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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 

一 人生所為何事  

    平常人只說學佛，但為什麼要學佛？其根本意趣究竟何在？這一問題是應該

明白的。可以說：學佛並不是無意義，無目的，而是要獲得一種高尚、圓滿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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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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佛的而能夠深刻的理解到學佛的根本意趣，進而感覺到非學佛不可，有這

種堅強的信念，才能真正走向學佛之路，而不在佛門邊緣歇腳，或者走入歧途。  

 

    人生存於世間，究竟所為何事？有何意義？這要從吾人本身去觀察，唯有這

樣才能把握住學佛的意趣，因為佛法就是解決人生的根本方案。3也可說：這是

一切高等宗教所共同的，皆由此而產生的。但人生究竟所為何事？有何意義？唯

有佛法才能完滿的解答。 

                                                
3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43 ~ p.50： 

 第三章 有情――人類為本的佛法  

第一節 佛法從有情說起  
有情的定義  凡宗教和哲學，都有其根本的立場；認識了這個立場，即不難把握其思想

的重心。佛法以有情為中心、為根本的，如不從有情著眼，而從宇宙或社會說起，從物質或

精神說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  

    …〔中略〕…  

有情為問題的根本  
〔一〕

世間的一切學術――教育、經濟、政治、法律，及科學的聲光電

化，無一不與有情相關，無一不為有情而出現人間，無一不是對有情的存在。如離開有情，一

切就無從說起。所以世間問題雖多，根本為有情自身。也就因此，釋尊單刀直入的從有情自

體去觀察，從此揭開人生的奧秘。  

    …〔中略〕…  

    
〔二〕

進一步說：有情為了解決痛苦，所以不斷的運用思想，思想本是為人類解決問題的。

在種種思想中，窮究根本的思想理路，即是哲學。但世間的哲學，
〔1〕

或從客觀存在的立場出

發，客觀的存在，對於他們是毫無疑問的。…〔中略〕…不是落於唯物論，即落於神秘的客觀實

在論。
〔2〕

另一些人，重視內心，以此為一切的根本；或重視認識，想從認識問題的解決中去

把握真理。這種傾向，即會產生唯心論及認識論。 

依佛法，離此二邊說中道，直從有情的體認出發，到達對於有情的存在。有情自體，是物質

與精神的緣成體。外界與內心的活動，一切要從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以有情為本，外界與

內心的活動，才能確定其存在與意義。 

          

    有情為物質與精神的和合，所以佛法不偏於物質，也不應偏於精神；不從形而上學或認

識論出發，而應以現實經驗的有情為本。佛法以為一切是為有情而存在，應首先對於有情為

徹底的體認，觀察他來自何處，去向何方？有情到底是什麼？他的特性與活動的形態又如何？

不但體認有情是什麼，還要從體認中知道應該如何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三〕

探究人生意義而到達深處，即是宗教。…〔中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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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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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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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茫茫生死事難知：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現在應如何行才能度彼岸 

