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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論題核心
（壹）人、菩薩、佛
一、總說「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

人‧菩薩‧佛：從經論去研究，知道人間佛教，不但是適應時代的，而且還是契合於
佛法真理的。從人而學習菩薩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人間佛教，為古代佛
教所本有的，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綜合的抽繹1出來。所以不是創新，而是將
固有的「刮垢磨光」2。佛法，祇可說發見，不像世間學術的能有所發明。因為佛已
圓滿證得一切諸法的實相，唯佛是創覺的唯一大師；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溫故知新
而已。
二、「人間佛教」關涉到一切聖教，主要闡明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
（一）概說「人間佛教」的核心

人間佛教，是整個佛法的重心，關涉到一切聖教。這一論題的核心，就是「人‧菩
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
佛是我們所趨向（p.100）的目標；學佛，要從學菩薩行開始。菩薩道修學圓滿了，
即是成佛。如泛說學佛，而不從佛的因行——菩薩道著力做起，怎能達成目的？
等於要作一畢業生，必定要一級一級學習起，次第升進，才能得到畢業。學佛也就
是這樣，先從凡夫發菩提心，由初學，久學而進入大菩薩地，福慧圓滿才成佛。
（二）詳釋修學菩薩道的三個階段：凡夫菩薩、賢聖菩薩、佛菩薩

菩薩道重在實行，不單是讚歎仰信究竟的果德就成，而要著重在學習一切菩薩行。
平常說菩薩，總是想到文殊、普賢等大菩薩，其實菩薩也有初學的。菩薩道所有經
歷的過程，可略分三個階段：
一、凡夫菩薩
二、賢聖菩薩
三、佛菩薩
1、第三階段：佛菩薩

第三階段的菩薩，是證得大乘甚深功德，與佛相近似的。《楞伽經》說：「七地是有
心，八地無影像；此二名為住，餘則我所得。」3這是說：八地以上的菩薩，與佛的
1

抽繹（一ˋ）
：理其端緒，演繹。
（
《漢語大詞典（六）》，p.457）
刮垢磨光：滌除污垢，磨之使顯出光澤。（《漢語大詞典（二）》，p.669）
3
（1）《大乘入楞伽經》卷 5〈4 現證品〉
（大正 16，619a7-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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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證功德相近。
《般若經》說第十地名佛地，4龍樹解說為：如十四夜（p.101）的月與十五夜的月一
樣。5所以雖還是菩薩地，也就名為佛地。
這樣的佛地大菩薩，是久修二阿僧祇劫以上所到，如文殊、觀音等，初學是不容易
學到的。
2、第二階段：賢聖菩薩

第二階段的菩薩，是已發菩提心，已登菩薩位，從賢入聖，修大悲大智行，上求下
化——這即是三賢到八地的階位。
3、第一階段：凡夫菩薩

第一階位，是新學菩薩，是凡夫身初學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雖或是外凡夫，或
已進為佛法內凡夫，菩薩心行的根柢6薄弱，可能還會退失。
《起信論》7說：信心成就——發菩提心成就，才不退菩薩位而能次第進修。初學發
（2）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三冊》
（p.185-p.188）
：
《楞伽經》立四種禪：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真如禪，如來禪。一、愚夫所行禪：
是二乘所修的禪。……釋尊為多聞聖弟子說法，從現實入手，不是出發於唯心的；然依真
常唯心者的見解，
「唯心」才是佛的正法。古德說：
「心行道外，名為外道」
。依《楞伽經》，
應該說「心外有法，名為外道」了。二、觀察義禪：以下是大乘禪觀。義（artha）
，是心
識所現的境相，所以說：
「似義顯現」，「似義影像」
，「相義」等。心識所現的一切法（外
道的、二乘的都在內）無我，就是一切「妄計自性」是沒有（自性）自相的。在禪觀的次
第增進中，就是諸地的相義，也知是唯心（識）而沒有自相的。三、攀緣真如禪：上來觀
人法無我，是「妄計自性」空。能觀的心識，是虛妄分別，如一切法（義）不可得，分別
心也就「不起」
。真如不是緣慮所可及的；所分別、能分別都不起了（境空心泯）
，還有無
影像相在，所以說攀緣真如。四、如來禪：
「入佛地，住自證聖智三種樂」
，那是如來自證
聖智。三種樂的意義不明，可能如《楞伽經》說：
「七地是有心，八地無影像，此二地名
住，餘則我所得，自證及清淨，此則是我地」
（大正一六‧六一九上）
。在方便安立中，
（從
初地到）七地是有心地，知一切唯是自心所現，與觀察義禪相當。八地無影像，也就是境
空心泯（
「離心意識」
）
，住於無影像相，與攀緣真如禪相當。八地以上，九地，十地，普
賢行地──三地，都可說是佛地，與如來禪相當。
4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6〈20 發趣品〉
：
「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羅
蜜，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過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
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過是九地住於佛地，是為菩薩十地。如是，須菩提！是名菩薩
摩訶薩大乘發趣。」
（大正 8，259c10-15）
（2）
《大智度論》卷 50〈20 發趣品〉
：
「佛此中更說第十地相，所謂菩薩行六波羅蜜，以方便
力故，過乾慧地，乃至菩薩地，住於佛地。佛地，即是第十地。菩薩能如是行十地，是
名發趣大乘。」
（大正 25，419c9-12）
5
《大智度論》卷 29〈1 序品〉（大正 25，273b9-17）
：
菩薩有大神力，住十住地，具足佛法而住世間，廣度眾生故，不取涅槃。亦如幻師自變化身，
為人說法，非真佛身。雖爾度脫眾生，有量有限；佛所度者無量無限。菩薩雖作佛身，不能
遍滿十方世界；佛身者普能遍滿無量世界，所可度者，皆現佛身。亦如十四日月，雖有光明，
猶不如十五日。有如是差別。
6
根柢（ㄉㄧˇ）
：1、草木的根。柢，即根。2、比喻事物的根基，基礎。
（《漢語大詞典（四）》，
p.1014）
7
《大乘起信論》卷 1：
「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修行趣向義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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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學修菩薩行的，是在修學信心的階段。
《仁王經》8稱此為十善菩薩，也即是十信菩薩。凡夫的初學菩薩法，還沒有堅固不
退時，都屬於此。依經論說：這一階段，也要修學一萬劫呢！9新學菩薩，要培養信
心、悲心，學習發菩提心；樂聞正法，聞思精進，而著重以十善業為菩薩道的基石。
這類菩薩，雖沒有什麼深定大慧，神通妙用，但能修發菩提心，修集十善行——菩
薩戒，精勤佛道，已充分表示出菩薩的面目。這樣的力行不息，積集福慧資糧，一
旦菩提心成就，就可進入不退菩提心的賢位。
（貳）別說凡夫菩薩
一、初學菩薩著重於十善業，即以人身學菩薩道的正宗

（p.102）凡夫菩薩：十善，本是人乘的正法。初學菩薩而著重於十善業，即以人身學
菩薩道的正宗。太虛大師宣說的「人生佛教」，即著重於此。大師平時，坦白地說：
我是凡夫而學修發菩薩心的。
二、凡夫菩薩略有兩點特徵：具煩惱身、悲心增上

