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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常常「发愿」，一般人则常

常「发誓」，那么发愿与发誓的意思到

底相不相同？

「誓」和「愿」都是一种希望、一种

承诺，譬如说青年男女互订终身，男孩

说非她不娶，女孩说非君不嫁，这是山

盟海誓，可以说发誓，也可以说许愿。

有时，誓、愿两字也会连在一起用，称

为「誓愿」，像是在中国隋朝时，天台

宗的慧思禅师曾写过一篇〈发誓愿文〉，

也有人称〈立誓愿文〉，内容就是在说

明他要如何修行，如何使自己的身心清

净，并且发愿尽形寿推广佛法。

发愿都是发好愿，但「发誓」不一

定都是发好的誓言，譬如有的人发誓说，

某某人那么坏，这一生如果不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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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誓不为人；或是，如果这一生杀不了

他，那我下一生即使做鬼，也不放过他。

还有人发誓要自杀，抱着必死的决心，

即使被救起来，还是会再自杀。这些发

的都是毒誓、恶誓。另外，有的人为了

要完成理想，也不管这个目标多么困难，

或根本没有达成的希望，就发誓说，我

不成功便成仁，如果做不到，那我也不

用活了。虽然他的目的是好的，但他发

誓的内容却过于偏激，这也是一种恶誓。

因此，恶誓、毒誓就和发愿不同了，

不论是发愿还是许愿，所想的一定都是

好愿，所以，誓和愿还是有不一样的地

方。

不过，许愿对一般人来说，不外是

希望发财、升官、考试及格，或者是希



祈愿．发愿．还愿

6

望完成某一个私人的心愿。这些虽然也

是愿，但都是小愿，是自私自利的愿。

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佛教徒，是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就像地藏菩萨的发愿「地狱不空，誓不

成佛」，还有药师佛的十二愿、阿弥陀

佛的四十八愿、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这

些都是为众生、为他人、为无尽期的未

来，所许下的一个大愿。

凡是大乘的佛教徒，因为希望能学

习佛菩萨精神，所以都会发「四弘誓

愿」，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

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

愿成」。四弘誓愿是学佛基本的愿，是

以度众生为目的，因为要度众生就要先

断自己的烦恼，所以想要度众生、断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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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就要修学佛法；度众生是慈悲，断

烦恼是智慧，慈悲和智慧究竟完成的时

候，就是成佛。成佛的愿是广大的，与

个人为了成就自己而许下的愿，完全不

同。

誓与愿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

的地方；发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而

发愿一定是好的。我们一般人发的誓多

是毒誓、恶誓，发的愿则多是自私的小

愿。如果仅仅是发小愿、自私自利的愿，

你得到的利益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非

常微小的。我希望诸位能够发菩萨的愿、

发成佛的愿、发度众生的誓、发利益他

人的誓，为了成就他人，一定要先成长

自己，最后获得最多利益的一定是你自

己。



为什么要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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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是为了

完成两大任务：一是为了偿债与收帐而

受苦受乐；二是为了还愿与发愿而尽心

尽力。

我们在过去的无量世中，造作了很

多恶业及少许善业，所以今生受报，虽

然有乐有苦，通常是苦多乐少。我们在

过去的无量世中，许过不少的善愿，所

以今生有许多机会让我们还愿。然而不

论如何艰难困扰，还愿是慈悲和智慧的

实践，也是自动自发、乐在其中的修行。

还愿与受报都要面临苦难，但还愿

时的受苦受难，是慈悲喜舍的菩萨心行，

不同于受报时的有苦有难，是愁怨恐惧

的烦恼障碍。

受报是被动的、等待的，所以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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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待与忧惧。而愁怨恐惧是来自于人

