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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6 年 10 月 29-30 日江蘇無錫

惠山寺，舉辦一場佛教義理研

討會，主題：「印順法師佛學思想

反思與探討」，表面上是「反思」，

實際上是「反對」，曲解導師思想，

不從法義本身論究，完全背離導師

「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精神。這些

大陸學者、法師（含極少數台灣反

對導師思想的法師）藉學術之名包

裝，無謂的以不相干的理由來中傷

導師。

淨耀法師時常來往兩岸，接觸許

多信徒，建議導師的根本道場，應

該有所回應，遂促成 11 月 12 日這

場「佛經結集與大乘佛教研討會」。

本研討會秉持著「無諍之辯」的精

神，以「顯正」為主軸，所以，設

定這次的研討會由住持宏印長老主

持，而邀請長慈法師、呂勝強老師

及林建德教授來主講三個主題。

研討會當天滿座，有來自香港、

台灣的各地法師、學者及法友，

另外，無法親臨會場的香港、高

雄兩地法友則採視訊同步轉播，

同步提問交流意見。所有研討會

實況影音、文字檔案，全上傳至

「慧日講堂影音下載」網站（http://

video.lwdh.org.tw/html/lecture/rwjz.

html），供大家觀看查閱。

二、研討會內容略述

（一）呂勝強老師「阿含等原始

聖典的結集與大乘思想的淵源」

導師對於原始佛教的專精研究，

受到日本原始佛教權威學者水野弘

元推崇說：「總以印順法師之《雜

阿含經部類之整編》一文，不論究

其組織型態，乃至其復原層面，都

是極其合理的，其評審、確實及整

合性等點，都遠遠超逾於日本學者

的論說。」

導師《原始

佛教聖典之集

成》一書是為

回應近代佛教

研究，特別是

印度佛教，原

始佛教的研究

受西方學者的

影響，重視巴

利語，那只是

赤銅鐷部的說

法，而以巴利

聖典是原始佛

教的權威，不

知漢譯聖典多元包含其他各部派的

說法，對研究原始佛教更有價值。

另外，導師是目前唯一閱完南、

北傳大藏經的法師，也曾為法尊法

師《密宗道次第廣論》潤筆，從根

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

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秘密

大乘佛教，還有南傳佛教、藏傳佛

教，無不了解，真是劃時代的義學

高僧。

（二）長慈法師「般若經知傳出、

集成與弘傳」

大乘經的體裁，因襲了初期集成

的《阿含》部類的形式，從「如是

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起，

是看做佛「親口」所說的，其實在

《阿含經》也有眾多佛弟子說法。

對於初期大乘經，古人以為出於釋

尊的時代，這種見解是不能為近代

學者所接受的。所以，導師許多著

作是具有學術味的，其對象主要是

學者，要以學術的方式才能與之溝

通，因為這些學者在大學任教，有

發語權，如果對佛法的正見不足，

影響佛教的弘傳是很大的。

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一書是回應南傳佛教「大乘非

佛說」的不實指控。導師說：大乘

經師的傳出經典，即使是編集，也

決不以為是創作的、偽造的。因為

大乘法義在信仰上、修證上，都有

所秉承，在不斷傳述中，日見具體

而集錄出來。在集錄者的心目中，

這是佛所說過的，從和尚、從前的

大德，傳下來而歷時傳承的佛法。

初期大乘行者，超越的佛陀觀，是

信願的，甚深無差別的法觀，是智

證的。在信仰的感覺上，智證的體

驗中，一切迴向法界、迴向菩提、

迴向眾生，自我消融於法界、菩提、

眾生中，沒有留下集出者的名字，

也沒有說到集出的時間與地區。明

明是存在於現實時空中的印度佛教

文化，而集出者是誰？時間與地區

卻沒有明確切實的說明。這就是初

期大乘的特性，也是印度一般宗教

文化的特性。

《般若經》大量的集成，認證佛

典能否依之修正的準則，就是「佛

語具三相」：一是修多羅相應，二

是不越毘尼，三是不違法性。其中，

不違法性是大乘經最重視的，引以

此為準則的。不違法性，重於義理

（論證的、體悟的），也就是不違

法相（性）是即佛說。這一勘辨「佛

說」的標準，與非宗教的世俗的史

實考辨不同，這是以佛弟子受持悟

入的「佛法」為準繩，經多數人的

共同審核而決定的。「般若經」所

說，非一般所能信解，那是因為聖

者自證所表示的，不適一般世俗知

識所能夠理解。但依聖者自證真如、

法性的體驗而說，是決定可信的。

（三）林建德教授「大乘經的結

集過程——以華嚴經為例」

佛法不等於佛說（佛所親說）：《大

智度論》說：「佛法非但佛口說者，

是一切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皆

出佛法中。如佛毘尼中說：何者是

佛法？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字

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

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

《華嚴經》是不同部類的綜集，

集出的時間應大分為三期：一、初

編，如《兜沙經》、《菩薩本業經》

等所表示的，在西元 150 年時，一

定已經完成。二、《入法界品》與

《世界成就品》等，《大智度論》

已加以引用，推定為龍樹以前，西

元 150-200 年所集成。三、集成現

存《華嚴經》那樣的大部，近代學

者做出不同的推論，依個人的意

見，贊同西元三世紀中說。當然，

在大部集成以後，補充幾段，或補

◎洪敏哲

佛經結集與大乘佛教研 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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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曆 農曆 星期 活動名稱