以人間凡夫的立場，發心學菩薩行，略有兩點特徵：
（一）具煩惱身

一、具煩惱身：凡夫是離不了煩惱的，這不能裝成聖人模樣，開口證悟，閉口解脫，
要老老實實地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降伏他（慈航法師晚年，
發願離淫欲心，也就是真實的佛子模樣）。
有人說：如學佛的或出家大德，內心也充滿煩惱，這怎能使人歸敬呢！這些人把煩
惱看得太輕易了。

略說發心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行發心，三者、證發心。信成就
發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發心？所謂依不定聚眾生，有熏習善根力故，
信業果報，能起十善，厭生死苦、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經一萬劫
信心成就故，諸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悲故，能自發心；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能
自發心。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若有眾生
善根微少，久遠已來煩惱深厚，雖值於佛亦得供養，然起人天種子，或起二乘種子。設有求
大乘者，根則不定，若進若退。或有供養諸佛未經一萬劫，於中遇緣亦有發心，所謂見佛色
相而發其心；或因供養眾僧而發其心；或因二乘之人教令發心；或學他發心。如是等發心悉
皆不定，遇惡因緣，或便退失墮二乘地。
復次，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略說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
者、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眾生苦故。」
（大正 32，580b15-c9）
8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2〈7 受持品〉：「善男子！習忍以前行十善菩薩，有退有進，譬
如輕毛，隨風東西。是諸菩薩亦復如是，雖以十千劫行十正道，發三菩提心，乃當入習忍位，
亦常學三伏忍法，而不可名字是不定人。是定人者，入生空位，聖人性故，必不起五逆、六
重、二十八輕。佛法經書作返逆罪，言非佛說，無有是處。能以一阿僧祇劫，修伏道忍行，
始得入僧伽陀位。」
（大正 8，831b7-15）
9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7 奉持品〉：
「善男子！習忍以前經十千劫，行十善行有退
有進，譬如輕毛隨風東西。若至忍位，入正定聚，不作五逆、不謗正法，知我法相悉皆空故，
住解脫位。於一阿僧祇劫修習此忍，能起勝行。」
（大正 8，841b10-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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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涅槃經》10說：有四依菩薩，可以作為眾生的依止（師）。初依，即具足煩惱
的初學發心者。初依菩薩，對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當的正確體認；自己學修菩薩
行，也能引導眾生來學。他雖沒有斷除煩惱，但能攝化眾生，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
地，所以能為大眾作依止師。
聲聞法中也是這樣，四果聖者能斷煩惱，未斷未證的順解脫分、順抉擇分聲聞行者11，
一樣的能住持佛法，教化眾生，為人間福田。
凡依人身而學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務要不誇高大，不眩12神奇。如忽略（p.103）
10

（1）
《佛說大般泥洹經》卷 4〈9 四依品〉
（大正 12，875c29- 876b4）
：
佛復告迦葉：
「有四種人，於此《大般泥洹經》，能趣正法護持正法能為四依，多所度脫
多所饒益出於世間。何等為四？一者、凡夫，未離煩惱出於世間，多所度脫多所饒益。
二者、得須陀洹、斯陀含果。三者、得阿那含。四者、得阿羅漢。是四種人為真實依，
多所度脫多所饒益。
彼凡夫人者，自持戒德威儀具足，為護法城於如來所聽受正法，誦持義味廣為人說能自
※
少欲，復為人說大人八念 ，化諸犯戒悉令悔過，善知眾生種種語言，習行菩薩護法功德，
是名第一凡夫菩薩；此諸凡夫未為如來之所記別為菩薩位。
彼須陀洹、斯陀含者，已得正法離諸疑惑，不為人說非法經書、離佛契經世間歌頌文飾
記論、畜養奴婢非法等物，是名須陀洹菩薩；雖未得第二第三菩薩住地，已為諸佛面前
授記。
阿那含者，已得正法離諸狐疑，不為人說非法典籍、離佛契經世間歌頌文飾記論、受畜
奴婢非法等物，未起諸結能即覺知，過去諸結永不復縛，有所說法不斷佛性，德行清淨
身無外病，四大毒蛇依起諸病所不能中；善說非我度我見者，離世間我而行方便隨順世
間，常大乘化不說餘道，身中無有八萬戶虫無量災患，心離愛欲無惡夢想，離一切有生
死恐怖，行如是者，是為第三阿那含人。不復還有名阿那含；習諸德本久遠過惡所不能
染，名阿那含；是名阿那含菩薩發心受決；發心受決者，其人不久當成佛道。
阿羅漢者，煩惱已盡離諸重擔，所作已作具足十地，已得記別甚深法忍，一切色像悉能
化現，於諸方面隨意所欲，為如來應供等正覺，如是功德皆悉具足，名阿羅漢。
是為四種人於此《大般泥洹經》多所度脫、多所饒益出於世間，為天人師，如諸如來，
是四種人為真實依。」
※大人八念：《中阿含．74 八念經》卷 18（大正 1，540c-542b）阿那律陀：
1.無欲，2.知足，3.遠離，4.精進，5.正念，6.定意，7.智慧，8.不戲、樂不戲、行不戲。
（2）
《大乘義章》卷 17（大正 44，812b5-13）
：
第六人者，四恒佛所發菩提心，於惡世中愛樂大乘，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十六分中解一分
義。解何等義？如《涅槃》說，謂解佛性如來常住。云何十六？《大涅槃》中，隨義淺深
如來分判為十六分，此第六人始得一分。此前六人同在善趣，齊是四依弟子所攝。第七人
者，名為凡夫具煩惱性，五恒佛所發菩提心，於惡世中能說大乘，十六分中解八分義，此
在種性解行位中。
1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大正 27，34c27-35a9）
：
善根有三種：一、順福分，二、順解脫分，三、順決擇分。
順福分善根者，謂種生人、生天種子。生人種子者，謂此種子，能生人中，高族大貴，多饒
財寶，眷屬圓滿，顏貌端嚴，身體細渜，乃至或作轉輪聖王。生天種子者，謂此種子，能生
欲、色、無色天中，受勝妙果，或作帝釋、魔王、梵王，有大威勢，多所統領。
順解脫分善根者，謂種決定解脫種子，因此決定得般涅槃。
順決擇分善根者，謂煖、頂、忍、世第一法。此中應廣分別，順解脫分善根。問：此善根以
何為自性？答：以身、語、意業為自性，然意業增上。
12
眩（ㄒㄩㄢˋ）
：通“炫”。誇耀。
（
《漢語大詞典（七）》，p.119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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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身的煩惱覆蔽，智慧淺狹，一落裝腔作勢13，那麼如非增上慢人（自以為然），
即是無慚無愧的邪命。依人身學菩薩行，應該循序漸進，起正知見，薄煩惱障，久
積福德。久之，自會水到渠成，轉染成淨。
（二）悲心增上

二、悲心增上：初發菩薩心的，必有宏偉超邁14的氣概。菩薩以利他為重，如還是一
般人那樣的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固，行持怎
樣精進，決非菩薩種姓。
專重信願，與一般神教相近。
專重修證，必定墮落小乘。
初發菩提心的，除正信、正見以外，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以護持佛法，救度眾生
為重。
經上說：
「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薩是故初發心」15。應以這樣的聖訓，時常激勵自己，
向菩薩道前進。
（叁）人間佛教與人乘法之差異

