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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義何在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73 ~ 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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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 

人生的意義何在 

    「人生的意義何在」？這是個大問題。人從有生以來，很快的老了，死了；

在生老病死的過程中，忙著工作，也忙著喫，忙著穿……。這到底為了什麼？到

底有什麼意義？ 

謎一樣的問題，
〔1〕

在兒童，在渾渾噩噩，順從社會習慣而過著一生，不曾想到這

一問題的，固然是有的。
〔2〕

但感受敏捷的；或環境惡劣，事業挫折，身體受到病

苦侵襲，失去一分，甚至失去了一切希望。那時，這個問題──這一生到底為了

什麼，忙些什麼，就會湧現心頭。雖然問題的偶然想起，或一直縈迴腦際，並不

                                                
1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上標編號（如：
〔1〕

）」，為編者所加。 

4、梵巴字未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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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決，還是不得不一直忙下去──忙著工作，忙著喫，忙著穿…… 。唉！到

底「人生的意義何在」？  

 

一、 世間的看法 

（一） 醒世歌「一切都是空的」（人生毫無意義），與佛法「一切皆空」完全不同 

    「一切都是空的」──在某些人心中，得到了這樣的答案。在這些人的意見，

人生忙著工作，忙著喫，忙著穿……，實在毫無意義。過去，流傳一首通俗的「醒

世歌」。開頭是：「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冥在其中」。說什麼：「夫也空，妻也

空，大限來時各西東」。「母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末了說：「人生好

比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老辛苦一場空」！這是多麼失望，多麼空虛呀！

「一切都是空的」──人生毫無意義，與佛法的「一切皆空」，解說上是完全不

同的。 

〔一〕
「醒世歌」代表的看法，一切都歸於失望，幻滅，人生毫無意義。

〔二〕
而佛法

卻是：〔1〕從現實人生中，否定絕對意義，肯定其相對的意義；〔2〕更深入的，揭示

人生的絕對意義，而予人以究竟的歸宿。  

（二） 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一、在現實人間；二、在未來天國 

    雖然在人生的旅程中，受到空虛、失望、幻滅的侵襲，但人總不能沒有意義。

即使是不完善、不正確的，也總會有些意義，以安慰自己，一直活下去。如古人

說：「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也就是以為如能這樣，就不虛此生，

而具有不朽的永久意義。 

大概的說，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不外乎二類：一、在現實人間；二、在未來天

國。3 

1. 現實人間（家族、國家、全人類）：終歸空虛，逃不出醒世歌看法 

在現實人間的，
〔1〕

或重視家庭──家族的繁衍：這是將人生的意義，寄存於家族

的延續。所以人雖死了，而有永久的意義存在。中國儒家，是特重於此的。人在

                                                
3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a1 ~ p.a2： 

    現在來看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舊作，當然是不會滿意的！然一些根本的

信念與看法，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 

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對於我的作品，應該是最重要的！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那敘述與

論斷，即使錯誤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采。否則，正確的敘述，也不外乎展轉傳抄而已。我的

根本信念與看法，主要的有：  

    Ⅰ佛法是宗教。  

    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如作為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會正確理解的。

俗化與神化，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中國佛教，一般專重死與鬼，太虛大師特提示「人生佛

教」以為對治。然佛法以人為本，也不應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鬼化非（天）

神化的人間佛教，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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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緜延中，「承先啟後」。所以人要能「裕後光前」，對祖先要慎終追遠。老祖

母們，別無所求，只希望有幾個孫兒。生前「含飴弄孫」，死後承受其祭祀。這

樣，就可以忍受苦痛，安心地了此一生。依於這一意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而我人所作的事業，或善或惡，也會報在兒孫。所以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2〕

或重視國家，將人生的意義，寄存於國家中。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以為

個人從屬於國家，唯有在國家中，人生才有意義。似乎人的一生，只是為了實現

國家的大方針。 

這與家族緜延，本出於同一根源。古代某些氏族，以全族為一體；而任何一人受

到損害，看作對全族的損害，而採取全體的報復。在這種觀念下，為氏族而作戰

犧牲，被提升到神的左右。等到氏族的擴大而組成國家（或融合多數氏族），就

形成人生的意義，存在於國家的強盛與繁榮。儒家重視近親，因而重視家庭或宗

族，這才分化了。  

 

