少數人的努力，真的可以挽救地球

與人類免除這些危機嗎？ 

佛經中警示小劫末期將出現刀兵災、瘟疫災、饑饉災等小三災： 

從諸有情起虛誑語，諸惡業道後後轉增。故此洲人壽量漸減，乃至極十小三災現。

故諸災患二法為本：一耽美食，二性嬾惰。此小三災中劫末起，三災者：一刀兵，

二疾疫，三飢饉。（尊者世親造，（唐）玄奘譯，大正藏，冊 29，No. 1558，頁

65 下） 

由於有情的惡業增盛，所處的環境也愈來愈糟。經中所言耽著美食，代表的是對於物質

的貪求；生性懶惰，代表的則是短視近利，由於無明的緣故，不懂得為他人著想。如今

科技雖然進步，但人們為了追求美味的飲食，使用大量的化學肥料，對農作物進行基因

改造，在食品中放入各種添加劑，引發許多食安問題；況且人類是食物鏈的頂端，所有

排放到自然界的塑膠微粒、有害物質，最終又回歸到人類自己的身上，也難怪許多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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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罹患的疾病一個又一個地出現。隨著全球人口數目不斷增加，中國也取消一胎化的

政策，地球上可提供人類及畜牧業食用的耕地捉襟見肘，魚類也因大規模的捕撈，還有

塑膠等萬年垃圾的流入海中而迅速減少，而且目前多數的資源集中在已開發國家的人民

手上，加上極端的氣候變遷，落後國家的人民已經相繼面臨貧窮與飢荒，生命受到極大

的威脅。世界上各個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爾虞我詐，競相開發包括核能武器在內的軍

備，許多地區戰亂連年，沒有平息的跡象，過去已經發生二次世界大戰，難保將來不會

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而且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荼炭生靈的規模只會一次比一

次更大。佛經中小三災的說法正逐漸應驗在今日的世界上。 

佛法講的是因果緣起的道理，總的來說，一切都是業所決定，而且業會增長廣大，

沒有造的業就不會感果，已造的業如果沒有善加對治則不會失壞（宗喀巴大師著，法尊

法師譯 117-120）。因此有情多行十惡業，諸如殺生、妄語等的結果，將來自當感得地

獄、餓鬼、旁生等異熟。殺生的領受等流是壽量短促、多諸疾病；不與取造成資財匱乏；

而瞋恚的等流則是遭他傷害。至於器世間的增上果，殺生感得的是飲食、藥果等勢力微

劣，生長疾病；不與取感得的是果不滋長、果多變壞、果不貞實；瞋恚心感得疫癘、災

橫、怨敵（宗喀巴大師著，法尊法師譯 135-136）。這些等流及主上果，分別對應瘟疫、

饑饉、刀兵等災害，當然其它的惡業也都會感得種種不可愛樂的恐懼因緣，例如邪見將

使「所有第一勝妙生源悉皆隱沒，諸不淨物乍似清淨，諸苦惱物乍似安樂」（宗喀巴大

師著，法尊法師譯 136），這說的就是在物質科技光鮮亮麗的表相之下，背後所隱藏的

危機。其實由現今領受的等流果與增上果，就不難預知將來的異熟果會是如何了。 

對於當今人們只追求物質的享受，不注重品德的提昇，即將導致的下場，日常老和

尚在西元 1997 年 8 月 28 日的德育推動計畫中，便將其比喻如同得了癌症： 

可是教育真正的內涵是很廣泛，如果說勉強把它歸納的話，也可以分兩方面：身、

心兩方面，或者說物質跟精神兩方面。那現在的教育呢，物質上面是有剛才說的

非常顯著的這個成功，精神方面相對地不足，以致形成功一個趨向。有的時候，

有人就形容它像癌症一樣，那地方特別地發達，這樣，乃至到後來呢，把其他的

地方都侵蝕掉了。（日常法師開示 143） 

又如 1996 年 8 月 20 日在教師訓練營中說： 

我最近也看見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瀕危的地球》。說這個地球已經快到了

救不回的那個地步了，現在趕快煞車；如果說大家真的肯煞車的話，也許我們還

可以維持久一點。大家都是大聲疾呼，連西方人都大聲疾呼，但一方面大聲疾呼，

一方面花招卻拼命地層出不窮。你說救得回來救不回來？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所

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它那個變、迅速地衰退，那是必然的。（日常法師講述，福

智之聲出版社編輯 43） 

縱觀世界的局勢與佛經的內涵，日常老和尚對人類與眾生將來的前途深感憂心，而

決定從照護人類與眾生的根本因，也就是從培養慈悲心，造作不殺生的善業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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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看到整個大環境嚴重遭受破壞，再繼續下去將導致三種後果：毒死、餓死、