有的人因誤解而生疑難：行十善，與人天乘有什麼差別？
這二者，是大大不同的。
這裡所說的人間佛教，是菩薩道，具足正信正見，以慈悲利他為先。學發菩提心的，
勝解一切法——身心、自他、依正，都是輾轉的緣起法；了知自他相依，而性相畢竟
空。依據即空而有的緣起慧，引起平等普利一切的利他悲願，廣（p.104）行十善，積
集資糧。
這與人乘法，著重於偏狹的家庭，為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是根本不同的。
初學發菩提心的，了知世間是緣起的，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互為六親眷屬。一切人
類，於自己都展轉依存，有恩有德，所以修不殺不盜等十善行。即此人間正行，化成
悲智相應的菩薩法門，與自私的人天果報，完全不同。
這樣的人間佛教，是大乘道，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所以菩薩法不礙人
生正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
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向於佛道的，不會標榜神奇，也不會矜誇16玄妙，而從平實穩健
處著手做起。
一切佛菩薩，都由此道修學而成，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如久修利根，不離此人間
正行，自會超證直入。
如一般初學的，循此修學，保證能不失人身，不礙大乘，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
大道！
13

裝腔作勢：裝出一種腔調，擺出一種姿態。形容故意做作。（《漢語大詞典（九）》，p.83）
超邁：卓越高超，不同凡俗。
（
《漢語大詞典（九）》，p.1129）
15
《大般涅槃經》卷 38〈12 迦葉菩薩品〉：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大正 12，
590a22）
16
矜誇：同“矜侉”。誇耀。
（
《漢語大詞典（八）
》
，p.58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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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原則
（壹）法與律的合一
一、大乘法的流布受本生談的影響，不大重視有組織的集團，這可能是大乘晚期衰變的主因

法與律的合一：印度大乘法的流布，受有本生談的影響，菩薩都是獨往獨來（p.105）
的，所以大乘法著重於入世利生，而略帶特出的偉人的傾向，不大重視有組織的集團，
這也許是大乘法晚期衰變的主因。
然大乘經說：菩薩常與無數菩薩俱。依龍樹說：「俱」17，就是有組織的集合。
二、導之以法，齊之以律，這是初期佛教的精髓，法與律的相應協調，才是佛教的整體

原來，釋尊所創建的根本佛教，包含著兩個內容：一、法，二、律。
「導18之以法，齊
19
之以律」20，這二者的相應協調，才是佛教的整體。
（一）法

法，是開示宇宙人生的真實事理，教人如何發心修學，成就智慧，圓成道果。法是
重於顯正，重於學者的修證。
（二）律

律又有二類：
（一）、止持，是不道德行為的禁止。（二）、作持，是僧團中種種事項
的作法，把這類事分類編集起來，稱為犍度（聚）。
出家的聲聞比丘，特別是人間比丘，過著集團的生活。修行、居住、飲食、衣著，
以及有關教團的事務，大家都是在一起，依律制而行的。
三、佛世的人間比丘依律而行，過著集團的生活；但後世則重法而輕律

佛世的出家弟子，有團體的組織，於集團中自利利他。
但當時的在家弟子，佛只開示他們應怎樣的信解修行（也有戒律），卻沒有組織的團
體。古代的政治，不容許在家眾作有組織的活動。如孔門弟子，也是沒有固定團體的。
但在佛法的流行中，顯然的重法而輕律。如聲聞乘的經（阿含）與律，約為四與一之
比。而在大乘（p.106）法中，大乘經有幾千卷（傳來中國的），律典卻等於沒有。即
有小部的，也還是附屬於經中。
四、人間佛教應瞭解僧團之大用，必須本著佛教的古義，法律兼重，來契合佛法的正宗

雖然說，律是佛制的，只可依著奉行，但律是世間悉檀，更著重於時地人的適應呢！
一分重律的，拘於古制，不知通變；而一分學者，索性輕律而不談。
有些人，但知發心，而不知僧團有什麼大用。不知自動發大心的，自尊自勉，是難得
的上根。一般中下根性，雖也要自己發心向上，但如有良好團體，教育他，範圍他，
勸勉他，實在是策令向上的無上方便。
17

俱（ㄐㄩˋ）：偕同，在一起。
（
《漢語大詞典（一）》，p.1497）
導（ㄉㄠˇ）：教導。
（
《漢語大詞典（二）
》，p.1306）
19
齊（ㄑ一ˊ）：指思想或行動一致，同心協力。（
《漢語大詞典（十二）》，p.1424）
20
《中阿含經》卷 52〈196 周那經〉
：
「阿難！為彼比丘故，眾共和集，應與憶律，以法以律，如
尊師教，面前令歡喜。」
（大正 1，754b19-21）
18

6

《佛在人間》
第五章、人間佛教要略

如佛世的聲聞出家行者，雖也有動機不純正的，煩惱極重的，但一出了家，以經法開
示他，以戒律調伏他，在大眾的攝導與折伏下，利根的當然迅速的了生脫死，鈍根的
也可以漸趨涅槃。用集團力量來規範自己的行為，淨化內心的煩惱，是根本佛教的特
色。
後代學者而尊律的，但知過午不食，手不捉持金錢，而大都漠視僧團的真義。一分重
禪的——近於隱遁瑜伽的，或以佛法為思辨的論師，都輕視律制。不知佛法的流行於
世間，與世間悉檀的律制，有著最密切的關係。律的不得人重視，為佛法發達中的一
大損失。
所以人間佛教，必須本著佛教的古義，重視法與律的合一原則。
（p.107）出家的佛教，
如忽視僧團的律制，必發生亂七八糟的現象，無法健全清淨。時代與過去不同了，現
在的在家學眾，也有了團體的組織。但少能注意到佛教團體的特色，祇是模倣21一般
社團的組織形式，也還是不夠的。
無論是弘揚佛法，或修學佛法，只要是在人間，尤其是現代，集團的組織是極其重要
的。人間佛教，以人生正行修菩薩道，要把握這法律並重，恢復佛教固有的精神。切
勿陷於傳統的作風，但知真參實悟，但知博究精研，於毘奈耶——律的原理法則，不
能尊重。現代修學菩薩行的，必須糾正這種態度，法律兼重，來契合佛法的正宗。
（貳）緣起與空的統一
一、緣起與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

緣起與空的統一：法律並重，是初期佛教的精髓。緣起與空，是中期大乘的特色。
緣起與緣起性空寂，
《阿含經》已有說到，22而且是作為佛法的特質，菩薩道的特質的。
但由於適應當時的一般根性——著重個人解脫，所以對緣起性空的中道，僅是要約的
開示，而還沒有廣博的開演出來。到了佛滅後四五百年，在大眾及分別說系的化區中，
興起的大乘佛教，才使緣起性空的中道，徹底的闡發無遺。
二、依緣起無自性明空，無自性即是緣起；從空無自性中洞達緣起，就是正見了緣起的中道