    一、茫茫生死事難知：〔1〕人從最初出生開始以至老死為止，匆匆數十年中，

終日渾渾噩噩，究竟生從何來？死往何去？誰也不能答覆這一問題。所以只能說

糊塗的來又糊塗的去，人就在這糊塗中過去。
〔2〕

甚至夫婦的配偶，也每是無意的

似乎偶然的結成；一生事業，也每是糊塗的做去，最初也未必有個一定的計劃，

很少由自己的主意而成就。 

西洋某哲學家，對這茫茫人生，有一個妙喻，他說：某處有兩座聳峻的高山，山

下是一條很深長的溪流，兩山的中間有一條狹長的小橋結連著，人就佇立在這座

橋上前進。向前山遠眺去，是雲霧瀰漫，一片糊塗；向後山遠矚去，又是煙霧沈

沈；向下看去，深邃莫測。有的人走上三兩步，就掉下深淵；有些人走了一半路

程，也不幸掉下去。就是走近對面山邊，也還是難以倖免落入茫茫的深淵。掉下

去究竟去向何處，誰也不知道，這正是茫茫人生的最好的寫照。 

學佛就是對此糊塗人生，有一徹底的認識。這人生問題，雖然也可以不必去研究，

如一隻海船，從此海岸駛往很遠的目的地，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糊塗的向前航

行。但是，漫無方向的亂闖，這是一件極危險的事。佛法，就是說明了這人生從

何來，死往何去，現在怎樣行去，才能安登光明彼岸的問題。  

（二） 碌碌終生何所得：這一問題往往使人悲觀頹廢，但佛法卻不如此 

    二、碌碌終生何所得：人生碌碌忙了幾十年，從小就忙，一直忙到老死，到

底忙出什麼成績來？這是值得反省的，很有意義的問題。可是不忙又不成，多少

人無事也要忙，問他忙個什麼？他是無以答覆你，但總之不能不忙。年輕人大概

不會這樣想的，他們以為前途是充滿了無限的光明。一到中年以後，對此碌碌人

生就有所感觸。 

我不是要諸位不要忙，而要探討忙了有何所得。世俗說：「人生好似採花蜂，採

得百花成蜜後，到老辛苦一場空」。在忙碌中確曾獲得了高官、財富、地位，但

不久就失去了，好像什麼都是空歡喜，什麼都毫無成就。老年人對此，特別有著

深刻的體驗，如兒女小時個個都跟隨在身邊，一等長大了，也就各個營謀個己的

獨立生活去了。這一問題往往容易使人生起悲觀消極，萎靡頹廢的觀念，但佛法

卻並不如此。4  

（三） 孳孳行善復何益：學佛只管孳孳行善，善業成熟自然會感得善果 

                                                
4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學佛之根本意趣〉p.14 ~ p.15： 

    學佛要怎樣才能向上？這先要明白佛法中五乘道理，…〔中略〕…最高的究極是以佛果為目

標，從修學菩薩行去實現他。學菩薩行向佛道，必不離人、天、聲聞的功德，漸次展轉向上，

雖然要經過悠久的時間和廣大無邊的功德累積，但有了這高尚的目標在前，助長我們向上向

善的欲樂精進，至少意志不會消沈墮落下去。  

    學佛必先皈依三寶――佛、法、僧。三寶，是學佛最高理想的皈依，應依此三寶而去修學。…

〔中略〕…真正的學佛，主要是以三寶為崇高理想的目標，自己不斷的修學，加以佛菩薩的慈

悲願力的攝受，使我們身心融化於三寶中，福慧一天天的增長，一天天接近那崇高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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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孳孳行善復何益：關於勸人行善，不但佛教這樣，儒家、耶、回教等，

無不教人行善止惡的，所謂「為善唯恐不及」。可是行善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道

德究竟有什麼價值？平時說：「行善得善果，作惡得惡報」，這是因果的定律。 

中國人對於行善的觀念，多建立在家庭中，如父母行善作福，其子孫必多昌隆，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5其實並不如此，有父母良善而子孫大惡，有父母很壞

而子孫忠孝。如古代堯帝秉性仁慈而丹朱性情傲慢；又如瞽瞍為人頑劣而其子舜

帝大孝，就是一例。約個人說：這社會上往往是壞人容易得勢，好人每每被欺侮、

吃虧。如孔子的道德學問，難道不好嗎？可是，當他周遊列國時，曾經幾乎被餓

死，政治上也無法舒展抱負。反之，大惡盜蹠，竟能橫行於當時。 

這樣看來，善惡與禍患，有什麼必然規律？為什麼要行善呢？這唯有佛法建立三

世因果，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所以說：一切宗教勸人行善的出發點是一致的，而

與佛法的結論卻是不同。學佛只管孳孳行善，也許目前所遭遇的是不利、困惑，

但將來善業成熟，自然會感到美滿的善果。能這樣，才算合乎佛教的精神。  

（四） 逐逐此心安不得：人心永久是向外貪求，沒有滿足的一天 

    四、逐逐此心安不得：說來這實在是一件不著邊際的苦事，我人的心總是向

外貪求，終日是為著色聲貨利名聞權力在馳求。為什麼要這樣？為了心滿意足。 

如一個缺乏衣食的人，他必須獲得金錢才能解決生活的困難。可是一等他獲得足

夠的衣食後，他仍然是不滿足，進一步又要講求衣食質料的美好，出門要有新型

的轎車，住的要有精美的大廈。等到一切都到了手，心中還是不滿足。人心永久

是這樣的，終日追求，沒有滿足的一天。如馬奔走一樣，後足著地，前足早又掛

空，決不會有四足一齊著地的。 

人心不足，總覺得他人樣樣比我好，其實不然。學問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學問，他

也是不滿足的。為一國之主的，雖有絕大權威，他也還是不滿足的，有他說不出

的苦。人不能獲得滿足，內心就永久得不到安樂。平常說：要安樂就得滿足，其

實人心從來就不滿足，怎能得到安樂呢？ 

一般宗教給人安慰，使人滿足，安慰也可說是一般宗教的共同點。如西洋宗教教

人信就得救，得救了自然就會滿足，內心也就得安寧。把人當小孩一樣看待，小

孩子，你聽我話，不要哭，給你玩具。其實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為人心的不滿

足，不是外來的給予所能滿足的。 

                                                
5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74 ~ 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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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人