01/24 12/08 三 臘八菩提法會

03/10 01/23 六
印順導師思想 

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04/08 02/23 日 八關齋戒

05/22 04/08 二 浴佛法會

06/03 04/20 日 新舊住持交接典禮

06/10 04/27 日 新竹福嚴精舍法會

共修法會行事曆
慧日
講堂

107年度上半年

◎釋開仁

安般念禪二

12月 9 日至 10 日，慧日講堂禮請開印

法師指導「安般念禪二」。安般念三

摩地在原始佛教中，佛沒有嚴格的區分為止

或觀的業處，從契經來看，安般念又稱為入

出息念，其含有止修觀修、通達四聖諦和明

解脫之意義的；而將之限定或偏向於止業處，

實是後來論師之看法，這個觀點需要先定位

好的，就如慈心禪，於契經同樣是通於解脫

的方法。

智者的《六妙門》說：「阿那般那，三世

諸佛入道之初門門……三乘得道之要道。」

這裡的三世諸佛跟南傳注釋僅談過現二世稍

有不同。從智者、覺音及律釋來看，都有增

入「數息」的方法，然如法護《第一義寶涵》

所言：數字在有正念住於所緣上時，即可放

捨之。

其次是談「身至念」與「安般念」之關係。

經說：身至念是佛出現之前，一切異學所無

有的修行方法；並說，此法將導向於震撼及

解脫利益，意即，完全是從身體自性和實相

來解說；因為身至念包含「遍攝身」（止）

及「所緣身」（觀）之內容。相對的，安般

念只是身至念中十四種方法之一，而《清淨

道論》亦說到，安般念即遍攝身（止）的三

摩地。

《攝義論》說修習安般念有三次第：遍作

相、取相及似相。而有三法：相、出息和入息，

才有所緣的存在。1、遍作相：是完全的準備

相，重於前五識，由身觸（息 =A，身 =B）

把取所緣（重疊處 =C）的第一步。2、取相：

重於意識。3、似相：純意識，屬欲界及色界

心。1、即正念的守住所緣，2、是正知的了

知「入出息」、「長短息」及「遍身息」，3、

為止身行。

在修習的過程中有三要項須注意：一、方

法，二、加行，三、善根。開始時，對方法

的掌握要清楚，其次即決意要實習，最後的

結果則端視個人的善根傾向而定了。而留住

所緣的要訣亦有三：歡喜恭敬、見欲過患與

決意不斷（多久不中斷）。

入一品，都是有可能的。

三、結語

宏印長老說：今天我們這個研討

會研討的主題非常重要，探討原始

聖典的結集、大乘思想的淵源，從

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及大乘經典

怎樣的傳出、集成。我記得導師在

《佛法概論》中說：「大乘經是藝

術化的，小乘論是科學化的。」「藝

術化」我覺得非常貼切、非常傳神。

當我讀《妙法蓮華經》中〈譬喻品〉

和〈方便品〉，感觸特別深，大乘

是譬喻的、是方便的、是暢佛本懷

的，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的，是如

實說、權宜方便說的。古德其實早

有點出，導師說「大乘經不是佛親

口說」，是回應現代人學術的挑戰，

回應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挑戰。

記得導師 90 幾歲時，我們去拜

見，他還是不時強調：「我是信大

乘的。」大陸一些學者、法師，批

判印老反對大乘，還扯到政治相

關，實在不可思議。呼籲新一代大

陸佛教學者，以及要維護傳統佛教

的人，要把印順導師佛教的思想當

作漢傳佛教健康的發展，是漢傳佛

教的新血輪，結合理性建立更健康

的發展，不是關起門來，把漢傳佛

教只局限在隋唐以來這些祖師說而

已。如此，才能在現在重視科學、

科技的文化時代，建立起科技人文

的佛教信仰。導師的佛教思想是不

離漢傳佛教的，導師是維護大乘佛

教的，大乘佛教也是漢傳佛教。大

乘經是佛法，佛法不一定是佛親口

說。所以一切佛經的結集沒有真偽

問題，只是了義、不了義，如實說、

方便說而已。

最後，回應香港佛友提問：「對

不實曲解、中傷導師的言說，我們

在學習中的凡夫如何能『聖默然』，

如何回應比較好呢？」林教授答說：

「止謗莫過於無諍，年輕時，只要

有人批評導師思想，我就會挺身相

鬥，還曾經集出《諸中說第一》一

書。後來發現攻擊者他們的理解、

動機、心態、背景，甚至他們的訓

練、素

養都不

夠，出

手回應

似乎高

度不一

樣，實

在白費

心力。

而且有時候是信仰問題，信仰是沒

有對錯、沒有真假、沒有是非，所

以，我才說默然。」宏印長老說：

「這是悲憫眾生，導師曾說：『人

家在走路，有的要扶著拐杖走的

時候，你暫時不要拿走他的拐杖

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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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丹 ◎杜春蓮