世間的一切事象：人物蟲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什麼都各有他的特殊體（p.108）
性、形態、作用。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緣所生的法相，一切依因緣和合而幻現。這
幻現的緣生法，表現出他的無限差別相。個人的生死與解脫，道德的行為，世道的治
亂，一切無非緣起。
世間的宗教者、哲學者，不能徹底正解緣起性空的中道義，都在尋求宇宙最後的，或
最先的實體，傾向到本體論、形而上的神秘領域。
佛所創覺的正法否定他，因為一切是緣起的，所以一切是性空——無自性的，「一切
21
22

模倣：照某種現成的樣子學着做。
（
《漢語大詞典（四）》，p.1209）
如《雜阿含經》卷 12（293 經）
（大正 2，83c2-10）
：
世尊告異比丘：
「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為彼比
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
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
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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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生不滅，本來涅槃」23。
三、緣起與性空相依相成，理事無礙，不能重事輕理，亦不可執理廢事

事象與理性，如花的表裡一樣，形與影一樣，有表即有裡，有形即有影。
一切法也是這樣，不能離相覓性，也決非從性體而生事相。
從性空看，一切是泯然24一如25的。
從緣有看，因為緣起，所以性空；性空這才所以從緣起。
學佛的，有的偏重於事，著重法相的差別，於空平等性不信不解，或者輕視他。這種
見解，是不能與出世的佛法，尤其是與大乘法相應的，不能成就菩薩道。
又有些人，執著本性、空理，醉心於理性的思惟或參證，而不重視法相，不重視佛法
在人間的應有正行，這就是執理廢事。
唯有依據緣起性空，建立「二諦無礙的」中觀，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
緣起不礙性空，性空不礙緣起（p.109）；非但不相礙，而且是相依相成。世出世法的
融攝統一，即人事以成佛道，非本此正觀不可。既不偏此，又不偏彼，法性與法相並
重，互相依成，互相推進，而達於現空無礙的中道。
但這是說易行難，初學者在處事契理的學程中，每每是不偏於此，便是偏彼。但能以
此現空無礙的正觀為思想基礎，從一切三業行持中去實習體會，隨時糾正，終可以歸
向中道。
然這裡是說，學發菩薩心，學修菩薩行，應以佛的正見為本，不是封鎖在宗派的圈子
裡，將後代的法性宗與法相宗，作勉強的合一。在中道正見的根本上，與經論不相違
背的，契理而契機的，融攝而冶26化一番，抉擇出人間佛教的正義。所以，這是超越
宗派的，歸宗於佛本的。
四、緣起與性空的統一，其出發點是以人為本，若泛說一切眾生，即不能把握即人成佛的精義

然還有應該注意的：緣起與性空的統一，他的出發點是緣起，是緣起的眾生，尤其是
人本的立場。因為，如泛說一切緣起，每落於宇宙論的，容易離開眾生為本的佛法，
如泛說一切眾生，即不能把握「佛出人間」，「即人成佛」的精義。
（叁）自利與利他的合一
一、世間凡夫：專為私我打算，不能純粹的利他

自利與利他的合一：世間的凡夫，不能有純粹的利他，一切都是從自己打算而來。專

23

（1）
《大寶積經》卷 86〈22 大神變會〉
：
「無起、無作、無性、無相、無生、無滅，本來涅槃，
不可言說而說涅槃。」
（大正 11，493b15-16）
（2）《深密解脫經》卷 2〈8 聖者成就第一義菩薩問品〉：
世尊復說：
「一切法本來無體。一切法本來不生。一切法本來不滅。一切法本來寂靜。一
切法本來自性涅槃。」
（大正 16，670b25-27）
24
泯（ㄇ一ㄣˇ）然：1、完全符合貌。2、消失淨盡貌。（《漢語大詞典（五）》，p.1111）
25
一如：完全相同，全像。
（
《漢語大詞典（一）》
，p.34）
26
冶（一ㄝˇ）：1、冶煉金屬。2、引申為溶化。
（
《漢語大詞典（二）》，p.411）
陶冶：陶鑄。教化培育。
（
《漢語大詞典（十一）》
，p.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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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私我打算，結果也不能有真正的自利。
二、聲聞乘：過分著重自心煩惱的調伏，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故亦被大乘斥為小乘自利

然在佛法中，聲聞乘重在斷煩（p.110）惱、了生死，著重於自己身心的調治，稱為自
利。這在離繫縛，得解脫的立場來說，是不可非難的。聲聞乘著重身心的調伏，對人
處事，決不專為私利而損他的。
聲聞賢聖，一樣的持戒，愛物，教化眾生，這與凡夫的自私自利，根本不同。大乘指
斥他們為小乘自利，是說他過分著重自心煩惱的調伏，而忽略了積極的利他，不是說
他有自私的損人行為。
三、大乘：著重利他，於利他中完成自利，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

大乘道也不是不重視身心的調治（自利），只是著重利他，使自利行在利他行的進程
中完成，達到自利利他的統一。凡夫學大乘道，以大悲心為動力，以普度眾生的悲心
來廣學一切。經上說：
「菩提所緣，緣苦眾生」27。眾生受無量苦，菩薩起無量悲行，
所以大乘道是「以大悲為上首」28的。
然發心利他，並不忽略自己身心的調治，否則「未能自度，焉能度人」29！如不解不
行，不修不得佛法，既無智慧，又無能力，那怎能利他呢！所以為了要度一切眾生，
一定要廣學一切——戒定慧三學，六波羅蜜等。如出發於悲心，那麼深山修禪，結七，
掩關，也都是為了造就救度眾生的能力。
所以菩薩的修學，與小乘的出發於自利不同，一切是為了利他。
如為眾生，為人群服務，作種種事業（p.111），說種種法門，任勞任怨，捨己利人，
是直接的利他。
修禪定，學經法等，是間接的利他。
菩薩是一切為了利他，所以對身內的、身外的一切，不把他看作一己私有的。一切功
德，回向眾生，就是得了優越的果報，也願與大眾共其利益。老子所說的：「為而不
恃，功成不居」30，就與大乘的心行相近。事情做好了，不當作自己的；功德成就了，
推向大眾去。功德的回向一切眾生，便是大乘利他精神的表現。
四、凡不為自己著想，存著利他的悲心而作有利眾生的事，就是實踐菩薩行，自利利他同時成就