戰死。從佛法角度看，想擁有健康的身體，真正的因是慈心不殺！於是決定發展

慈心事業。（賴錫源 36） 

又如 

師父的悲心如此普緣一切眾生。又因智見深遠，明確指出如果不改變現狀，最後

人類只有三條路──毒死、餓死、戰死，所以師父是為我們流淚，也為眾生流淚。

（護生篇》師長教言 26） 

由此可以看出日常老和尚以慈悲為修行法門，不追求個人的解脫生死，而是走大乘菩提

之道。雖然目標是高遠的成佛，但是下腳處是從平易近人、且實際有效的有機耕作開始。

修習慈心的八個功德中，就包括「喜樂多安樂，毒刀不能害」（宗喀巴大師著，法尊法

師譯 220）。此外，佛經中所言的瘟疫、饑饉、刀兵等災害，可能讓人產生負面、排斥、

逃避的想法，感覺無能為力，只能坐以待斃；日常老和尚將此三災結合念死無常法門，

分別將其改為毒死、餓死、戰死的說法，讓人在想要離苦得樂的趨動力之下，願意改變

自己的習慣與行為，與大眾一同種正確的善因，在染污的共業中逆流而上。對於這點，

日常老和尚也以業的角度做了解釋： 

業，佛法上面講：「業決定一切。」我們自己的理念，根據這個理念的行為，這

個行為會產生結果，這個就是業的定理。我們以往由於無明，談不到理念。但是，

現在我們這個科學的標準，這也是個理念，根據著這個理念去做事情的話，造這

個污染雜染之業，所以現在跟他們混在一起。如果我們了解了這一點的話，這是

我們的業，是有它互相交叉，一定的。現在我們看清楚了，我們漸漸、漸漸地、

漸漸地就分開來。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彼此間是還有一點影響。然後，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的話，既然是業，我們現在那個理念跟他們完全不一樣，我們的行為跟

他們不一樣，當以前混在一塊兒的這個漸漸地淨除的時候，是不是漸漸分開了？

即使現在是一下分不開，還有個很明顯的事實：他們是每況愈下；我們呢？完全

相反，我們是漸次增上！這兩個方向相反。（日常法師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

輯 69-70） 

也就是說，從理念的改變開始，作正確的行為，進而養成習慣，特別是有一群人可以齊

心協力，同舟共濟，就可以創造不同的命運！ 

 

四、日常老和尚說法的物理科學內涵 

既然日常老和尚有科技的背景，在他長年宣講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講記》（日常法

師講述）中，當然不乏舉用現代人可以理解，又不至於太過深奧的科學常識，以解釋佛

法的內涵。例如在業果處談四力懺悔時，老和尚用中學生就學過的牛頓力學開始比喻，

進入一般人較不熟悉的力場與質能變換，最後引申到佛法的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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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我再進一步用「力」來告訴我們，用力來告訴我們，然後我用一個力，比