    〔3〕或著眼於全人類，而以人生的意義，存在於人類社會的進步之中。人類

的進步，人生才有意義，也就是人類的理想。所以人類但應為全人類的進步，多

數人的利益而努力。  

 

    將人生的意義，寄存於家庭，國家，全人類，並不是人類所願意的，而只因

個人的身心組合，不久朽壞，而得不到著落。然而，這就能確立人生的意義嗎？ 

〔1〕
重在家庭，如人生而沒有兒女的，那就豈不是人生就沒有意義！

〔2〕
重在國家，

而從歷史看來，多少盛極一時的國家，而今安在？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陳

跡了。
〔3〕

全人類嗎？人類──我們所知的現實人類，依地球的存在而活動。雖可

能是遠在將來，但卻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地球毀壞了，到那時，人類文化的進步，

人生的意義，又如何存在？ 

這麼說來，一般所說的人生意義，終歸空虛，竟逃不出「醒世歌」所代表的看法。  

2. 未來上生天國：過於渺茫（現生不可能進入天國；天國不能於現生證實，故只是信

仰） 

    從未來上生天國以說明人生意義的，是一般宗教，特別是西方神教。在天神

教看來，人間只是空虛。4人類的生在人間，信神，愛神，奉行神的旨意，為了

                                                
4（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3 ~ p.14： 

天上，依印度人與一般神教者的看法，是淨潔的，光明的，喜樂的；而人間卻充滿了罪

惡、黑暗與苦痛。 

但釋尊從「佛出人間」，「人身難得」的見地否認他。理智的正覺，解脫的自由，在人

間不在天上。所以說：「人間於天則是善處」（增含•等見品），人間反成為天神仰望的

樂土了。人生，不但是為了追求外物的五欲樂，也不在乎嘗受內心神秘的定樂；應重視

人間，為正覺的解脫，而勵行理智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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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來的進入天國。據說：世界的末日到了，不信神的將陷於永苦的絕境；信

神的將進入天國，享受永恆的福樂。 

嚴格的說，在人間的一切信德善行，不過是為了進入天國作準備而已。然而天國

是未來的事，而現生卻不可能進入天國。那麼，這只是信仰；因為在現實人生中，

天國是不能證實的。5 

以不可能證實的天國，作為人生的究極意義，不覺得過於渺茫了嗎？  

 

二、 佛法：現實人生，否定絕對，肯定相對；更深入人生絕對意義、究竟歸宿 

佛法對於人生，
〔1〕

否定其絕對意義，而說是苦，是空。
〔2〕

然而人生不是沒有

相對的意義；如沒有相對意義，也就不可能經實踐而體現絕對的意義了。 

（一） 否定現實人生的絕對意義（本體常、樂、我）：無常、苦、空無我 

先從人生的相對意義來說。依佛陀的開示，人生，世間，不外乎「諸行」──一

切生滅現象，生滅流變的過程。沒有不變的，稱為「無常」。「無常」，那就沒有

永恆的福樂，終歸於滅，終歸於空，所以說是「苦」。苦，那就沒有究竟的，完

滿的自由，所以說「無我」（我，是自在義）。 

〔1〕
婆羅門教面對這樣的人生世間，構想一形而上的實體，說是「常」，是「樂」，

是「我」。
〔2〕

佛陀徹底的否定他，稱之為顛倒。佛陀是面對現實，而說「無常」、

「苦」、「無我」的正觀。 

在無常苦無我的正觀中，又怎樣肯定人生的意義呢？ 

（二） 肯定現實人生的相對意義：緣起無常無我的因果相續 

1. 緣起的存在，有同時的互相關係、前後的延續關係 

    依佛陀的開示，人生世間，是「緣起」的。緣起的意義是：一切現象，一切

存在，所以成為這樣的現象，這樣的存在，並不是神意的，不是自然的，不是宿

                                                                                                                                       

人類的心眼，早被神教者引上渺茫的天國；到釋尊，才把他們喚回人間。 

（2）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5： 

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如果說有依人乘而發趣的大乘，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那麼人間

成佛與天上成佛，就是明顯的分界線。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 

人間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間，就是天上，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請熟誦佛陀的