不断贪求的习性，总觉得一定有一个比

现在更好的东西，如果得不到就烦恼不

已；可是一旦得到时，却又恐惧失去，

或者再度落入追求的轮回中。而发愿是

一种把握当下、不计得失的奉献付出，

是一种直下承担，所以你的心不会总是

在衡量自我利益中犹疑挣扎、上下起伏，

而是甘愿的、平稳的欢喜承担。

因此，发愿不但可以说是一种生活

的态度，更可以说是生命的方向。很多

人以为生命的方向是要朝向赚钱、当大

官或多读几个博士才有价值，其实让自

己的身心能够安定健康，让社会大众能

够平安幸福，才是人生的大方向。

我们在受报及还愿的今生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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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少造恶业、多发悲愿，便是福智双行、

自利利人，如此既能提升自我的人品，

也能净化人间的社会。这便是我们为什

么要发愿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环境，如果以

物质生活的条件而言，比起二十世纪的

前期，已经富足了数倍，可是我们大家

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平安和幸福，甚至也

找不到生命的安全感及生活的安定力。

这是因为人心浮动不安，社会价值观混

淆不清，大家盲目地追求财富、成功、

名望、权势，甚至追求放纵的快乐，以

致自己和环境发生矛盾冲突，内心也失

去了平衡。许多人都主张和平，却在高

喊和平口号的同时，暗地里制造冲突及

战争。因此，我们处在这充满矛盾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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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更应该要透过发愿来安定自己与世

界。

以我个人来说，因少小失学，深知

教育的重要，所以曾说：「今天不办教

育，佛教就没有明天。」因此，我兴办

了像佛研所这样的佛教高等教育单位。

而现在我更要说：「不办以心灵环保为

重点的教育，不用等到明天，世间的大

灾难已在接连着出现了！」所以，我继

而发愿兴办法鼓大学。然而兴办一所大

学所需的资源很多，难免会遇到许多现

实的阻碍，但因为我有愿心，所以能够

一一跨越，并寻求因缘来助成。

因此，希望大家不但自己要发愿，

也要劝勉他人发愿，不论是一人满一愿，

还是多人满一愿，愿愿都是为给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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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难得的机会，愿愿都是为后代子孙留

下一个大好的希望，愿愿都是为我们的

未来播种无量的福田，愿愿都是圆满救

人救世的无尽大愿。



佛教徒如何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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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要发清净的

愿、远大的愿，而不要发愚蠢的愿、不

切实际的愿，佛教徒当然也不例外，但

佛教徒更应该要发愿以佛法来成就他

人、成就自己。

以我个人来说，我十五、六岁时，

就知道佛法相当好，可惜知道的人很少、

误解的人太多。其实佛法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因为很多人都将它解释成一种玄理

或者迷信，反而失去了佛法原有的价值。

如果将佛教误解为迷信，沦为一般的民

间信仰，就抹灭了佛法与世法不共的智

慧；若成为玄理，沦为高谈阔论，那又

完全脱离实际生活，对我们的心理、生

理健康毫无帮助。

因此，我发了一个愿：我能够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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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佛法，就告诉他人多少；用我的口、

用我的笔，用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方式，

将佛法的好告诉大家。我并不奢望我说

出来或写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很

有道理、都能认同，因为愿意接受我的

人有多少，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

我不会想，要把全中国的人都变成

佛教徒，把全世界几分之几的人变成佛

教徒；或是几年以后，我要完成多少大

愿、收多少高徒。如果那样想，是狂想、

是做梦，因为这些因缘都不是自己能够

掌控的。

所以，一个人愿意听也好，两、三

个人，五、六个人愿意听，我也欢喜；

人多也好，人少也好；一切看因缘，也

就是随缘。但随缘并不是被动地等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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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反而是主动地促成因缘，只是不去