菩薩的自利，從利他中得來，一切與利他行相應。如持戒，即不妨害眾生；習定而修
慧發通，可以知根機而化濟眾生。大乘道的自利，不礙利他，反而從利他中去完成。
27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6〈5 觀四無量心品〉
：
「諸佛心者，是大慈也。大慈所緣，緣苦眾生。」
（大正 15，674 b14）
2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9〈14 大乘鎧品〉：
「佛告善現：「菩薩摩訶薩以應一切智智心，大
悲為上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安立無量、無數、無邊有情於六波羅蜜多，乃至安立無量、
無數、無邊有情於無上菩提亦復如是，雖有所為而無一實。何以故？善現！諸法性空皆如幻
故。」（大正 5，279c27-280a4）
29
《大愛道比丘尼經》卷 2：「尚不能自度，焉能度人身？」（大正 24，953c11）
30
老子說《道德經‧上篇道經（第 2 章）》
：「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河上公《
《老子》注——章句》
：
「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功成事
就，退避不居其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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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大乘道的自利利他，也不一定是艱難廣大的，隨分隨力的小事，也一樣是二利的
實踐，只看你用心如何！
如這塊小園地，執著為我所有的，我栽花，我種樹，我食用果實，這就是自私的行為。
即使是物物交換，社會得其利益，也算不得真正的利他。
大乘行者就不同了，不問這株樹栽下去，要多少年才開花，多少年才結果；不問自己
是否老了，是否能享受他的花果；也不為自己的（p.112）兒孫打算，或自己的徒弟著
想。總之，如地而有空餘的，樹而於人有益的——花可以供人欣賞，枝葉可以乘涼，
果可以供人摘了吃；或可以作藥，或可以作建材，那就去栽植他。但問是否於人有益，
不為自己著想，這便是菩薩行了。
行菩薩道的，出發於利他，使利他的觀念與行為，逐漸擴大，不局限於個人、一家、
一鄉等。凡是於眾生、於人類有利益的，不但能增長自己未來的功德果報，現生也能
得社會的報酬。如上所說的小小利他功德，還能得現生與未來的自利，何況能提高向
佛道的精進，擴大利他的事業，為眾生的究竟離苦得樂而修學呢！
所以凡不為自己著想，存著利他的悲心，而作有利眾生的事，就是實踐菩薩行，趣向
佛果了。自利利他，同時成就。
叁、時代傾向

佛法是應該契機的（不是迎合低級趣味），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動向，適應他，化導他，
為以佛法濟世的重要一著。現代中國人的動向，約有三點：
（壹）青年時代
一、如佛法不再重視適應青年根性，那非但不能進一步的發揚，且還有被毀謗與摧殘的危險

（p.113）青年時代：這一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演變為社會的領導中心。
四五十年前，城市與鄉村裡，總是四十以上，五六十歲的老前輩── 士紳、族長等
為領導者，他們的地位優越，講話有力量。年紀大些，品德高些，或者做過官，如相
信了佛教，一般人都跟著信仰，佛教順利地傳開了，也就得到有力的護持。現在逐漸
變了，老前輩不能發生決定作用，優越的發言權，影響力，漸由年輕的少壯取而代之。
所以，如佛法不再重視適應青年根性，那非但不能進一步的發揚，且還有被毀謗與摧
殘的危險。
中國佛教，一向重玄理、重證悟、重（死後）往生，與老年的心境特別契合。尤其是
唐、宋以後，山林氣息格外濃厚。好在從前，青年們總是以家長的信仰為信仰，至少
不致過分的反對。
可是到了近代，少壯的力量強化；加上西洋神教徒的惡意破壞，物質科學的偏頗發展，
佛教受到了重大的危害（其實，中國固有文化都被破壞了）。上一代的逐漸過去，後
起的青年們，除少數信仰神教外，大抵為非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唯物論者。真誠信佛
法的，數量太少，這是近代中國佛教的大危機。前些時，如國府主席林森，司法院長
居正，考（p.114）試院長戴季陶等，都是誠信佛教的。但由於軍政黨學的組織中，多
數是少壯的，而這些人又大多數是對佛教無認識，無信仰，或者印象不佳，這所以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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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開展出佛教昌隆的機運，而時有被摧殘的事實。
從前說：
「英雄到老都學佛」
，這些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老來還是要歸信佛教，這畢
竟是佛教的感召力大！但從另一面看：為什麼當他們年輕有為的時候，在政治、軍
事——社會上發生力量，不以佛法去攝受他，使他更能以佛教精神去利人利世？一定
要等到「來日無多」，才想到歸依佛門，懺悔前愆。這不完全是佛教的光榮，而包含
著佛教忽視青年的一種缺點。當然，這不是說老年人不需要學佛，而是說應該重視於
青年的歸信。
二、如專談「了生死」
，恐不易獲得青年的信受；但若重於普利眾生的菩薩行，便與青年的心境相近

「了生死」，青年人是不大容易領會的。
青年的血氣旺，意志強，意欲如海浪般奔騰澎湃，不大能警覺到生死這回事。所以如
專以「了生死」為教，是不容易獲得青年的信受。可是學菩薩法，著重於六度、四攝、
四無量心，發心普利一切眾生，就與青年的心境相近。
中國雖素31稱大乘教區，而行持卻傾向於小乘，急急的了生死，求禪悟（虛大師稱之
為：思想是大乘，行為是小乘），結果青年與（p.115）佛教，愈隔愈遠。
反之，錫蘭、暹羅、緬甸等佛教國，雖說是小乘教，而青年人都學習佛法。他們並不
開始就學了生死，而是歸依三寶，深信因果，增進向上，主要是修學不礙出世的人乘。
所以推進適應時代的中國佛教，不宜因循於過去，而應該隨時記著：青年人愈來愈處
於重要的地位了。中國佛教如不以適應青年的法門，引導他們來學佛，等於自願走向
沒落。
三、弘揚人間佛教，攝化的當機，應以青年為主，修學大乘，要以「利他為先」

弘揚人間佛教，攝化的當機，應以青年為主。了生死，當然還是佛法的一大事，但修
學大乘，要以「利他為先」。適應廣大的青年群，人菩薩為本的大乘法，是唯一契機
的了！
《佛藏經》說：耆老們，但知保守瑣碎的教條，偏於自利，不能住持佛法。虧了少數
青年，才將大法傳弘下來。32
31

素：8.平素；向來；舊時。
（
《漢語大詞典（九）
》
，p.729）
（1）參見《佛藏經》卷中〈5 淨戒品〉（大正 15，790a17-b21）
。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98-p.199）
：
鳩摩羅什所譯的《佛藏經》
，也有類似的說明，如卷中（大正 15，790a-b）說：
「一味僧寶，分為五部。……鬥事：五分事，念念滅事，一切有事，有我事，有所得
事。……爾時，世間年少比丘，多有利根，……喜樂難問推求佛法第一實義」
。
「爾時，增上慢者，魔所迷惑，但求活命；實是凡夫，自稱羅漢。」
五部，都是鬥諍事。其中，
「五分」是化地部的五分律；
「說一切有」是薩婆多部；
「有我」
是犢子部。經中所說五部（五事）
，大致與《大集經》說相合。而「年少利根」
，
「推求第
一實義」的，是五部以外的，與摩訶僧祇部相當。不過在大乘興起時，年少利根的是「人
眾既少，勢力亦弱」的少數。大乘，在傳統的部派佛教（多數）中，大眾部內的年少利
根者宏傳出來。大乘佛教的興起，情形是複雜的，但少分推求實義的年少比丘，應該是
重要的一流。大乘經中，菩薩以童子、童女身分而說法的，不在少數。如《華嚴經》
〈入
法界品〉
，文殊師利童子教化善財童子。舍利弗的弟子六千人，受文殊教化而入大乘的，