聖教，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諸佛世尊皆出人間，不在天上成佛也」！ 
5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59： 

    在一切生滅有為法上，觀察其當體悉皆虛偽、空寂，無有實法，一切只是假名安立；如是

遣離有無二邊見，而證入解脫涅槃。 

說到涅槃，大家都知道有兩種：無餘依涅槃，固然無身心可說；但有餘依涅槃，阿羅漢們在

生前就都證得了的。所以涅槃之滅，要在現實的事事物物上，一切可生可滅、可有可無的因

果法上，觀察它都是由因緣決定，自身無所主宰，深入體認其當體空寂；空寂，就是涅槃。 

這是在緣起的流轉還滅中，見到依此不離此故彼性空，性空故假名，可稱為中道空寂律。這

是諸法的實相，佛教的心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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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依緣而起的。 

在主要的、次要的，複雜的種種條件，種種原因下，才成為這樣的現象，這樣的

存在。一切依於因緣；對因緣說，稱為果。所以人生世間，是無限複雜的因果系，

受到嚴格的因果法則所規定。  

 

    從緣起來說，人是緣起的存在。緣起，有對他的同時互相關係，對自（也間

接對他）的前後延續關係。6〔1〕例如人，在同一時間，與其他的人，眾生，自然

界的地、水、火、風（空氣），是有互相關係的，展轉的互為因果。一種存在，

就是一種活動，當下都有對自對他的不同影響，成為不同的因果關係。〔2〕例如一

個國家，無論是政治，經濟，教育，外交……，一種措施，一種行動，都會或多

或少的影響別的國家；當然，受到最深遠影響的，還是自己（國家）。
〔3〕

一個社

團，一個家庭，也是這樣的。所有的行動，都要影響別的社團、家庭；而更主要

的，影響了自己（社團、家）。〔4〕個人也是這樣，無論語言文字，身體行為，都

會影響別人，當下又影響了自己，影響自己的未來。就是沒有表現於外的內心行

為，也（對他）影響生理，更深遠的影響自己的內心。 

緣起世間，緣起人生，就是這樣的能動被動，對自對他的關係網絡。經中形容為

「幻網」，「帝網」，從無限的相互關係，延續關係中，去理解人生──世間的一

切。  

 

    依緣起的因果觀，佛法確認人生的身心活動，或善或惡，不但影響於外，更

直接的影響自己，形成潛在的習性（姑約業力說）。等到一生的身心組合，宣告

                                                
6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6 ~ p.17：   

佛法中，從信仰到證悟，有「解」「行」的修學過程；解是了解，行是實行。佛法的解行有

無量無邊，現在僅舉出扼要的兩點，加以解說。先說理解方面的：一、「生滅相續」；二、「自

他增上」。 
〔1〕

生滅相續，說明了我們的生命，是生滅無常，延續不斷的，也就是「諸行無常」義。人生

從孩童到老年，無時無刻不在演變中，雖然是不斷的變化，後後不同前前，但永遠相續著，

還有他個體的連續性。擴大範圍來說：今生一期舊的生命結束，新的生命又跟著而來，並不是

死了就完了。就如今晚睡覺，一夜過去，明早再起來一樣。明白了這種道理，才能肯定那業果

不滅的道理。就現在說：如一人將來的事業，成功或失敗，就看他有否在家庭與學校中，受過

良好的教育。又如年輕時，如不肯努力，學會一種技能，不能勤勉的工作，年紀老大時，生活

就要成問題。這一簡單的原理推廣起來，就顯示了今生若不能做一好人，不能積集功德，來生

所得的果報，也就不堪設想了。換句話說，要想後生比今生更好，更聰明，更幸福，今生就得

好好地做人。這前後相續，生滅無常義，可以使我們努力向上向善的目標做去。  

    
〔2〕

自他增上，「增上」是有力的、依仗的意思。人類生活於社會上，決不能單獨的存在，

必須你依我，我依你，大家互相展轉依持。如子女年齡幼小時，依靠父母撫養教導；等到父母

年老，也要依子女侍奉供養。推而廣之，社會上一切農、工、商、政，沒有不是互相依仗而展

轉增上的。依佛法說，範圍更大，宇宙間一切眾生界，與我們都曾有過密切的關係，或者過去

生中做過我們父母兄妹也說不定。只因業感的關係，大家面目全非，才不能互相認識。有了這

自他增上的了解，就可培養我們一種互助、愛人的美德，進而獲得自他和樂共存。否則，你

害我，我害你，互相欺騙、殘害，要想謀求個人的幸福，世界的和平，永遠是一個不可能的問

題。所以，世界是由我們推動的，要想轉穢土成淨土，全在乎我們能不能從自他和樂做起而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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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死亡，潛在的習性（業力），就以自我愛染的再生欲（「後有愛」）為緣，