佛教禪修的心要 
四念處的當代應用

佛教養生學的

理論與實務

9月 24 日的人文講座，是邀

請寬謙法師來演講「妙法蓮

華經暨經變」。由於法師有建築

碩士的專業，又得到她父親楊英

風大師的真傳，因此對於佛教藝

術有優異的成就。法師講經善用

圖表解經，讓人容易掌握大意。

首先，法師扼要解說《法華

經》的組織架構與要義。整部

《法華經》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一、為蓮故華，二、華開蓮現，

三、華落蓮成。或者，同其他經

典般的分段，其也可分成序分、

正宗分和流通分。

《法華經》的特色是非常善用

譬喻，經題本身就有譬喻性，經

中又舉了有名的法華七喻：1、

火宅三車喻，2、窮子喻，3、藥

草喻，4、化城喻，5、繫珠喻，

6、髻珠喻，7、良醫喻。

法師在扼要的解說各品大意

後，採用投影片，一一講解在敦

煌石窟裡面十幾幅有關《法華

經》的經變圖，說明圖畫所表現

的《法華經》之義涵，讓大家大

開眼界。相信下次再去「莫高

窟」參訪的時候，一定更有收

穫。

10月 26 日法鼓文理學院溫

宗堃博士來主講「佛教禪

修的心要：四念處的當代應用」。

首先，溫教授說他和正念的相遇，

起緣於佛法的啟蒙，再經過與馬

哈希禪修得知當代正念，及在蘇

州遇見卡巴金博士（Jon Kabat-

Zinn），後參加 MBSR 的培訓。

現是麻州大學正念中心合格正念

減壓師資。

正念有療癒的力量，正念又稱

「覺知」──溫柔態度的覺知。

正念，乃人類本有的能力。相關

的論述，存在於不同的修行傳統，

然有系統的正念實是根源於西元

前五世紀佛陀所敘述的佛教心理

學：苦、苦的原因、苦的止息、

止息苦的方法。把它放在當代的

運用，如企業、教育等的正念減

壓。

什麼是正念領導

力？一、自我覺察：

正念的領導者了解如

何智慧地回應壓力 ，

並學習在充滿挑戰的

情境中做出更富機智

和創性力的選擇。

二、真誠：正念的領

導者把完整的自己帶

入工作中，不必裝成

別人。他們坐而言、

起而行。人們感受到

他們的誠懇和真實。

三、悲憫：正念的領

導者重視高品質的人際關係，他

們學習創造善良和富創造力的文

化，而非壓力的文化。

其次，溫教授介紹正念練習方

法、正念研究現況、當代正念與

傳統正念的不同，以及正念減壓、

正念認知治療等課程。

有關正念減壓的練習方法：每

日用 45 分鍾至 1 小時的練習；靜

坐（覺察呼吸）身體掃描、正念

伸展（站姿丶臥姿）、正念靜坐