32

11

《佛在人間》
第五章、人間佛教要略

過去如此，未來也一定如此，青年眾來發心修學，才是發揚真正大乘的因素。如大乘
法中的文殊、善財、常啼等，都是現青年身，發廣大心，勇猛精進，學不厭，教不倦。
他們自身現青年相，也歡喜攝引青年學佛；這不是菩薩偏心，而是青年人具足了適宜
於修學大乘的條件。
人間佛教的動向，主要是培養青年人的信心，發心修菩薩行。如不能養成人間的菩薩
風氣，依舊著重少數人的（p.116）急證，或多數而偏於消極的信仰，那對於中國佛教
的前途，光明是太微茫了！
將來世局好轉，世界佛教區的來往容易了，大家不妨到錫蘭、暹羅、緬甸、日本去，
看看他們是怎樣的重視青年和適應他，用作我們弘揚人間佛教——大乘佛教的參考。
（貳）處世時代

處世時代：現代的又一傾向，是處世33的。
一、人天乘：戀世

佛法中，人天乘是戀世的，耽戀著世間欲樂，沒有出世解脫的意向。
二、小乘：出世

小乘與人天法相反，視「三界如牢獄，生死如冤家」
，34急切地發厭離心，求證解脫。
出世，不是到另一世界去，是出三界煩惱，不再受煩惱所繫縛，得大自在的意思。佛
說小乘出世法，是適應隱遁與苦行根性的。
出世總比戀世好，不會因貪戀世間的物欲，權力，將大地攪得血腥薰人。至少能不貪、
不瞋，養成社會上淳樸恬淡的風氣。
三、大乘菩薩：出世而又入世，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

大乘菩薩可不同了，菩薩是出世而又入世，所謂「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
大乘法中，在家菩薩占絕大多數。在家菩薩常在通都大邑35，人煙稠密的地方，利益
眾生，弘通佛法。如《華嚴經‧入法界品》
，
《維摩詰經》
，菩薩《本生談》
，都顯著地
記載那在家菩薩，
（p.117）在社會上現身說法的種種情形。大乘菩薩道的偉大，全從
入世精神中表達出來。
菩薩為大悲願力所激發，抱著跳火坑、入地獄、救濟眾生的堅強志願。與人天的戀世
不同，與小乘的出世也不相同。
菩薩入世的作風，在現代戀世的常人看來，非常親切，要比二乘的自了出世好得多！
四、時代傾向於戀世，唯有大乘的入世，才能吻合現代的根機，引發廣泛的同情，而漸化貪瞋的毒根

33
34

35

「皆新出家」
。這表示了，佛教在發展中，青年與大乘有關，而耆年代表了傳統的部派佛
教。
處世：1、生活在人世間。2、引申指參與政治或社交活動。（《漢語大詞典（八）》，p.838）
明 傳燈《維摩經無我疏》卷 5：「小乘之人，厭生死如牢獄，視煩惱為冤家，必破煩惱而後
證菩提，斷生死而後入涅槃，如身有癰疽，必針砭其肌膚腐爛其敗肉庶能有瘳。圓頓上根，
達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譬如無瘡之身。今滿慈為說小法，如庸醫於無瘡之身，而強加
以針砭，而傷其本體也。」（新卍續藏 19，641c8-13）
通都大邑：四通八達的大城市。
（
《漢語大詞典（十）》，p.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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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由於物質文明的發達，由「縱36我制37物」38，而發展到「徇物39制我」
。迷戀世間
物欲的風氣特別強，壓倒了少欲知足、恬澹40靜退41的人生觀。此時而以人天法來教
化，等於以水洗水，永無出路。如以小乘法來教化，又是格格不入。唯有大乘法——
以出世心來作入世事，同時就從入世法中，攝化眾生向出世，做到出世與入世的無礙。
菩薩行的深入人間各階層，表顯了菩薩的偉大，出世又入世，崇高又平常。也就因此，
什麼人都可漸次修學，上求佛道。
時代傾向於戀世，唯有大乘的入世，才能吻合現代的根機，引發廣泛的同情，而漸化
貪瞋的毒根。同時，現代也不容許佛徒的隱遁了。從前天下大亂，可以到深山去，闢
土開荒，生活維持下去，佛法也就延續下去。如山西的五臺山，陝（p.118）西的終南
山，每逢亂世，出家人都前往避亂專修。現在的情形不同，不但不同情你的遁世，就
是隱入深山，也會被迫而不得不出來。城市與山林，將來並無多大差別。隱遁山林的
佛教，是一天天不行了。
其實，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佛與弟子，不是經常的「遊化人間」嗎？大乘是適合人
類的特法，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不問都會、市鎮、鄉村，修菩薩行的，就應該到處去
作種種利人事業，傳播大乘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眾生的情況下，淨化自己，覺悟
自己。
山林氣息濃厚的佛教，現代是不相應的。應把這種習氣糾正過來，養成不離世間的大
乘胸襟，決不宜再走隱遁遺世的路子。中國佛教的崇尚山林，受了印度佛教中，一分
苦行瑜伽僧的影響。到中國來，又與老、莊的隱退思想相融合。這才使二千年來的中
國佛教，與人間的關係，總嫌不夠緊密。現在到了緊要關頭，是不能不回頭恢復佛教
的真精神，深入人間的時候了！
（叁）集體時代
一、佛教本來是重視團體生活的，現代社會也傾向於此

集體時代：在「法與毘奈耶」裡，已說到佛教團體生活的要義。佛教本來是重視團體
生活的，現代社會也傾向於此。不但政治重組織，就是農工商學等，也（p.119）都組
織自己的集團——工會、商會、農會等。佛法是應該適應時代的，時代已進向集體組
36

縱：放縱，聽任。
（
《漢語大詞典（九）》
，p.1001）
制：1、制裁，制服。
《國語‧晉語一》
：“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
治事，以制百物。”2、控制。
（
《漢語大詞典（二）》，p.661）
38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
〈第十、佛教的知識觀〉，
（p.294）
：
站在佛法的立場看，人類知識的發展，應盡量約束自我的私欲，使知識服從真理與道德的指
導，趨於道德的世界，真理的境域。若能服從真理，尊重道德，即能防止人類私欲的泛濫，
使損人利己的私欲，化為自利利他的法欲。這樣，知識愈文明，人類所受的實益愈大，也即
更接近於道德的真理的境地。可是近代知識文明，偏向了功利、物質的一面，忽視了精神的
宗教，道德，故人類知識的發展，反成了知識的奴隸；縱我而我愈不自由（我是自在自由義），
制物而反為物所控制，這才面臨無邊的苦痛與毀滅的威脅。
39
（1）徇（ㄒㄩㄣˋ）：1、誇示。2、掠取。3、謀求，營求。（《漢語大詞典（三）》，p.946）
（2）徇物：1、追求身外之物。2、曲從世俗。（《漢語大詞典（三）
》，p.947）
40
恬澹：亦作“恬憺”。同“恬淡”。清靜淡泊。
（《漢語大詞典（七）》，p.523）
41
退：1、退讓，謙遜。2、柔和貌。
（
《漢語大詞典（十）》，p.83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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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佛法也就該更著重於此。
民國以來，出家（在家）的組織佛教會，在家的創立正信會、居士林等，可說都與此
時代風尚相合。佛教會的成立，起初是重在對外，遇到利用政治或地方惡勢力，想侵
凌摧殘佛教，就運用此團體來抵抗護持。然佛教的團體組合，不專是為了對外；對於
自身的分子健全，組織嚴密，實有更重要的意義。
二、集體生活的意義
（一）生活在團體中才能真實的自利利他