又展開一新的身心組合，有一新生命的開始。對過去說，這是受到過去業力所決

定的（但佛法還有現生的功力，所以不落於定命論）。 

佛法是這樣的，從緣起因果的延續中，無常無我（沒有一般宗教所說的，不變的

個靈），而一生一生的無限延續下去。正如國家一樣，並沒有不變的國家實體，

而王朝不斷崩潰，又一個個的宣告成立。確認人生是這樣的緣起，就會肯定人生，

或善或惡的一切，或者現生受報，或在未來的新生中受報。 

總之，因果是必然的定律。這一生的身心，可以崩潰死亡，而或善或惡的行為，

影響自己，決定不會落空。眾生業報的延續，或善或惡，都有或正或負的價值，

而影響未來，受或樂或苦的果報。所以死亡是生命的一個過程，而不是從此消滅。

一切都有果報，而又一生一生，不斷的造作新業。 

暫時的苦難，墮落，都不用失望；這是短暫現象，前途是充滿光明的。不過，離

苦得樂，唯有順從因果定律，從離惡行善中得來。此外，沒有任何幸運，也不是

神力所能幫助。7 

2. 人生難得：人有三種特勝，唯人能超越相對契入絕對（最初悟證） 

    人生，是善業所得；而現生的行為善惡，成為未來升沈的樞紐。「人生難得」，

佛一再的告示我們。可惜的是，一般佛弟子，誤解佛法，所以僅有人生是苦的歎

惜，卻少有「人生難得」的慶幸！8依經上說：人類有三種特勝，不但勝過畜生，

                                                
7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24 ~ p.225： 

    三世論者，是印度宗教的特色，而佛教最為究竟。人類與一切眾生，是無限生命的延續；

不是神造的，也不是突然而有的，也不是一死完事的。這如流水一樣，激起層層波浪；生與

死，只是某一階段、某一活動的現起與消散。依據這種三世論的信念，便擺脫了神權的賞罰，

而成為自作自受的人生觀，肯定了人生的真意義。我們在前生，思想與行為，如向於自利利

人的、善良而非邪惡的，今生才能感到福樂的善果。這樣，如今生而不再勉力向善，一死便會

陷入黑暗的悲慘境遇。有了這三世因果的信念，想起從前，能夠安命，決不怨天尤人；為了

未來，能夠奮發向上，決不懶惰放逸。安命而又能創命的人生觀，是三世因果論的唯一優點。 

還有，
〔1〕

從無限延續去看，受苦與受樂，都是行善與作惡的結果。善行與惡行的因力，是有

限的，所以受苦與受樂，並不永久如此，而只是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階段。任何悲慘的境遇，

就是地獄，也不要失望，因為惡業力盡，地獄眾生是要脫苦的。反之，任何福樂的境遇，那

怕是天國那樣，也不能自滿。因為善業力消盡，還有墮落的一天。所以真正的三世論者，在

一切境遇中，是充滿了希望，而又不斷的向上精進著。 
〔2〕

從自作自受而看到共作共受，每一家庭，每一國家，在歷史的延續中，也從來就符合這因

果升沈的規律。 
8 印順導師《無諍之辯》p.195 ~ p.196： 

在中國佛教中，很少能聽到：此生幸得聞法，幸得出家，死而無憾。更沒有聽說：臨命終時，

念施、念戒、念天而心無恐怖。 

一般信佛的，布施、誦經、念佛、禮懺，求現生福樂的多，而為消罪業，死了減少（鬼）地獄

的痛苦著想，是大多數（這是經懺特別發達的原因）。少有人說：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