担心和烦恼因缘可以促成多少。

对在家居士来说，每一个人都有家

庭、有父母、有亲戚朋友，还有一起工

作的同伴，其实我们不需要影响太多人，

从身边的人影响起即可。我们可以发愿：

我愿所有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可以过

得很幸福愉快；我愿用尽一切方式让他

们身心健康、没有烦恼；我愿尽自己最

大的力量来为他们奉献。我想这些愿，

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不要以为这个愿好像只在自己的周

围绕圈圈，就觉得这些愿不大。这个愿

虽然小，却是大愿的基础。照顾好自己

的小家庭，是菩萨行的基础；如果能再

扩大一些，以一切众生的烦恼为家，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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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如来家业」，那就是更深广的菩

萨行愿了。

所以，我们不能以实质的东西或

数量来衡量愿的大小，例如别人布施

一百万，那我就要发愿布施一千万。同

样的，在发愿时，也不要陷入数字、数

量的框框中，否则框框过大，那会变成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流于狂想、空想；

框框过小，则又局限了各种可能性，又

流于个人的小愿。

人不要被框框局限，但要有大方向，

从人道、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到佛道，

层层超越。从近而远、从小而大、从微

而著，有次第、有弹性地不断进步，这

才是佛教徒标准的发愿方法和心态。

做为一个佛教徒，狂想不能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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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愿不能没有。或许自己人微言轻，没

办法登高一呼使得万山相应，但还是要

有为社会奉献、希望影响整体社会的大

愿心。



如何发大愿？



祈愿．发愿．还愿

22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满怀理想壮

志，期许自己的人生要有大格局、大视

野，还要发大愿，实践人生的价值。但

是到了中年、到了老年，却发现自己一

个愿望也没有达成。究竟人的一生该如

何发愿才能落实，而怎样的愿才是大愿

呢？

年轻人因为不知道天高地厚，对自

己的能力也不清楚，既想要做这样、也

想要做那样，总认为自己的未来是无限

的。因此以为别人能够做的，自己也一

定能够做得到；别人不能做的，自己可

以挑战出一番大事业来。所以，志向非

常远大，对自我的期许也非常高。然而，

对自己没有深切了解而设想的未来，其

实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就像是一场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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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

所谓人要有大志、有大愿，不是说

一定要完成一桩什么大事业，或者什么

具体的大目标。因为要达成这些目标，

还需要许多因缘配合，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执意以此为目标，无异是缘木求鱼。

例如有人发愿这一生一定要做大老板，

虽然自己很有才能，但如果缺乏资金、

时机等因缘条件配合，事业也不一定能

成功。

「愿」应当是一个人生的大方向，希

望自己这一生能朝正面的路走，不要走

向负面。正面是什么？就是愿这一生能

以慈悲对待别人，不要自私自利；愿这

一生能以智慧对待自己，不要常常起烦

恼；愿这一生能踏踏实实地走，不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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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两意或是好高骛远。

在这个方向之下，对外，我们不会

做出对社会、家人无益的事；对内，不

会做出损坏自己健康、伤害自己心灵的

事，也不会自讨苦吃、自投罗网、自我

作茧。凡事想得开、看得透，把握机会，

积极努力；没有机会就要制造机会，并

提升自己的才能、见识、技术，尽量地

学习。

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遇到的每一次经验都是学

习的机会，即使失败也是一样。所以，

不要把失败当成是一种抬不起头来的丢

脸事情。如果自己已经看准了，已经有

了计划、有了认识，结果还是跌倒，那

就表示自己先前并没有确实认清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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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走路不小心，或是山上突然掉

下一块石头打到你，那是意外，非人力

所能控制。失败的原因很多，不要因为

暂时的失败就以为此路不通，小心一点，

或是稍微修正一下，还是可以达成的，

而且走一步就实现一步。重点是不要往

黑暗面走，不要取巧、不要让他人受损

失。取巧而让别人受损失，就像拿石头

砸自己的脚，最后遭殃的一定是自己。

所谓的发大愿，不是要做大人物、

做大事或赚大钱，而是要为他人多设想。

为社会、为国家、为全体众生，自己受

一点损失没有关系；受损失的同时，其

实是一种成就、一种奉献，是值得的。

但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或没有意义的

冒险，这是非常愚蠢的事。



不要发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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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听人许愿说：「我希望、