如說推我前面這東西，我如果推這東西，這東西就向那邊推動，對不對？然後呢

旁邊如果有一個人，要擋住這個推動的話，他也要推住，怎麼辦呢？就是在這個

反方向，反方向用同樣的力來推。如果說他反方向推的話，他的力小，我還是推

過去一點，但是呢並沒有原來這麼快了，也沒有原來這麼遠。他假定力慢慢的加

強，加到跟我一樣的話，對不起，那個就不動了，如果他的力量超過我的話，它

又反回來了，對不對？還有一種情況，我是這個力這樣推，結果他也用一個力那

樣推，請問這個力跟我這個力有沒有關係呀？是了不相關，了不相關，所以這個

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所以物理上面就講這個道理。 

所以物理上面，如果你們懂得力學然後講佛法的話，啊，美極了！為什麼呀？這

個物理上面儘管講力是世間的，說萬有引力，樣樣有力，但是這個力的來源哪來

的？他找不到，只曉得任何一樣東西有它的力，以前說，這個物質說有力；現在

發現原來沒有物質，本來就是一個力場，可是真正說起來，根本就找不到物質，

就是那個地方有一種能力存在。那麼這個能力哪來的？找不到。佛法上面告訴我

們，妙極了，這個能力哪來的？業力。啊，這佛法真正高明的地方。所以現在大

家說科學，說了科學去反對佛法，這種人不信佛的當然，信了佛居然拿科學來反

對佛法，那個人哪，佛法在門外。真正的世間一切的量則，你懂得了佛法，任何

一樣東西解釋得那徹底圓滿，尤其是科學，醫學，不管是理、工、醫、農任何一

樣東西，那今天我在這告訴你們。（日常法師講述，第 8 冊，頁 265-266） 

由此可以看出日常老和尚對近代物理有相當的了解。物理學家們發現在速度接近光速 c、
或重力場非常大時，牛頓運動定律並不適用，需要用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

論修正。狹義相對論中發現三維的空間和一維的時間必須同時考慮，彼此互相觀待：若

有二個相對等速運動的觀測者，對其中一人而言同時發生的二事件，對另一人來說卻是

不同時；二事件對其中一人而言在同一地點發生，則其所量到的時間差比另一人小；對

其中一人而言靜止的物體所量長度比另一人所量的長（Halliday, Resnick, and Walker  
1012-1024）。雖然如此，對不同座標的觀測者來說，系統滿足的物理定律是相同的。

此外，古典的動量和能量也都要被修正，如質量為 m 之物體的靜止能量（rest energy）
是 E = mc2（Halliday, Resnick, and Walker 1030-1031）。若以具有質量的物體代表「色」，

以無形的能量代表「空」，則相當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觀自在菩薩的體悟：「色

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唐）玄奘譯，大正藏，冊 8，No. 251，

頁 848 下） 

日常老和尚經常用引擎作各種的比喻，因為現代生活中，機車、汽車等無不需要使

用引擎，所以這些比喻也很容易為人所接受。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裏只能列舉幾例。老

和尚有時將引擎喻為唯識的法相： 

譬如說我們現在來說的話，往往有這個感覺，就好像講修行跟這個教理是兩件事

情。譬如說尤其是目前哪，譬如目前我們常常講唯識、中觀，在我現在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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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唯識、中觀，這個兩樣東西，對我們修行都是最佳指導，實在好極了！你要