聽法供僧因緣，布施因緣，持戒因緣，將來一定解脫，一定成佛；充滿信心與理想，而生活

於三寶光明的攝護之中。 

不知（歸依三寶）發菩提心的，所有一切功德，與一般不同，都傾向於出世，為成佛作因緣。

反而將歸依、布施、持戒，一切為法為人的善行，看作與本分事一無用處，死了就前功盡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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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地獄，也勝過了天神。人類所有的特勝是什麼？是道德，是知識，是堅強的

毅力。9 

                                                                                                                                       

中國佛教向高處發展，但從淺處看，在業果相續中，傾向三寶，而福慧展轉增長，直到成佛

的理論――從世間而漸向出世的因果信仰，太差勁了！死了變鬼，一死而前功盡棄的習俗信

仰，深深的影響中國佛教。與至圓至簡至頓的大乘佛教相結合，也就難怪「說大乘教，修小乘

行」了！  
9（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50 ~ p.56： 

人在有情界的地位  …〔中略〕…五趣有情的高下分布，是這樣： 

     

    依此圖，可知人在五趣中，位居中央。上有快樂的天堂，下是極苦的地獄；兩旁是畜

生與餓鬼，雖在此人間，但遠不及人類。五趣各是有情的一類，而人為五趣的中心，為

有情上升下墮的機紐。此人本的有情觀，與中國一般的鬼本論非常不同。  

人類的特勝  五趣中，平常以為天上最好，地獄最苦，這是一般宗教的傳統見識。

怕墮地獄，求生天國，是他們共同的要求。佛法獨到的見地，卻以為人間最好。 

這因為一切有情中，地獄有寒熱苦，幾乎有苦無樂；畜生有殘殺苦，餓鬼有饑渴苦，也是

苦多於樂。天上的享受，雖比人類好，但只是庸俗的，自私的；那種物質欲樂，精神定

樂的陶醉，結果是墮落。所以人間最好，經中常說「人身難得」的名言。《增含•等見

品》說：某「天」五衰相現――將死時，有「天」勸他說：你應求生善趣的人間。人間有

什麼值得諸天崇仰呢？經上接著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這即是說：

諸佛皆在人間成佛，所以人為天的善趣，值得天神的仰慕。  

    成佛，是體悟真理，實現自由。佛陀說法，即是宣揚此真理與自由之光。真理與自由，

是天國所沒有的，有的只是物欲與定樂。諸天是享樂主義者，不能警覺世間的苦難，不

能策發向上，所以惟有墮落，不能獲得真理與自由。 

釋尊曾說：「我今亦是人數」（增含•四意斷品）。這可見體現真理而解脫成佛，不是

什麼神鬼或天使，是由人修行成就的。惟有生在人間，才能稟受佛法，體悟真理而得正

覺的自在，這是《阿含經》的深義。 

我們如不但為了追求五欲，還有更高的理想，提高道德，發展智慧，完成自由，那就惟

有在人間才有可能，所以說「人身難得」。  

    佛陀何以必須出在人間？人間有什麼特勝？這可以分為四點來說： 

一、環境：天上太樂，畜生、餓鬼、地獄――三途太苦。太樂了容易墮落，太苦了也無力

追求真理與自由。人間也有近於這兩邊的形態：如生活寬裕，遺產豐富的，由於物質的過

分享受，窮奢極欲，每每汩沒自己，弄到墮落而後已。反之，太貧苦了，由於生活的逼迫，

為衣食等所苦，或作殺盜等惡業，少有機會能從事學問，追求真理與自由。苦樂均調的人

間，尚有此種現象，何況極樂的天堂，極苦的地獄！經上說：帝釋天為了佛法，特來世間

稟受，但他在享受五欲時，竟然完全忘記了。太樂太苦，均不易受行佛法，唯有苦樂參半

的人間，知苦而能厭苦，有時間去考慮參究，才是體悟真理與實現自由的道場。 

二、慚愧：《增含•慚愧品》說：「以其世間有此二法，……不與六畜共同」，這是人畜

的差別處。人趣有慚愧心，慚愧是自顧不足，要求改善的向上心；依於尊重真理――法，

尊重自己，尊重世間的法制公意，向「輕拒暴惡」，「崇重賢善」而前進。這是道德的

向上心，能息除煩惱眾惡的動力，為人類所以為人的特色之一。 

三、智慧：三惡趣是缺少智慧的，都依賴生得的本能而動作。人卻能從經驗的記憶中，

啟發抉擇、量度等慧力，能設法解決問題。不但有世俗智，相對的改善環境、身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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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世界中，知道苦而能救濟苦。雖然人類的道德，知識，毅力，還不是完善的，