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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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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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對此四問題審察了解，才能把握佛法的核心、獲得安樂 

唯有佛法，教人先要了解生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碌碌終生究有何所得？行善復

有何利益？如何才能獲得內心滿足和安樂？從這些問題去審察，才能把握住佛法

的核心，也才能真正獲得安樂。  

 

二 我在宇宙之間  

（一） 神造我：主奴體系（重法，刻薄寡恩），人是被神所創造 

    一、神造我歟？對這茫茫的人生，又考察到另一個問題，6就是我生存在這

廣大長遠的時空中，究竟有何種地位？ 

宇宙之大，上天下地，形形色色，萬化紛紜，吾人生來死去，行善作惡，皆在其

中。但我們生存這宇宙之中，究竟是什麼地位？應該採取何種態度？比方在家庭

中是家長，即負有家長的責任；做學徒的，就應有學徒的態度。 

西方宗教的觀念，人在宇宙之中是被造的，宇宙間一切萬事萬物，飛鳥走獸，乃

至草木叢林，各式各樣，都是神所創造的，一切受神的管理和支配。人既然屬神

所有，人就是神的奴隸，所以他們每稱神為主，人自稱神的僕人。所以我說：西

方宗教的人生觀，是主奴的文化體系。 

人是神的奴僕，一切唯有服從，不服從就有罪。如主人命令僕人先掃地後煮飯，

而僕人卻先煮飯後掃地，雖然事情做得很好，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僕人違背了主

人的命令。這宇宙間就是能造的神和被造的人與萬物的兩種關係。人雖是奴隸，

但是高等的奴隸，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以後，教人去支配管理萬物。所以做人的態

度，
〔1〕

站在神的面前是感覺到萬分的可憐；
〔2〕

但是對於萬物，又有了大權威，值

得高傲。 

西方宗教文化，離開了神，好像一切毫無意義。這種觀念，在當時文明未開化時

期，也許是合理，但是到了現今，是值得考慮的了。  

（二） 天地生我：父子體系（情勝於理），唯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 

                                                
6（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43： 

佛法以有情為中心、為根本的，如不從有情著眼，而從宇宙或社會說起，從物質或精神

說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  

（2）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47 ~ p.48： 

依佛法，離此二邊說中道，直從有情的體認出發，到達對於有情的存在。有情自體，是

物質與精神的緣成體。外界與內心的活動，一切要從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以有情為本，

外界與內心的活動，才能確定其存在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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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地生我歟？中國文化對於人在宇宙間地位的看法，比西方宗教要高明