了解這個心理的行相，清楚明白的話——法相！沒有比法相更好，也是唯一的辦

法。可是你把問題的根本，要想從根本上面配合淨除的話，是中觀。然後反過來

說，那個問題的根本，你要去運用它的話，要靠那個法相。就好像我們說，啊，

這個汽車，你要汽車怎麼開，你引擎的原理了解了，然後呢這個引擎的原理了解

了以後，你要用在這個車子裡邊的話，你擺在地上滾嘛變成汽車，擺到天上飛嘛

飛機，那這個法相一點都不能少，是這樣地配合啊！（日常法師講述，第 2 冊，

頁 114-115） 

有時又將引擎喻為心智，唯有使用好的引擎，也就是將心智淨化之後，才能產生很大的

功效：  

譬如我們現在眼前也是這樣，你同樣地用汽油，你把那個汽油擺在普通的那個「碰

碰車」上面，這種開法；擺在你那個摩托車上面，也是一種；擺在那個汽車上面，

因為引擎的不同，所以效果不一樣。現在我們那個引擎是個老爺引擎，壞得不能

再壞，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們所謂的引擎就是我們的心智、我們的相續，你先

把這東西淨化，淨化了以後，然後把這個東西，法又加進去的話，哇，那效果就

很大、很快！（日常法師講述，第 3 冊，頁 97） 

有時又視引擎為車子的一個零件，如果引擎有問題的話，整部車子就無法開了，以此用

來比喻大乘發心不可棄捨任何一個有情： 

就是有的時候說，我並不是棄捨所有的人，只棄捨某一些人——別有情，個別的，

就是對這一些人我不願意。要曉得這種情況怎麼辦呢？雖然你並不是整個地棄捨

掉了，就像你壞掉一分，對不起，你壞掉了一分的話，就像整個的都壞掉了一樣。

就像那部汽車一樣，你不能說這部汽車沒有整個地爛掉，只是那個引擎壞掉了。

對不起，引擎壞掉了這汽車不動，等於全部壞掉一樣的，就是這樣，這個道理是

這樣。（日常法師講述，第 13 冊，頁 276-277） 

另一個日常老和尚經常舉的譬喻是蓋房子，特別是現代房屋需要使用的鋼筋水泥，

還有蓋高樓大廈的規畫。這個譬喻同樣使用頻繁，這裏只能隨舉幾例。完整的教授必須

結合性宗與相宗二大車軌，老和尚將此二者比喻為蓋房子的鋼筋與水泥，二者必須相輔

相成，才能完成理想的建設： 

以我們目前來說，我們常常聽見一句話說：性相角立。性宗跟相宗就像牛的兩隻

角一樣，各是各的，實際上呢恰恰相反，性宗跟相宗必須是互相相輔相成。這個

就像鋼筋、水泥一樣，兩個——鋼筋加上水泥，水泥加上鋼筋，那個房子才造成

功很完整的結構。現在你把它拆開來了，骨頭是骨頭，肉是肉，乃至於說這兩個

你不能配合的，這豈不是很糟糕嗎？這個差在哪裡呢？就是沒有得到這個正確的

教授，現在要殊勝的教授，你能夠得到了這個東西以後，那才能夠把佛所說的圓

滿的道理能夠認識。（日常法師講述，第 1 冊，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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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修行的次第，尤其是大乘佛法，必須先要有完整的次第規畫，就像蓋大樓要事先仔