學佛的主要目的，在自利利他。照佛說毘奈耶所指示，要生活在團體中，才能真實
的自利利他。就是自利的斷煩惱、了生死，依團體的力量，也是更為容易。這在一
般看來，也許覺得希奇！不知學佛的進入佛教團體，過著有規律的生活，行住坐臥，
語默動靜，一切都不能違反大眾共守的制度。
（二）佛教集體生活的三項特色

因為佛教的集體生活，有著三項特色：互相教授42教誡43，互相慰勉，互相警策44。
1、互相教授、教誡

佛弟子住在一起，關於法義，是互相切磋，問難。你會的講給我聽，我會的講給你
聽。當然，精通三藏的上座們，是更負起住持正法，引導修學的義務。如有意見不
合，或有不合佛法的見解，由大眾集會來議定，將錯誤的見解糾正過來。
2、互相安慰、勉勵

初學的（p.120）或者心起煩惱，想退失道心，就用柔輭語安慰他、勉勵他，幫助他
的信心堅定起來，努力向上。
3、互相警策

如有性情放逸，不專心佛法的，就用痛切語警策他。犯了戒，一定要親向大眾求懺
悔。知道他犯罪，大家有警策他，教他懺悔的義務。
（三）佛教的集體生活，不只是生活在一起，而是要引導大眾走上正常而向上的境地

這種集體生活，充滿著大眾教育的意味。所以佛在世時，雖有發心不純正的，但一
經出家，在團體中鍛鍊一番，也能引發真心，用功辦道，了脫生死。
這種集體生活的精神，古代的禪宗，很有些類似。如在禪室中放逸昏沈，供養他幾
香板。如參禪不能得力，向和尚及班首們請開示。因有教授教誡，慰勉警策的精神，
所以禪宗能陶賢鑄聖，延續了中國佛教一千年的慧命。
佛教的集體生活，不只是生活在一起，上殿過堂就算了，不只是注重表面的秩序，
而是在同一生活中，引導大眾走上正常而向上的境地。這樣的集團生活，自能發生
真正的力量。
42
43

44

教授：把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
（
《漢語大詞典（五）》，p.449）
教誡：同“教戒”。
（
《漢語大詞典（五）
》，p.450）
教戒：教導和訓戒。
（
《漢語大詞典（五）》
，p.446）
警策：1、謂以鞭策馬。2、引申為督教而使之儆戒振奮。（
《漢語大詞典（十一）》，p.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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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了發揚人間佛教，要趕快將集團的精神恢復起來！

佛教僧團，可說是自我教育、大眾教育的道場。僧團與學校不一樣，學校只是老師教
學生，僧團是進一步的互相教授教誡。
依佛說：上座而不發心教導新學比丘，是沒有慈悲，違犯上座的法規。教授、教誡、
慰勉、警策，是佛教集團的（p.121）真精神。這樣的相互教育，可實現在團體中的自
由；而每人的真自由，即佛法所說的解脫。
依律說：在僧團中，一切是公開的，真能做到「無事不可對人言」。做錯了，有大眾
檢舉，自己也就非懺悔不可。這樣的集團生活，做到「知過必改」，人人向上，和樂
共處，養成光風霽月45的胸襟，清淨莊嚴的品格。淨化自己，健全佛教，發揚正法，
一切都從此中實現出來。
近代組織的佛教會，對於健全僧品，發揚佛教，一時還不能發生力量。如外面由於時
代的需要，內部尊重佛教的精神，復興佛教的集團生活，相信不但能健全佛教，佛教
也必迅速的發皇46起來。因為，大眾和樂，僧品清淨，在有組織的集團中，不會因內
部的矛盾衝突而對消自己的力量。在和諧一致的情形下，信心與熱忱增強，大家能分
工合作，充分發展為教的力量。
過去，由於隱遁的、個人的思想泛濫，佛教的集團精神受到了漠視，這才使佛教散漫
得沙礫一樣。現在社會已進入集團組織的時代，為了發揚人間佛教，要趕快將集團的
精神恢復起來！
肆、修持心要
（壹）修持的定義

（p.122）學佛，是離不了修持的。
「持」是受持，是「擇善而固執之」47的意思。
「修」是熏修，是依著受持的佛法去學習。照中文的訓釋48，如修身、修理等，修有改
正的意思。依佛法，修是熏發義；由於學習，能熏發現在與未來的善根，叫做修。
（貳）大乘菩薩道之三要行：信、智、悲
一、凡是學習自利利他的，培養福德智慧的，都是修行

說起修持，有的總以為要擺脫一切事務，這是與大乘不相應的修行！大乘法門，如布
施，持戒，愛語、利行、同事，習定、修慧，念佛、供養、懺悔等，凡是學習自利利
45

光風霽（ㄐㄧˋ）月：1、雨過天晴時的明凈景象。2、喻人品高潔、胸襟開闊。（《漢語大詞
典（二）》
，p.227）
46
發皇：發達興盛。
（
《漢語大詞典（八）》
，p.554）
47
《禮記‧中庸第三十二》: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
48
訓釋：注解，解釋。
（
《漢語大詞典（十一）》，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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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培養福德智慧的，都是修行，決無離棄世間善行的道理。
二、依人間善法而進修菩薩行以「信、智、悲」為中心

依人間善法而進修菩薩行，依一切大乘經論，特拈49出三字為中心。
信——願‧精進
智——定‧方便
悲——施‧戒‧忍
（一）總說信、智、悲的重要性

信為修學佛法的第一要著，沒有信，一切佛法的功德不生。如樹木的有根才（p.123）
能生長，無根即不能生長一樣。
智是解脫生死的根本，斷煩惱，悟真理，都是非智慧不可。
小乘法重視這信與智，而大乘法門，格外重視慈悲。因為菩薩行以利濟眾生為先，
如悲心不夠，大乘功德是不會成就的，可能會墮落小乘。
（二）
「信、智、悲」與「願及六度」的關係
1、信：信與願、精進的關係

經上說：「信為欲依，欲為勤依」50。有了堅固的信心，即會有強烈的願欲，也一
定有實行善法的精進。這三者是相關聯的，而根本是信心。
如有人說某某法門最好，非此不了生死（如認為此外也有可以了生死的，那不行
就不一定是不信），但並沒有真實修持，這證明他並無信心，因為他沒有起願欲，
發精進。如人生了重病，病到臨近死亡邊緣，聽說什麼藥可以治，如病人真有信
心，那他會不惜一切以求得此藥的。如不求不服，那他對此藥是並無信心的。
所以願與精進，依信心為基礎，可說有信即有願有勤行，無信即無願無勤行的。
2、智：智與定、方便的關係