得多，他說人由天地所生，或由陰陽和合生。天是屬於形而上的或精神的，地是

屬於形而下的，物質的。天地生萬物，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稱為萬物之靈，甚

至偉大到與天地並立，稱之為「三才」。所以人在天地間是最高尚的，不同於西

方的主奴體系。是否人人都能與天地並立呢？唯有聖人才能「贊天地之化育」。

又說：「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與萬物同憂」，這些都充分的表現出聖人之偉大。 

天地生萬物是無心的，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不同上帝生萬物是有心的，要生就生。

但是宇宙間從好處看：花兒美，鳥兒叫，一草一木都是可愛的。若從壞處看：大

蟲吃小蟲，大魚吃小魚，你害我，我殺你，彼此互相殘害。若說上帝造萬物，這

種生物界互相殘殺的情形，最後當然也根源於神，神就未免太殘酷了，所以上帝

造萬物說不通。 

儒家說天地萬物是無心的，萬物相爭相殺，又相助相成。聖人卻不能無動於衷，

他要與萬物同憂。天地是屬於自然界的，而聖人是人文道德的。聖人看到世界人

類互相鬥爭，他就主仁愛和平。看到人們缺乏知識，他就以教育化導之。看到人

們道德淪亡，他就重道德。天地間種種的不好，聖人總得想辦法使它合理化，臻

於至善，這樣聖人也就贊天地之化育了。這種觀念，比西洋宗教合理得多。 

由於中國的天地生，陰陽生，所以中國文化體系是父子式的。家庭是父家長制；

政治是帝王以老百姓為子民，老百姓稱地方官為父母官。父子文化體系，是情勝

於理，不像主奴體系的重法，刻薄寡恩。  

（三） 我造世間：師友體系（情理並重），人人皆可以成佛（贊天地之化育是每個人

都能做到的） 

    三、我造世間歟？佛法認為宇宙間的一切是由各人自己造成的，所謂是自作

自受，共作共受，這是業感的定律，與神教恰恰相反。 

因此，學佛的應該理解到兩種道理：一、世界這樣的混亂和苦難，是由人類過去

的惡業所造成，要世界清淨和莊嚴，也唯有人人能行善止惡，才有希望。約個人

說：我沒有知識或家境的困難，乃至病苦的糾纏，都是由於過去或現生的業力所

成。所以說要想世界得和平，個人得安樂，要自己儘量的向好的方面做去才行。 

若人是神所造的，自己就沒有力量，一切只有聽神決定。佛法說由自身業力所招

感，故自己有一番力量能改造自己，進而能改造世間。 

二、相信了佛法的業感緣起，無論是世界穢淨，個人的成敗，都是以前的業力所

招感，決不會怨天尤人。業力是可以改進的，就從現在向善的方面做出，前途自

然充滿了無限的光明，這是佛法為人的根本態度。 

我人何以要行善，使個人獲得安樂，使世界趨於和平。這贊天地之化育是每個人

都能做到的，所以佛法提倡平等觀，也就是人人皆可以成佛的道理。了解到這點，

就可以明白人在宇宙間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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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的我造世界，人人造世界說，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觀。人與人間，既不是

主奴體系，也不是父子體系。先進先覺的是師，後覺的是弟子。先覺者有引導後

覺者應盡的責任，是義務而不是權利；後覺的，不覺的，有尊敬與服從教導的義

務。師友間情理並重，而在共同事上，又完全站於平等地位。以佛法而構成社會

關係，必然為師友文化體系，適合於民主自由的精神。  

 

    佛法說，我能造世界，與上帝的創造不同。上帝要人就有人，要萬物就生萬

物，是無中生有的，違反因果律的創造。佛法的造世界，是由各人起心動念的業

力所造成，若能積功累德，淨心行善，就可以實現清淨理想的世界。 

最近有人說：佛也能創造世界，如阿彌陀佛能創造西方極樂世界。其實，若想以

此來媲美莫須有的創造神，那是笑話！若以此來顯示佛的能力，也是不懂佛法。

依因果律而感造世界，這有甚麼希奇，凡夫也能創造世界，不過所造的是地獄、

餓鬼、畜生、人間、天上的世界罷了。 

因人有煩惱惡業，所以造的是污濁世界；佛具有無邊清淨功德──福慧圓滿，所

以造的世界是莊嚴清淨國土。這是佛法的因果定律。學佛者明瞭這一道理，在日

常起心動念中，應盡力向善的方向做去。自己這樣做，勸人也這樣做，清淨世間

的實現（十方已實現的，很多）才有希望。 

 

三 學佛是人生向上事  

（一） 向上前進達到那至善的最高峰（佛果），就是學佛的意趣所在7 

    要了解學佛的根本意趣，必先認識人生生存的價值，在宇宙中是居於主動的

地位，而後才能決定我們應走的正確路向。因為世間的動亂和安寧，人們苦痛與

幸福，都是人類自力所造成，並沒有什麼外在的東西來主宰我們。人類有此主動

                                                
7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320 ~ p.322： 

六 學佛即是道德的實踐 
    學佛是道德的實踐，這說明了學佛是人人應學，不論男女長幼的。信佛的，到寺裡來進

香禮佛，持名誦咒，這是對於佛菩薩的崇敬，或請求佛菩薩的加被。真正學佛的
〔1〕

不但是信

仰，不但是遵行佛教的禮儀，而要信智並重。
〔2〕

學佛也不是專重教理，研究一番就算數，而

要解行並重。  

    學佛的主題，不外乎三學――戒、定、慧，或開廣為六度，這都是實踐德行。其中，
〔1〕

戒是一般的德行，重在止惡防非。然不單是止，如應作而不作，也是違犯的。能夠持戒，身

語的行為，就會合乎法度。
〔2〕

不過，外表的行為雖謹持不犯，而還不能將內心的亂念息下。

散亂，失念，不正知，這都是使心地蒙昧不明，使我們走向罪過的動力。所以進一步，應當集

中精神，專心一境，使內心進入安定而純淨的境地，這就是定。
〔3〕

得了定，部分的煩惱降伏

了，但要斷除煩惱，非引發無漏慧不可。真慧――二無我慧，是廓清我見、妄執的利器，如熾

烈的猛火一樣，燒盡一切的煩惱。內心經過慧火的鍛鍊，畢竟清淨，這才能內心外身，所行

都能合法。慈悲心淨化而增長了，能捨己為人，顯發為圓滿的德行。 

從這學佛的過程看，學佛不是別的，只是從外表清淨而到內心清淨，從內心淨化而使外表的

行為，更完美，更圓滿，學佛實只是道德的實踐。 

這一完美的實踐過程，雖不能人人都做到，但要做一世間的善人，也得合乎學佛的戒學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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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才有向上向善的可能。  