細的畫藍圖做計劃一般，絕對不可以亂無章法，否則只會徒耗光陰，空留遺憾： 

譬如說你隨便造個小房子，你說沒關係啦，反正地上草拔掉一點，大一點就是好

了，萬一覺得不對重來，可以。你造個高樓大廈你行嗎？你一定要每個步驟弄得

非常完整，絕對不是說要造房子嘛，反正我磚頭水泥統統進來嘛就算。你把它統

統進來了以後，對不起，他說那個要挖地基，你怎麼辦哪？再搬出去呀？搬出去

了重來。你搬了幾趟以後，錢固然花掉了，鋼筋嘛爛掉了，水泥嘛硬掉了，完啦！

我們這個同樣的道理，我們這一生哪，生命是快速得很哪！你浪費，要不了多少

的話，一生就完了。然後養成功這習慣，下一生這又來，匆匆忙忙地就碰上就碰，

等到你碰完了，覺得不對重來的話，這一生又完了。那個還算是你沒出大毛病喔！

如果出了毛病的話，下一生人身得不到，就到地獄去囉，這一轉不知道什麼時候

出來喔，那是個事實欸！ 

所以他說的「圓具一切」，那是你把握住，像比如說我們造房子，我不急著去造。

先哪，我造這個房子要多大，然後請一個好的建築師畫一個藍圖，這個次第怎麼

一步步上來。表面上面你沒有動，可是你將來要嘛不動，一動的話一路上去，高

樓大廈成功了，這不是就是很簡單嗎？（日常法師講述，第 2 冊，頁 96-97） 

又如在談到善知識的德相時，比喻要擁有房子的高樓層，必定已有下面的各個樓層及地

基做為基礎，不能只是空中樓閣，說明這些德相有一定的次第： 

就像我們造房子，這個八層樓，就是說，你反正造好了，你可以隨便挑一層，形

相上面講的時候隨便挑一層，實際上不管挑哪一層，這個基礎一定在裡頭的。你

挑八層樓的，下面那幾層都有，這個很明白。你挑這個第八最高一層，雖然你住

是住在上頭，請問：那個第八層建立在什麼上頭？建立在第七、第六、第五、第

四、第三、第二、第一、基礎。所以你不能說我挑了個八層樓，下面不要的，有

這樣的事情嗎？絕對沒有！這個次第必定要懂得。（日常法師講述，第 2 冊，頁

240-241） 

在科技掛帥的年代，要引導現代人一窺佛法的堂奧，自然需要由科學的講述入手。

就像日常老和尚為了接引華人的信眾，宣講儒家的典籍，以迎合漢人的傳統文化一般，

老和尚在開示中也經常提到科學的例證，以發人深信，例如民國 84 年在鳳山寺皈依法

會的開示： 

各位學習《廣論》的過程中，我常介紹其他的書，讓我們認識世間某些看法的錯

誤，如《新世紀飲食》、《前世今生》等。為什麼介紹大家看這兩本書？因為現

在世界上，大家都覺得科學代表了一切、代表了真理，但是科學是個無限，大部

分人只摸熟了其中一部分，就以為代表了一切科學，於是大家迷信自己所知的科

學。既然大家都相信科學，如果跟大家講別的東西，會被譏為不科學、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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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以科學的眼光來談。《新世紀飲食》這本書的作者正是學科學的人，他所

舉出來的正是科學上的根據。因此，以本書來談最恰當不過了！（日常法師 12） 

日常老和尚經常介紹大家看的《新世紀飲食》，作者約翰．羅彬斯（John Robbins）
完全沒有佛教的信仰，他原本可以繼承父親三一冰淇淋的企業，坐享億萬的財富，但是

他卻選擇回歸簡樸，透過多年收集資料，並進行分析比較，以科學研究的角度，發現只

要採用有機蔬食，不但可以免於各種現代疾病，重拾個人身體的健康，也可以避免動物

在悲慘的環境中生長，更能防止生態與地球走上自我毀滅的不歸路。此書提供了醫學、

農業、經濟、環保等專家所得的報告，也揭露了許多肉類、乳類的供應商為了龐大的商

機而隱瞞的可怕事實。約翰．羅彬斯的父親原本因為兒子不願意繼承事業，導致二人形

同陌路，但父親到了晚年身患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各種現代疾病時，醫生建議的

書竟是他當年不屑一顧、他兒子早就贈與的《新世紀飲食》，而他也因為此書而改變飲

食習慣，恢復健康，更從此化解了父子多年以來的心結。透由此書傳達的營養、環保、

愛心等議題，日常老和尚讓學習科學的現代人重新反思，為一同造作反對各種化學成分

帶來的毒素、飢荒、戰爭的業而努力。 

另一本老和尚常介紹大家看的《前世今生》，作者布萊恩‧魏斯（Brian L. Weiss）
是美國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受過正規的醫生訓練，是權威的心理醫學教授，在精神藥物