不免引起副作用，甚至引起自我毀滅的危機。然而人類憑藉這些，到底發展出高

尚的文化，為不容否認的事實。人類文化的進步，終於理解到的不徹底、不完善，

而有完善、究竟的傾向。 

所以人類不但能離惡行善，自求多福，而更有超越的向上一著。依佛法，唯有人

類自己，才能發出離心，發菩提心。唯有人類，才有超越相對而契入絕對（最初

悟證）的可能。人生是怎樣的難得！確認「人生難得」，人生的意義，就充分的

表現出來。所以，「人生難得」，應好好的珍惜這一生，好好的利用這一生，而不

要辜負這一生！  

（三） 從現實人生中，實現人生的絕對意義、究竟歸宿 

1. 現實是緣起的，從緣起深入緣起本性，才能超越相對而進入絕對 

    再從人生的絕對意義說：人生能行善而向上，但到底是不完善的，沒有永恆

的意義。任何智力或福力，都在時間中消失了。人，還在或升或墮的流轉（輪迴）

中。 

不過，人類能意識到自己的缺陷，自己的不徹底，也就能湧現起徹底與完善的理

想與要求（佛法稱為「梵行求」）。10這一主觀願望，不能合理實現，又每被神教

                                                                                                                                       
有更高的智慧，探求人生的秘奧，到達徹底的解脫。人間的環境，苦樂兼半，可以從經

驗中發揮出高尚的智慧。如不粗不細的石頭，能磨出鋒利的刀劍一樣。 

四、堅忍：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即堪忍的意思。這世間的人，能忍受極大的

苦難，為了達到某一目的，犧牲在所不惜，非達到目的不可。這雖也可以應用於作惡，但

如以佛法引導，使之趨向自利利他的善業，即可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直達圓滿至善的

境地。 

這四者，環境是從人的環境說；後三者，是從人的特性說。《婆沙論》解說人為「止息

意」、「忍」、「末奴沙」三義；《起世經》等說「勇猛」、「憶念」、「梵行」三事的

勝於天上，與今所說的三者相同。  

     

    這樣，諸佛皆出人間成佛，開演教化，使人類同得正覺。佛法不屬於三途，也不屬

於諸天，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學者。 

人生如此優勝，難得生在人間，又遇到佛法，應怎樣盡量發揮人的特長，依佛陀所開示

的方法前進。在沒有完成正覺的解脫以前，必須保持此優良的人身。若不能保持，因惡

行而墮入三途，或受神教定樂所蒙惑，誤向天趣――長壽天是八難之一，那可以說是辜

負了人身，「如入寶山空手回」！  

（2）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15： 

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如果說有依人乘而發趣的大乘，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那麼人間

成佛與天上成佛，就是明顯的分界線。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 

人間佛教的信仰者，不是人間，就是天上，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請熟誦佛陀的

聖教，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諸佛世尊皆出人間，不在天上成佛也」！ 

10（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48 ~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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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引上幻想的永恆的天國。依佛法，人生現實是緣起的，唯有理解緣起，把握緣

起，深入緣起本性，才能超越相對而進入絕對的境地。 

2. 由於無明，沒能體認緣起的本性而自我愛染，而有個體的生死延續 

緣起，是無常無我的現象；人生，也就是無常（不永恆的）、無我（不自在的）

的人生。一切由於緣起，從因果觀點說，一生又一生，到底為了什麼，這樣的生

滅不已。原因在：眾生──人類以（反緣起的）自我的愛染為本，依自我愛而營

為一切活動。這樣的動作，引起業力，形成自我的因果系，而有個體的生滅延續。

反之，沒有緣就不起，如滅除自我愛染，那就能解脫生死，到達「生滅滅已，寂

                                                                                                                                       
探究人生意義而到達深處，即是宗教。…〔中略〕…所以一般宗教，在有情以外，幻想

自然的精神的神，作為自己的歸依處，想依賴他而得超脫現實的苦迫。這樣的宗教，是

幻想的、他力的。 

佛教就不然，是宗教，又是無神論。佛說：有情的一切，由有情的思想行為而決定。佛

教的歸依向上、向究竟，即憑有情自己合法則的思想與行為，從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