 

    向上，就是向好的方向努力，一步步的前進達到那至善的最高峰，也就是學

佛的意趣所在。人之常情，無不喜愛向上向好的，除非是失意分子，因為事業等

失敗，使他意志消沈，不想振作，索性做一個社會上的敗類。但這種人究竟是少

數，而且都有機會改善的。 

平常以為人生好事，是家庭生活美滿，兒女多，身體健康，有錢有勢，當然這也

是人生的好事。可是依佛法說：這是好的果，並不是好的原因。要想獲得良好的

結果，不能就此滿足，因為這是要過去的。必須積集良好的因，才能保持而趨向

更好的。〔1〕這如見一朵美麗的花，就想摘下來屬於己有，而不想法去培植花草，

或不再去培植，雖然獲得了，到底是罪惡的，或立刻要失去的。
〔2〕

有些人，能合

理的獲得了錢財和地位，但是往往利用這些錢勢，做出種種害人利己的勾當，這

都是缺乏了人生向上的精神，更沒有確定向上目標的錯誤所致。  

 

    有人說：我不想學佛、成佛，只要做一個好人就夠了，這是不大正確的。古

語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則得其下」。學佛，先學做一好人，這

是正確的；若只想做一個好人，心就滿足，結果每是僅得其下。 

所以，學佛不但要做一好人，而且還要具有一種崇高的目標，縱使一生不能成辦，

將來總要完成這理想的目標才對。  

 

    世界任何高尚文化，都有一個理想的目標，勸人去修學。 

〔1〕
如耶教叫人體貼神的意思，效法耶穌。雖然他們認為人不能做到神和耶穌那

樣的權威，但是要學習耶穌博愛和犧牲的精神。他們說：人的身體是土所造的，

靈魂是由神給予的。因為人作了罪惡就墮落了，將那聖潔的靈魂弄的污髒不堪，

所以教人先將污濁的心淨化起來，才能進求那光明理想的目標──生天國。  

 

    
〔2〕

中國儒家也說：「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士是讀書明理之人，尚且

要「見賢思齊」；進而賢人還要效法聖人。但是「聖人有所不知」，又要希天。所

以正統儒家的精神，無時無刻不在鞭策自己向賢聖大路上邁進的。 

〔3〕
道家也有一套理想的目標，所謂：「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者，即

是依據宇宙萬有的自然法則，不用矯揉造作，任性無為，便是他們做人向上的目

標。人世間的一切，立身處世，若不遵循自然法則的發展，就會顛倒錯亂，治絲

益紊，一切的痛苦困難就接踵而來。 

從上面看來，儒家是效法賢聖的高尚人格，進而通於天格；道家是崇尚宇宙間自

然的真理法則。總之，他們都有引導人生向上的理想境地。  

 

    一般人以為能好好做人就好了，不需要什麼向上向善的目標，像這樣得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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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心理，不能自我強化，努力向上，如國家或民族的趨勢如此，有墮落的危機。

一般高尚的宗教，都有一個光明的遠景，擺在我們面前，使人嚮往，羨慕，在未

達到這一理想境地的中途，不斷的改造自己，力求向上，這才能獲得信教的真實

利益。  

 

    學佛要怎樣才能向上？這先要明白佛法中五乘道理，五乘：即人、天、聲聞、

緣覺、（菩薩）佛。 

人天乘是佛法的基礎，但不是佛法的重心所在。因為做一好人，是我們的本分事，

即是生天也不希奇。雖然天國要比人間快樂得多，但是還在三界之內，天福享盡，

終必墮落，還有生死輪迴之苦。 

佛法的真義，是教人學聲聞、緣覺的出世；學菩薩、成佛的自利利他，入世與出

世無礙。但學聲聞、緣覺，還不過是適應的方便，最高的究極是以佛果為目標，

從修學菩薩行去實現他。 

（二） 真正的學佛：以三寶為目標不斷的修學，加以佛菩薩的攝受，一天天接近那崇

高的目標 

學菩薩行向佛道，必不離人、天、聲聞的功德，漸次展轉向上，8雖然要經過悠

                                                
8（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59： 

    發增上生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門，是佛法中的下士道。這也就是出世聖法的根

基，所以名為五乘共法。這是說：修出世的三乘聖法，雖不求人天果報，但不能不具足

這人天功德。這如從新竹去臺北，雖不必在桃園下車，卻不能不經歷到桃園的旅程。 

（2）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249： 

    發心向大乘道，並非一定要經歷小乘聖者的果證；相反的，修學大乘法的主機，都

是直從凡夫地而發心修學的。 

（3）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52 ~ p.54： 

依下能起上，依上能攝下；隨機五三異，歸極唯一大。  
    佛法，雖有下、中、上法的分別，但從究竟的意義――一切無非成佛之道的立場來

說，這不是獨立的，不相關的，而有著相依相攝的內在關係。 

           