學與腦部化學領域發表過許多專業的科學論文。他原本是無神論的高級知識分子，身為

對於輪迴等概念一無所知的學者，在用催眠治療他的病患凱瑟琳的過程中，卻意外發現

凱瑟琳可以回憶前世，甚至有來自其它空間、高度進化的靈體，可以說出作者家中許多

不為人知的細節，使得作者打開封閉的心靈，開始對來世與精神境界進行探索與追求。

病人透過對前生的回溯與來世的前瞻，記起引發她症狀的前世回憶，因而過得比以前更

平靜且快樂；作者的價值觀也由之產生巨大的轉變，從原先只重視物質的想法，轉為對

精神層面的追尋，且更加注重人我之間的關係，不再汲汲於世間的名利。透過凱瑟琳示

現的靈體，提到生命真正的意義是來學習，直到解脫後，再回來幫助其他的人。此書傳

達的是生命不朽，以及慈善的重要，並且作者以科學的思想探尋精神世界，透過此書，

日常老和尚便是要讓以科學為信仰的當代人省思生命的連續與昇華。一般人誤認為生命

有限，而想尋求永生，卻不知道每一個人的生命原本就是無限，但在其間不斷受苦；真

正有智慧的人，不但自己要轉識成智，也要幫助別人出離這樣無窮盡的循環。傳統所謂

的「輪迴」，令人對無止盡的重覆投胎心生恐懼，老和尚引入數學無窮大的概念，改說

「無限生命」的意涵，令人不再害怕死亡，能夠正向地取善捨惡，為增上生而精進不懈。 

物理學研究的主體是物質與能量等的性質及其間的交互作用，心意識的作用並非其

討論的領域。對於尚未觀測到的事物，正確的科學態度，應該只能暫時存疑，而非一味

地否定，除非能夠確實證明其不存在，老和尚對於這點也曾開示： 

它科學是可以觀察得到的，我們利用我們的肉眼、精密的儀器，它可以觀察得到

的。因此對觀察不到的問題的話，我們是存而不論，因為我們現在觀察不到，所



14 
 

以只就我們所看得見的那個地方，這是第一點。（日常老和尚講述，福智佛教基

金會編輯 41） 

明顯的例子是眼睛看不到空氣，然而看不見並不代表沒有組成空氣的分子，其實可以透

由呼吸和風的吹拂感受其集體的作用。也就是說，雖然沒有親見的現量，但是可以用推

論的比量證成，實際上一立方公尺內就有數量級約為十的二十五次方個空氣分子！早期

人類對聲音的機制不了解，於是印度聲論師才會主張聲音長住不滅。反之，原本以為存

在的東西，也可能後來證明其為子虛烏有。過去科學家以為光傳遞需要介質，稱之為「以

太」（ether），後來由於觀測不到，從而發現電磁波不用介質便可以傳遞，於是放棄這

個虛擬的概念（Halliday, Resnick, and Walker 881-883）。在沒有顯微鏡的年代，即使當

時的人們無從用肉眼看見，佛陀已開示水中或人體身內有八萬四千蟲 5，亦即有大量的

微生物和細菌存在，如此也可見四念處中的觀身不淨所言不虛。因此佛經中所討論的內

容，即便現今觀測不到，在沒有辦法證明其不存在以前，並不需要全盤的否認。 

科學並非代表唯一真理，其內涵可能與時俱進，曾經為大眾所一致公認的定律，有

一天可能需要修正。最有名的例子是英格蘭物理學家牛頓﹙Sir Isaac Newton﹚的運動定

律，經過二百年都被奉為圭臬，直到距今約一個世紀前，人們才發現在速度接近光速、

或重力場非常大時，牛頓運動定律並不適用，需要用相對論修正；而在原子的尺度，則

必須要用量子力學來解釋物理現象。老和尚便曾指出以科學為唯一標準的過失： 

可是假定說，這個就是代表了真理，這唯一的、這是正確的，其他的錯誤的話，

那這未免武斷，而且這根本是不合科學的基本精神。但是我們就犯了這個很嚴重

的錯誤，然後我們排斥其他的。（日常老和尚講述，福智佛教基金會編輯 50） 

目前科學家依據重力效應，推論宇宙中有所謂的暗物質，也就是有質量、沒有電磁

力作用，造成重力效果但看不見的物質。根據普朗克衛星探測的數據，這樣的暗物質佔

整個宇宙組成的 26.8%。由於目前沒有暗物質的直接觀測證據，因此科學家們對其成份

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理論，或有主張修正重力理論，並嘗試探測，但仍然意見分歧、莫衷

一是。尤有甚者，基於宇宙加速膨脹的觀測結果，科學家主張宇宙中充滿著難以察覺的

能量形式，稱為暗能量，佔整個宇宙的 68.3%。暗物質和暗能量都是目前科學尚未解決

的問題，也就是說，目前人類所知的能量、物質僅佔整個宇宙組成的 4.9%而已（Francis）！
對於這類天文上的觀測，老和尚有以下的評論： 

如果眼前的東西我們還可以，因為我們可以控制得住嘛，可以天文上的東西太廣，

所以等於說觀察天文的時候，我們什麼啊？以極少數、極少數的，然後否定掉極

大部分，我們在這個範圍之內大作文章。（日常老和尚講述，福智佛教基金會編

輯 51） 

                                                 
5
 唐‧般若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厭身品》，《大正藏》冊 3，No. 159，頁 321 下，「出家菩薩觀於自身

猶如惡疾，四百四病所住處故；亦如大腸，八萬四千蟲所住故。是無常處，出息不還即無常故。亦如

非情，神識易脫同瓦石故。亦如河水，剎那前後不暫住故。亦如壓油，於一切事受勞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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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上有許多的守恆定律，經過千錘百鍊的考驗而未曾發現過例外，如系統隔絕下