（呼吸與身體，無揀擇的覺知）、

正念步行，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正

念。

佛教的禪修不是去除雜念，而

是了解雜念，不是趕走壓力，而

是學會要和壓力和平相處。佛教

的禪修，應該要跟進當代應用的

社會需求，才能讓釋尊的心理治

療法普及更廣。

11月 26 日聆聽性廣法師的

「佛教養生學的理論與實

務」講座，收穫滿滿。首先，法

師教導大家怎麼才是正確的坐姿

與站姿。姿勢正確才能坐得省力、

放鬆、健康，禪修也才能得力。

不正確的姿勢，使肌肉僵硬，會

造成人體的酸痛生病。法師以一

具人造的骷髏作道具，說明、示

範怎麼才是正確的姿勢，並要求

大家黏貼牆壁去體會。

接著，法師教導大家兩套養生

功法：一、抬腳柔胯：保持身體

的平衡中線，全身放鬆，然後，

左腳、右腳輪流抬高，心念要放

在站著的一隻腳。初階練習可以

儘量做，累了就休息。一有空就

可以做，剛吃完飯也沒有關係。

真正有效，要一天做 600~1000

次，或 1 小時以上。持續做，幾

年下來就會完全改善。

二、抬手鬆肩：保持身體的平

衡中線，全身放鬆，然後，雙手

向上揮舉，要儘量往後拉。一天

要做 600~1000 次，時間約 18 分

鐘到半小時。

力量的運作是筋膜的作用，而

力量的生長儲存生發是肌肉的功

用。端正的姿勢很重要，骨頭擺

得端正就能端姿坐正。維持姿勢

平衡的要點：1、做為身體定位的

基礎是骨骼。全身骨架要端正挺

拔。從人體正面找出正面的平衡

中線：從眉心、人中、胸骨上窩、

膻中，肚臍、恥骨連合。行住坐

臥要用對支撐點，行動時關節要

靈活。2、維持姿勢的肌肉要正確

用力。3、以心念覺知身體的平衡

中線。4、骨骼堅韌。

其實，調整的原理很簡單，鬆

開扭曲糾結的肌肉，強化筋膜支

撐與肌肉力量。筋膜的作用就是

支撐推動。所以，養生第一功法

就是柔胯鬆肩；動作牽引很多部

位，看看人體肌肉圖就知道了。

比去給人家按摩還要好，按摩是

點的，而這功法是全面性的。做

這柔胯鬆肩兩動作就能痊癒全身

的酸痛，還有一個動作就是墊腳

跟。其他的功法不是無效，而是

動作太煩鎖冗長，無法持久。

講理論，這就是佛教說的四大

──地水火風的特性。四大不調

人就生病，四大調和人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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