    這一三層的高塔，由底層到最高層，有著相依相攝的關係。
〔1〕

從相依來說：依底層為

基礎，才能建立中層；依（下）中層為基礎，才能建立上層。如一心想建最上層，而不

從下中建起，那一定是脫空妄想，永不成就。這樣，在佛法的三類中，也是「依下」士法

「能起」中士法，依中士法能起「上」士法。這如龍樹菩薩說：『以得增上生，漸得決定

勝』；決定勝，就是中上的究竟解脫法。 

這一次第，本是《阿含經》中所說的『諸佛常法』。提婆菩薩也說：『先遮止非福，中間破

除我，後斷一切見，若知為善巧』。遮非福，是離惡行善的下士法；破我，是無我解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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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時間和廣大無邊的功德累積，但有了這高尚的目標在前，助長我們向上向善

的欲樂精進，至少意志不會消沈墮落下去。  

 

    學佛必先皈依三寶──佛、法、僧。三寶，是學佛最高理想的皈依，應依此

三寶而去修學。三寶中的法，是人生宇宙絕對的真理。佛是對此真理已有究竟圓

滿的覺悟者。僧是三乘聖賢，對於真理雖然沒有究竟的覺悟，但已入法海，有或

淺或深的體驗者。所以佛與僧同是學佛者最高理想的模範。佛法，不像耶、儒的

但以人格性的天神或賢聖為崇仰，不像道者但以永恆的自然法則為依歸；皈依三

寶，是統一了人與法二者而樹起信仰的理想。9 

                                                                                                                                       
中士法；斷一切見，是盡一切戲論的上士法。能知這一先後次第，才能於一切佛法而得善

巧。所以提婆菩薩又說：『正等覺說此，方便如梯級』。  

    
〔2〕

從相攝來說：如三層塔的建立，有中層就有下層；有最上層就一定有中下層。所

以在佛法中，「依上」士法，「能攝」得中下士法；依中士法，一定能攝得「下」士法。

如《法華經》中說：二乘為三百由旬，大乘為五百由旬。然五百由旬中，就含攝得三百由

旬；三百由旬，就是五百由旬的中站。這一相攝的見地，為貫攝一切佛法，善巧一切佛

法所必須的。 

太虛大師稱下士法為五乘共法，中士法為三乘共法；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

稱下士法為共下士道，中士法為共中士道。這一『共』字，就是漢藏智者不謀而合的正見，

也就是相依相攝的標幟。  

…〔下略〕… 
9（1）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5： 

佛陀的所以為佛陀，在乎正覺緣起法性，這是佛陀的法身。 

（2）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7： 

佛陀
〔1〕

在自覺正法上，存在於法的體現中；
〔2〕

在覺他世間上，存在於覺者的群眾中。 

（3）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6： 

    緣起性，是佛陀的法身；和合眾，是佛陀的慧命。在佛陀之所以為佛陀中，佛弟子

的整個身心，成為佛陀之一體。 

（4）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175： 

    佛法的中道行，為人類德行的深化又廣化。它所以超勝人間一般的德行，即因為中道

是依於正法而契入正法的。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與世間常遍的真理相隨順，相契合，所