能量守恆、系統所受淨外力向量合為零之下動量守恆、系統所受淨外力矩向量合為零之

下角動量守恆、系統隔絕下淨電荷守恆等。以能量守恆為例，包括能量的許多形式，如

動能、保守力定義的位能、熱能、光能、內能、化學能、核能、靜止能量等等，當考慮

的系統與外界隔離下，系統內的能量可以在不同的形式間轉換，不能憑空出現或消失。 

目前仍是研究重點的微中子，因為其弱力作用的距離極短，穿過一般物質時幾乎不

受阻礙。如太陽放出的微中子數量非常龐大，地球面向太陽的區域每秒鐘在每平方厘米

的面積上都會穿過幾百億個來自太陽的微中子，但是它們幾乎都不會被地球吸收，因而

在同一時刻也會有幾乎相同數目的微中子穿過地球的另一面。我們現在知道放射性元素

作 β衰變時，原子核裏的中子轉成質子，並釋放出電子與反微中子；或者質子轉成中子，

並釋放出正電子與微中子（Halliday, Resnick, and Walker 1174-1175）。早期未知微中子

的年代，發現 β衰變釋放出來的電子或正電子能量並不守恆，而是呈現具有上界的分布。

1930 年的物理學家面臨二種選擇，一者是放棄長久以來不曾違背過的能量守恆、動量守

恆、自旋角動量守恆，另一者則是大膽假設反應過程伴隨產生一個電中性、但當時無法

被量測的粒子，以捍衛能量守恆等定律的正確性。這個兩難的問題終究必須由實驗做最

後的裁決，而諾貝爾桂冠屬於後者。二十幾年後，微中子被觀測發現確認存在（Griffiths 
22-28）。直至今日，能量守恆等定律依然顛撲不破，不曾出錯。 

我們若將上述物理的觀念推廣，將不斷變化的意識比擬為物理學上的能量，則可以

預期意識應該也滿足守恆定律，也就是說，意識不會沒有原因地出現，也不會無緣無故

地消失。我們可以依此大膽地提出以下的主張：有情的意識在出生時，並非憑空而來；

過世的那一刻，意識也不會倏爾消失，而會不斷地延續下去。或許這也是為何佛學上採

用「相續」這個名相來描述有情的原因。當然這個主張在現今的科學界只能算是「假說」

的階段，因為意識是否真的不隨著肉體的出生與死亡而增減，目前尚無法由儀器量測驗

證，然而在佛教經典中，這早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五、結論 

佛陀應機說法，根據弟子的根器，開示適宜他們學習的法類。如《維摩詰所說經》

中〈佛國品〉所言：「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姚秦）鳩摩羅什譯 b，

大正藏，冊 14，No. 475，頁 538 上）同樣的，在如今科學當道，卻因只重物質而導致災

禍頻仍的時代，日常老和尚以深邃的智慧明辨心靈與物質的主從關係，又因大悲任運、

不忍眾生受苦，而開導因果的法則及指示造業的方向。日常老和尚善巧方便的開示，不

光只是照本宣科的演說佛經，而是在不離佛語的扼要下，有獨到的不共說法，特別是採

用現代人的科技用語譬喻佛法的內涵，並用科學家著作的書籍，開導有機素食對世界環

境、生態的影響，以及認清心續的綿延不絕，讓人從而願意放下眼前的短視近利，為高

遠的目標一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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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lives nowadays are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due to science. However, 
extravagant attention to matter has led to the continual deterioration of the earth’s 
environment and the gradual decline of people’s mind. With a great foresight, Master 
Jih-Chang establishes the maste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with the 
wisdom of Madhyamika, and, noticing sentient beings unabl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suffering, reveals the laws of karma to guide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executing karma with 
great compassion.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s of death and impermanence, Master Jih-Chang 
transformed the catastrophes of plague, famine, and war warned in the Buddhist sutras into 
the preach of poison, starvation, and battle death, so t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change their 
habits and behaviors in order to seek luck and avoid calamity. Furthermore, Master Jih-Chang 
frequently adopted the concepts in physical science, such as mechanics, engines, building 
houses, etc., as metaphors to sermonize various Buddha dharmas, which shows the unique 
skill of the master’s preach.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modern people’s thinking of taking the 
lead in science, Master Jih-Chang quotes the works of scientists. For example, he uses “Diet 
for a New America” to promote organic vegetarianism. As long as everyone changes his or 
her daily diet, it will not only be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personal health, but also can put the 
brake on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that destroys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the 
author of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was originally an academic scientist. Through the 
past lives recalled by hypnotized patients, he let go of the prejudices in his mind and opened 
up the horizon of infinite life for us.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we will generalize the 
conservation laws of physics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reinca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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