我想要、我愿意……。」然而却忘了

「愿」是一种对生命的承诺，最重要的是

要实践它。然而「说」总是比「做」容

易，因此常常有人说了一大堆，却完成

不了多少，这就叫做「发空愿」。

虽然说有发愿总比没发愿好，但若

发了愿，却没有办法实践，还是要扪心

自问，是不是自欺欺人？如果明知做不

到，或根本不想做，却还要发愿，那就

是欺骗。但如果是目标很远、很难做到，

但自己还是想做，也愿意一步一步地往

前走，那就没有关系。

例如佛教教大家发学做菩萨的愿、

发成佛的愿，但成佛、做菩萨的愿非常

广大，不能立竿见影，必须将累世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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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点一滴的好事，所求的一点一滴的

善法，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布施，通通汇

归到成佛这条路上，所以要在此生成佛

是不太可能的。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要

发成佛的愿，因为如果发了愿，就算是

种了善根，就好像一颗种子，迟早会发

芽，因为已经有一点引子在那里了。而

且因为你曾经发了愿，也愿意有一天能

够做到，你就会慢慢地实践它，总有一

天会实现的。

但如果你心中认为，我根本没有想

要成佛，也没有想要做菩萨，成佛、做

菩萨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连发这个愿

的心都没有，那么你根本就不会产生任

何力量，激励自己往成佛之路迈进，所

以也永远都不会有成佛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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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的人担心如果做不到所发

的愿，会犯了欺骗罪或妄语罪，所以干

脆不要发愿。其实这要看情况，也就是

要看你发愿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你允诺

他人说：「我发愿要做菩萨，我发愿要

赚钱来布施大众、护持佛法，所以你先

帮忙我，提供我资源，等我成功以后，

一定会报答你的。」如果你这样说的目

的是为了取得别人的信任，以得到别人

的财富，那就是犯了欺骗罪和妄语罪；

相反的，如果你心中并没有欺骗的意念，

但说了却没能力做到，那就没有关系。

例如你发愿想学插花，因为学会后，

不仅自己可以欣赏，也可以美化环境，

带给别人好心情，真是一举数得。可是

到最后都没有去学，但因为没有伤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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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是让人受到损失，所以没关系。

发愿除了不能心存欺骗外，也要避

免发不切实际的愿，做不合常理、根本

不可能实现的事。像是发愿要把一堆沙

子煮成熟饭，沙子要如何煮成饭呢？这

就是不可能的事。

记得有一位居士，他每次见到我，

都说等他将来有了钱，一定要供养我、

护持我的弘法事业，然而一次一次都没

有办法实践。我相信他的初发心绝对没

有问题，但如果经过那么多次，还是没

有办法实现，那就要考虑自己的能力来

修正这个愿，而且愿的大小也不在实质

数量的多寡，能有这个心才是可贵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发愿的动机，不

要担心做不到，因为有愿才会有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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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但若发的是不切实际的愿，或是

心存欺骗，那就是不该有的行为了。



如何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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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物质生活虽然非常富裕，

但是有很多人却觉得活得很痛苦、很无

奈、很茫然，常常会疑惑：「既然活着

那么痛苦，我为什么还要来到这世上？

来到这世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会有

这些疑惑，是因为不了解人生目的与人

生意义的关系。

人生的目的是许愿和还愿，人生的

意义是尽责和负责。许愿是我们过去许

的愿，这辈子还要再来许愿；还愿则是

过去许的愿，还未实践的、还未兑现的，

我们这一生来还愿。

一般人从小就有许多梦想、许多心

愿，但梦想归梦想，长大以后是否能够

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记得我小时

候，因为家里很穷，我妈妈常常为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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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钱给我们买衣服穿、买东西吃，