以經中常說：「法隨法行」。 

依中道行去實踐，能達到法的體見，稱為「知法入法」。體見正法的理智平等，稱為「法

身」。所以佛法是依法見法的德行，真理與德行，並非互不相干。依真理而發起德行，

依德行去體見真理，真理與德行的統一，達到理與智、智與行的圓滿，即為佛法崇高的

目的。  

（5）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64： 

四、 理智平等：真實智慧現前，即證法性深理。約名言分別，有能證智、所證理，但在

證入法界無差別中，是超越能所的，所以真實智慧現證時，理與智平等，無二無別。如

經中說：「無有如外智，無有智外如」。  

附錄：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172 ~ p.174： 

這像安住不動，是豎窮三際的文殊信智；普入無礙，是橫遍十方的普賢行願；幻化現實，

是深徹諸法的釋迦體用了！  

    四、莊嚴：住、普、幻三者的融化，成為一大莊嚴，表徵大乘佛教的特色。所以本

經也就稱為《華嚴經》。本經
〔1〕

所載的地方，不論是山林、園苑、樓閣、城邑，甚至虛

空；
〔2〕

所記的人，也不論是童子、童女、長者、優婆夷。除非簡略不說，說就一律是非

常莊嚴的。聲聞佛教中，有清涼、質樸、寬大、堅實，卻少有微妙莊嚴。但大乘，就是

聲聞教中的佛菩薩，也就相好端嚴了！所以說，莊嚴是大乘精神的特徵。…〔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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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何以要恭敬、禮拜、讚仰、供養三寶？這不但是一種虔誠敬信的表現，也不

僅是一般所見的求功德，這是嚮往著佛、僧崇高的德性和圓滿的智慧，真法的絕

對究竟歸宿，以期我們對於真理，同樣獲得徹底的覺悟。10 

我常說：
〔1〕

中國孔、孟之道，對於做人處世、立功、立德，有一種獨特的好處，

可是缺乏一幅燦爛美妙的光明遠景，不能鼓舞一般人心嚮往那光明的前途而邁

進。〔2〕可是一般宗教，無論你是多麼的愚癡和年老，它都有一種攝引力，使你向

上向善而努力。11 

所以能夠看經，研究佛法，和拜佛，念佛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信佛或學佛的。

真正的學佛，主要是以三寶為崇高理想的目標，自己不斷的修學，加以佛菩薩的

慈悲願力的攝受，使我們身心融化於三寶中，福慧一天天的增長，一天天接近那

                                                                                                                                       

本經所說的莊嚴，我覺得在眾生界（人）與無情的自然界，心與色（物），幻現與空實，

智見與德行上，都表達了和諧、平等、清淨與尊貴。他不像中國的重自然美，西洋的重

人物美，各流一端，而是自然與人類的合一。他描寫山、林、園、池，更描寫人類的相好；

燦爛而熱鬧的莊嚴，在清淨的恬澹中。常人理想中神世界的壯美，現在把它描寫為人間

佛菩薩的世界。 

它重重涉入的纖巧，卻又廣大崇高的宏偉。他不是直望平面的，不是鳥瞰的，更不是著

眼在一隅。它是自己站在宇宙中心，團團的看到一切，可說是立體的。從地面一直寫到

雲空；從此地一直普遍到十方，使人覺得面面充實，事事平等。他用珍奇、偉大、高廣，

表現它的尊貴氣魄，尊貴不是少數人的專有物，是人類的健美，自然的瑰奇，意志的強

毅，德業的光輝！ 

厭世者的貧乏，在這裡是自慚形穢了（智德的和諧等，經中明白的表現，可以類知）！ 
10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33 ~ p.34： 

若人自歸命，自力自依止，是人則能契，歸依真實義。  
    一般說來，歸依是信仰，希願領受外來的助力，從他力而得到救濟。一般他力宗教，都是

這樣的。然佛法不只如此，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佛在涅槃會上，最後教誡弟子說：『自

依止，法依止，不餘依止』。這是要弟子們依仗自力，要自己依著正法去修學，切莫依賴別

的力量。這正如《楞嚴經》中阿難說的：『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

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一切還得靠自己去修習。 

所以歸依的深義，是歸向自己（自心，自性）：自己有佛性，自己能成佛；自己身心的當體，

就是正法涅槃；自己依法修持，自身與僧伽為一體。佛法僧三寶，都不離自身，都是自己身心

所能成就顯現的。 

從表面看來，歸依是信賴他力的攝受加持；而從深處看，這只是增上緣，而實是激發自己身

心，願其實現。所以說：「若人自」己「歸命」――命是身心的總和，歸命是奉獻身命於三寶。

能依「自力，自」己「依止」自己而修正法，而不是阿難那樣的，以為『恃佛威神，無勞我修』，

那麼「是人」也就「能契」合於「歸依」的「真實義」了。  
11（1）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5： 

宗教是人類自己；是人類在環境中，表現著自己的意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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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印順導師《我之宗教觀》p.9 ~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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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世界，斷滅論流行，

不平等、不自由，到處充滿了愚癡與殘酷，該是宗教精神高度發揚的時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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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佛教，如實的認

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宗教歸仰，而努力於自己的實現。一般宗教，特別是高尚的宗教，

梵教、耶教、回教等，也都能表達出崇高的理想，輝煌的神格，由攝導人類自己，向這

一目標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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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目標。 