智慧，可以攝定，深智是離不了定的。
依定修慧，定是慧的基礎。
有了智慧，一切善巧方便，都逐漸成就了。
3、悲：悲與施、戒、忍的關係

悲，是利他的動力。如損己利人的布施，節51己和眾的持戒，制己恕他的安忍，都
是悲心的表現。
49

拈（ㄋㄧㄢ）
：1、泛指夾，取。2、拿，持，提。（《漢語大詞典（六）》
，p.450）
（1）《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8a16-b18）：
云何瑜伽？謂四瑜伽。何等為四？一、信，二、欲，三、精進，四、方便。……當知此中，
初由信故，於應得義，深生信解。信應得已，於諸善法，生起樂欲。由樂欲故，晝夜策勵，
安住精勤。堅固勇猛，發精進已。攝受方便，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故此四法，
說名瑜伽。
（2）大慈恩寺沙門 基撰《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 1（大正 33，27 c24-27）：
《瑜伽》云：信為欲依，欲為精進依。故入一切法，欲為根本。作意所生，觸所集起，受
所引攝，定為增上，慧為最勝，解脫為堅固。
51
節：節制，管束。
《易‧未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漢語大詞典（八）》
，p.117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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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發信心，引生智慧，長養慈悲，是大乘道的根本法門

依人乘行而學菩薩道，此三法即攝得六度四攝一切（p.124）法門。啟發信心，引生智
慧，長養慈悲，實在是大乘道的根本法門！
（一）啟發信心

信是信三寶，信四諦，凡是能增長信心的事情和言教，應多多去學習。依大乘經論
所說，初學大乘法，首先要起發信心。這如念佛（菩薩）
，禮佛（菩薩）
，讚佛（菩
薩），隨喜，供養，懺悔，勸請等，都是攝導初學，長養信心的善巧方便。見賢思
齊，為人類向上的攝引力。孔子服膺52西周的政治，時刻在念，連夢裡都常見周公。
學佛的要成佛作祖，當然要時時恭敬禮念諸佛菩薩，念佛、念法、念僧。能時時繫
念三寶，學佛成佛的信心，自然會成就。佛弟子在夢中定中，見佛見菩薩，也就是
信心深固的明證。
同時，有真實信心的，一定是了解佛法的。了解佛法，才會確信非佛法不能利濟自
他。有悲心，大乘信才得堅固，這是依人法而修菩薩所必要的。
如有悲與慧為助緣，信心培養得深厚堅固了，就能生起堅強的願力，不問如何艱難，
一定要學佛法，也一定要護持佛教。孔子說：
「民無信不立」53，世事尚要依信心而
成就，何況修學即世間而出世間的佛法？
（二）引生智慧

為了自悟悟他，非學智慧不可。對於經論的義理，非要理解個透徹。
但是慧學的閱讀經（p.125）論，聽聞開示，只是慧學的資糧。主要是於佛法起正知
見，了解佛法的真了義，依著進一步的思惟修習，引發甚深的智慧。這是為了學佛，
不是為了作一佛教的學者。
（三）長養慈悲

說到悲心，本來什麼人都有一點。如儒家的仁，耶教的愛，只是不夠廣大，不夠清
淨。
佛法的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就是要擴充此心到無量無邊，普被一切。初
發大乘菩提心的，可從淺近處做起，時常想起眾生的苦處，激發自己的悲心。
儒家有：「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54，是從惻隱55心中流出。
大乘法制斷肉食，徹底得多，但也是為了長養慈悲心種。由此養成悲憫眾生的同情，
52

服膺：銘記在心，衷心信奉。
（
《漢語大詞典（六）》，p.1204）
《論語‧顏淵第 12》：
子貢問「政」
。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54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 7 章》
：
（齊宣王）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孟子）曰：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55
惻隱：同情，憐憫。
（
《漢語大詞典（七）
》，p.65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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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發揚廣大，實踐救濟眾生的事業。
（四）小結

總之，如能著重啟發信心，引生正智，長養慈悲，大乘聖胎也就漸漸具足，從凡入
聖了！
四、「信、智、悲」與菩薩道「清淨身心、莊嚴淨土、成熟有情」之關係

信——莊嚴淨土
智——清淨身心
悲——成熟有情
信、智、悲三法，如學習成就，就是菩薩事業的主要內容。
（一）信——莊嚴淨土

信（願）能莊嚴（p.126）淨土，這或是往生他方淨土，或是莊嚴創造淨土，如法藏
比丘。這都是由於深信佛身佛土功德，發願積集功德而成。
（二）智——清淨身心

智能清淨身心，悟真理時，斷一切煩惱。得了正智，自然能身口意三業清淨，舉措
如法。
（三）悲——成熟有情

悲能成熟有情，即是實施救濟事業。菩薩的方便攝化，或以衣食等物質來救濟；或
在政治上，施行良好政治，使人類享受豐富自由的幸福。
十善以上菩薩，每現國王身，如大乘經所說的十王大業。56但菩薩的救度有情，重
在激發人類向上的善心，循正道而向樂果。
所以如有人天善根的，就以人天法來化導他。
如有二乘善根的，以二乘法來度脫他。
有佛種性的，就以大乘法來攝化，使他學菩薩行，趨向佛果。
56

印順法師《我之宗教觀》
（p.138-p.139）
：
依大乘經說，不但不輕視政治，大乘行者──菩薩，多居於政治領導者的地位，這就是著名
的「十王大業」
。在政治活動中，王──領袖是更有推動政治的作用。一般人看作權力而發
生爭奪；儒者看作淑世利民的大道，而毅然以治平為理想（由於儒者以卿相自居，所以不敢
作帝王想，而只想致君於堯舜）
；佛法卻看作福慧熏習的殊勝因果。王──政治領袖，在古
代是世襲的，這雖然有的昏庸淫亂，禍國殃民，但也有他的福報，生在王家，不求而自然得
來。如從臣宰而進登王位；或從平民而登帝位，如劉邦等；或者經民眾選舉出來的。總之，
要有政治的智慧，毅力，組織力，感召力，知人善任，才能成功。這一切，不僅是現生的學
識經驗，也是往昔生中的福慧熏習。所以在菩薩的學程中，常常出任國家的元首。
經上說：初發大心，修十善行的菩薩，起初是得「粟散王」──小王的果報；功德增勝了，
得鐵輪王報，這是以武力而統一南洲的大王。十住菩薩得銅輪王報。十行菩薩得銀輪王報。
十迴向菩薩得金輪王報，統一四大洲。本著慈悲心來修菩薩行，利人的功德越大，福報所得
的王權，也越來越大。因為菩薩修行，一定要以「布施」
，
「愛語」
，
「利行」
，
「同事」──四
攝法來攝導眾生，也就必然與群眾結緣，受到群眾的信任與擁戴。這樣，修身成就後，從事
治國平天下的大任，佛法豈不是與儒家完全相合？只是佛法以為，不一定要從政，才能利益
人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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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菩薩悲心悲行所成就。
（四）人菩薩行應把握「信、智、悲」為修持心要，平衡發展，不可偏廢

菩薩道的三大事，就從起信心，生正智，長大悲的三德中來。所以，由人菩薩而發
心的大乘，應把握這三者為修持心要，要緊是平衡的發展。切勿偏於信願，偏於智
證，或者偏於慈善心行，做點慈善事業，就自以為菩薩行。
真正的菩薩道，此三德是不可偏廢的！（仁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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