中，淨化自己，圓成自己。所以歸依法，即以因果事理的真相為依歸。歸依佛與歸依僧，

佛與僧即人類契合真理――法而完成自己的覺者；歸依即對於覺者的景仰，並非依賴外

在的神。佛法是自力的，從自己的信仰、智慧、行為中，達到人生的圓成。 

佛法與一般宗教的不同，即否定外在的神，重視自力的淨化，這所以非從有情自己說起

不可。 

（2）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5-p.9： 

宗教表現了人類自己最深刻的意欲，可說是顯示著人類自己的真面目。…〔中略〕… 

…〔中略〕…這究竟圓滿的理想，如佛陀，又是最高智慧的成就者，有廣大而深徹的慈

悲，勇猛的無畏，這都是人類希望自己能得到的。人，決不甘心於死了完了；永遠的存

在，而且存在得安樂與自由，智慧與慈悲。人類有達成此圓滿究竟的意欲，即以此為崇

仰的對象，而希望自己以此理想為目標而求其實現。總之，宗教所歸信崇仰的，是人類

自己意欲的共同傾向。這種意欲的自然流露，從何而來，這裡姑且不談。而人類有這種

意欲，卻是千真萬確的。…〔中略〕…  

宗教是人類自己的意欲，表現於環境中。不平等而要求平等，不自由而希望自由，不

常而希望永恆，不滿愚癡而要求智慧，不滿殘酷而要求慈悲。…〔中略〕…人類都有此願欲，

而唯有在宗教中，才充分地、明確地表達出來。 

（3）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1： 

從世界史去看，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宗教信仰；從古代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時代，

沒有宗教。如宗教而沒有深刻的充足的根據，與人類生活沒有密切的關係，宗教是決不

會如此普遍而悠久的。 

宗教在人類社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這決不是那些反宗教者所能打倒，也不是非宗教分

子所可以漠視。宗教於人類的正常生活，可說是不可分離的。人類的宗教信仰，決不是

閒家計。 

（4）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2： 

    一般反宗教者與非宗教者，以為宗教是迷信，是人類愚昧的幻想。但在我看來，宗

教是人類的文明根源，是人類知識發展以後所流出，可說是人類智慧的產物。 

一般動物――鳥獸蟲魚，牠們缺乏高度的明確意識，豐富的想像，也就不會有宗教。唯

有人類，由於知識的開發增長，從低級而進向高級；宗教也就發展起來，從低級而不圓

滿的，漸達高尚圓滿的地步。 

這種從淺而深，由低級而高級，與一般文化，及政治的進展，都表示著平行的關係。如

政治，從酋長制的部落時代，到君主制的帝國時代，再進到民主制的共和時代。宗教也是

從多神的宗教，進步為一神的宗教，再進展為無神的宗教。 

古代與現代遺剩的低級宗教，不免有迷妄與錯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宗教。正像不能因

某種政制的不夠理想，而就取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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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為樂」的境地。  

 

    為什麼會有自我愛染呢？自我愛染（人類特性，自私本質的根源），由於認

識上的迷蒙（稱為「無明」），為現象所誑惑，而沒有能體認到緣起的本性── 本

來面目。 

佛陀以無比的方便善巧，從緣起生滅中，直示緣起性的常寂。對一般認識的現象

說，這是不落於時空，不落於彼此，不落於生滅的絕對。緣起本來如此，只是眾

生──人類為自我見、自我愛所蒙惑，顛倒不悟而已。 

所以，人類的德性，智力，毅力，在佛的方便誘導下，經修持而進展到高度，就

能突破一般的人生境界。從現實的緣起事中，直入（悟入）超越的絕對。到達這

一境地，人生雖還是人生，而人生的當下便是永恆，無往而不是自在解脫。佛法

的小乘、大乘，雖有多少差別，而原理都是一樣。 

（四） 小結：即人生而直通佛道，人生是何等的難得 

    人生，不但有意義，不但能發見意義，而能實現絕對的永恆意義。即人生而

直通佛道，人生是何等的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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