 

四 學佛的切要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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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理解：「生滅相續」和「自他增上」 

1. 生滅相續：可使我們努力向上向善的目標做去 

先說理解方面的：一、「生滅相續」；二、「自他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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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養我們互助、愛人，進而獲得自他和樂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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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修行：「淨心第一」和「利他為上」 

1. 淨心第一（通於二乘）：煩惱障礙所作皆不能如法合律、自他得益 

    關於修行的方法，雖然很多，主要的不外：「淨心第一」和「利他為上」。學

佛是以佛菩薩為我們理想的目標，主要是要增長福德和智慧，但這必需要自己依

著佛陀所說的教法去實行。修行的主要內容，要清淨自心。因為我們從無始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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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中就被許多貪、瞋、邪見、慢、疑等不良分子所擾亂，有了它們的障礙，我

們所作所為皆不能如法合律，使自他得益，所以修行必先淨心。 

淨化內心，並不是擺脫一切外緣，什麼也不做、不想。應該做的還是做，應該想

的還是想（觀），不過要引起善心，做得更合理，想得更合法，有益於自他才對。

這如剷除田園中蔓草，不但要連根除去，不使它再生長，而且還要培植一些有用

的花草，供人欣賞。所以佛法說，只修禪定還不能解決生死問題，必須定慧雙修，

斷除有漏煩惱才能獲得道果。 

佛法說：「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都是啟示學佛者應從自己淨化起，進而

再擴大到國土和其他眾生。這無論是大乘法和小乘法，都以此「淨心」為學佛的

主要內容。12  

2. 利他為上（大乘不共）：一切時、處、事、話，都以利他為前提 

    其次講到利他為上：依於自他增上的原則說，個人離開了大眾是無法生存

的，要想自己獲得安樂，必須大家先得安樂。就家庭說：你是家庭中一員；就社

會說：你是社會上一分子。家庭中能幸福，你個人才有幸福之可言；社會上大家

能夠和樂，你個人才能獲得真正安寧。這如注重衛生，如只注意家庭內部的清潔，

不注重到家庭四週環境的衛生，這是不徹底的衛生。 

所以小乘行者，專重自利方面，專重自淨其心，自了生死。以大乘說，這是方便

                                                
12（1）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59 ~ p.61： 

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見――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備的，切勿高推聖境，要從切近處學

習起！我曾寫有『菩提心的修習次第』，『慈悲為佛法宗本』，『自利與利他』，『慧學

概說』等短篇。  

    依三心而修行，一切都是菩薩行。初修菩薩行的，經說「十善菩薩發大心」。…〔中

略〕…這十善，如依三心而修，就是「十善菩薩」行了。或者覺得：這是重於私德的，沒

有為人類謀幸福的積極態度，這是誤會了！佛法是宗教的，不重視自己身心的淨化，那是

自救不了，焉能度人！ 

經上說：「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薩於此初發心」。怎樣的先度他呢？如有福國利民的抱負，

自己卻沒有學識，或生活糜爛，或一意孤行，他能達成偉大的抱負嗎？所以菩薩發心，當

然以「利他為先」，這是崇高的理想；要達成利他目的，不能不淨化自己身心。這就是

理想要高，而實行要從切近處做起。 

菩薩在堅定菩提，長養慈悲心，勝解緣起空性的正見中，淨化身心，日漸進步。這不是說

要自己解脫了，成了大菩薩，成了佛再來利他，而是在自身的進修中，「隨分隨力」的

從事利他，不斷進修，自身的福德、智慧漸大，利他的力量也越大，這是初學菩薩行者

應有的認識。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269 ~ p.270： 

我們知道，釋尊所開示的佛法，與重信的神教不同，是理智的、德行的、人本的宗教。

所以佛法的內容，不外乎軌範身心，淨化身心，達到身心解脫自在。信佛學佛，不是向

外追求（物欲與神力救濟），而是從自己身心的修治出發，實現自利與利他的理想。 

如能依著佛法去信受奉行，當然會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佛法的信修，一定會知見正

確，動機純正，智慧與慈悲的不斷增進。 

不過，佛法在長期流行中，從印度到中國，或是為了適應世俗，或是方便的曲引鈍根，佛

法傾向於神秘的、形式的、知識的；學佛者的解行，漸漸有了與日常生活脫節的現象；

這實在是值得大家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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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是究竟。菩薩重於利他，無論是一切時，一切處，一件事，一句話，都以

利他為前提。 

淨心第一，還通於二乘；利他為上，才是大乘不共的特色，才更合於佛陀的精神。

（印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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