觉得很对不起我们。当时，我就许了一

个愿，我说：「妈，没有关系，我们现

在穷一点，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赚

很多很多的钱，专门给妈妈用。」可是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没有实现这个

愿望。

那么我要如何弥补这样一个遗憾

呢？只有以奉献一切给众生来报答父母

的恩惠。如果我们许的愿无法在当时实

现，甚至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如愿，那就

帮助其他的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以

此表示对父母的纪念或怀念，这就叫做

还愿。还愿不是为佛装金身，或捐多少

香油钱，而是要实践所许的愿，如果已

经无法对那个对象还愿，那么你就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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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没有实现的愿。

其实许愿、还愿并不是佛教徒的专

利，只要是人，对未来都会有一种期许

和希望，常常会想：「如果可以……，

我一定……；如果能……，我愿……。」

这就是一种许愿。所以，人只要希望有

前途、只要认为前面有路可走，一定会

有自己的志愿和期待。而如果你的愿心

不仅仅是为自己，也为他人谋福，那会

更好、更有价值。

既然你许了愿就应该实现，所以许

愿的目的，就是要你为了还愿不断地努

力；努力以后，还要不断许愿，然后在

还愿、许愿之间，你的人品就会不断提

升。

同样的，在一生当中，我们扮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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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角色。在家里，你是个母亲，

也是一个太太；在公司里，你可能既是

下属，也是上司；在学校里，你可能既

是老师，也是学生。每一个人同时都扮

演了许多角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

责任，所以你有许多的责任。通常人只

要一想到责任，就比较能自我约束，而

不会做坏事。因此，西方人有一种观念，

他们认为，单身的人不如有家室的人可

靠。这是因为有家室的人责任较大，责

任感也就较重，当然这不能以一概全，

但是身分的确能让我们想起自己该负的

责任。

负责任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一种

良好的观念。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心理

不会健康，也不会活得很愉快。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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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常常存着许愿、还愿、尽责、负责、

感恩、奉献的念头，那么你的人生一定

活得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有价值。



人间比丘圣严法师（一九

三○～二○○九），自喻为

「风雪中的行脚僧」，曾获

《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

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

位人士」之一。

一九四三年法师于江苏狼

山出家，历经经忏、军旅生

涯，十年后再度出家。不论

六年闭关苦修、日本留学、美国弘法，或是开创法鼓

山，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在艰辛中显悲愿，在坚毅

中见禅慧；他的生命，就是一场实践佛法的历程。

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众素质，法师在四十岁时毅

然赴日留学。一九七五年取得东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

学位，历任台北文化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以及

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佛教会副会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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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鼓文理学院，培养佛教高等教育、研究人才。

一九八九年擘建法鼓山，历经十六年，终于在二

○○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开山大典。此世界佛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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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园区旨在推动学术研究、修行弘化、关怀照顾等工

作，并逐步扩建海内外弘法、禅修、文化、教育、关

怀的组织体系。目前于台湾各地及欧、亚、美、澳，

亦广设禅修中心。为弘传汉传佛教，法师并于二○○

五年开创继起汉传禅佛教的「中华禅法鼓宗」。

法师长年奔波美、台两地，密集应邀至世界各地指

导禅修，为国际知名禅师。秉承临济及曹洞两系法

脉，以自然生动的方法随机应教，跨越文化藩篱，吸

引了无数东西方人士。更经常与科技、艺术、文化等

领域之菁英进行对谈，乃至与不同宗教进行和平合

作，深获海内外各界尊崇。

除此，法师擅长以现代人的语文普传佛法，至今已

有中、英、日文著作百余种，先后获颁中山文艺奖、

中山学术奖、终身文化贡献奖等；其中多种著作被转

译流布世界各地。

法师教法以「心灵环保」为核心，立基于汉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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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佛教继往开来的人间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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