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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的兩大特色佛學的兩大特色佛學的兩大特色佛學的兩大特色〉〉〉〉 
（（（（印順導師著印順導師著印順導師著印順導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佛法是救世之光佛法是救世之光佛法是救世之光》》》》，，，，p.157-p.166））））1

 

────────講於臺大融融學社講於臺大融融學社講於臺大融融學社講於臺大融融學社2──────── 

 從兩大特色從兩大特色從兩大特色從兩大特色，，，，指出佛學不同於一般宗教指出佛學不同於一般宗教指出佛學不同於一般宗教指出佛學不同於一般宗教    5 

這裡說佛學佛學佛學佛學的兩大特色，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說佛學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兩大特點，而是而是而是而是從兩大特色，指出佛學不同於

一般宗教、學說之所在。 

一般說：信佛信佛信佛信佛、、、、學佛學佛學佛學佛，信仰信仰信仰信仰佛菩薩的福德、智慧，崇高、偉大；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佛法的義理精深。 

※但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要使我們，如何理解佛法，正確通達人生真義；指示我們向上向善，生活納生活納生活納生活納

入道德軌範入道德軌範入道德軌範入道德軌範，與佛菩薩同樣的進趣進趣進趣進趣3於究竟、理想的境地。 10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的根本原則與功能的根本原則與功能的根本原則與功能的根本原則與功能 

宗教之優劣、高低、是非，姑且不談。它能引導我們引導我們引導我們引導我們邁向人生平坦大道，成為人類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中不可或缺中不可或缺中不可或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肯定了這一根本肯定了這一根本肯定了這一根本肯定了這一根本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從宗教中獲得真實的受用和利益獲得真實的受用和利益獲得真實的受用和利益獲得真實的受用和利益， 

◎也才能才能才能才能表彰宗教之真義與價值宗教之真義與價值宗教之真義與價值宗教之真義與價值。（p.158） 15 

壹壹壹壹、、、、信仰與理智的統一信仰與理智的統一信仰與理智的統一信仰與理智的統一 一一一一、、、、人人人人有有有有「「「「重感情重感情重感情重感情」」」」與與與與「「「「重理性重理性重理性重理性」」」」之別之別之別之別 

由於人類的個性各各不同，其習性、煩惱，要求、愛好，就有千差萬別千差萬別千差萬別千差萬別。 

◎重感情重感情重感情重感情的人，大抵是慈悲、信仰心切切切切4； 

◎重重重重理性理性理性理性的人，則理解力強。 20 

這一偏頗的發展，不能使信仰與理智信仰與理智信仰與理智信仰與理智統一，往往發生流弊。 （（（（一一一一））））重重重重情感情感情感情感之之之之可能流可能流可能流可能流弊弊弊弊：：：：狂熱盲目信仰狂熱盲目信仰狂熱盲目信仰狂熱盲目信仰、、、、趨向迷信趨向迷信趨向迷信趨向迷信 

例如情感重情感重情感重情感重，偏於信仰，則「有信無智有信無智有信無智有信無智」」」」，狂熱的盲目信仰，趨向迷信。 

這種“反理性、排斥智慧”的態度，不是佛法所取不是佛法所取不是佛法所取不是佛法所取的。 （（（（二二二二））））重理性重理性重理性重理性之之之之可能流可能流可能流可能流弊弊弊弊：：：：抹煞道德價值抹煞道德價值抹煞道德價值抹煞道德價值、、、、反宗教反宗教反宗教反宗教 25 

相反的是著重理性著重理性著重理性著重理性，對任何一切，事事懷疑，毫無信仰，抹煞道德價值，否認真理否認真理否認真理否認真理、、、、

                                                      
1
 取材自福嚴網站：http://www.fuyan.org.tw/ --「授課講義」，略作增刪。釋長叡敬編 26/06/2013 

2
 《導師光碟附錄》〈印順導師略譜〉：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五十七歲，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國立台灣大學融融學社講〈佛學的兩大特色〉……。 

3
 進趨：亦作“進趣”。2.努力向上；立志有所作為。3.追求；求取。《漢語大詞典》 

4
 切：6.急切；急迫。唐‧杜甫《狂歌行贈四兄》：“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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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聖賢聖賢聖賢的存在，終於走上反宗教反宗教反宗教反宗教的路子。5
 

這一危險性的歧途，小則小則小則小則個人的道德行為無法建立，大則大則大則大則整個社會皆蒙受其害！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佛法說：「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增邪見」6，即是此義。7
 

 二二二二、、、、佛法佛法佛法佛法主張主張主張主張「「「「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 5 

佛法主張「信智合一」，如何合一如何合一如何合一如何合一？？？？能否合一能否合一能否合一能否合一？？？？這就要對佛法中「信仰」與「智慧」，先

有一番了解。 （（（（一一一一））））信仰之意涵信仰之意涵信仰之意涵信仰之意涵     1、、、、若缺理智若缺理智若缺理智若缺理智的的的的思擇思擇思擇思擇，，，，不不不不是是是是「「「「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 

信仰信仰信仰信仰的特徵，是對於所信仰的對象，生起一種欽敬仰慕欽敬仰慕欽敬仰慕欽敬仰慕之情操。 10 

任何宗教徒，均有如此信仰生活的經驗。 

這種信仰，若缺乏理智思考和抉擇，就不（p.159）能稱為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 

  2、、、、佛法中佛法中佛法中佛法中的的的的信仰信仰信仰信仰，，，，透過考察透過考察透過考察透過考察，，，，確確確確定定定定所信的對象所信的對象所信的對象所信的對象，，，，具有具有具有具有「「「「實實實實、、、、德德德德、、、、能能能能」」」」 

佛法中信仰，是透過考察與分別過考察與分別過考察與分別過考察與分別，了解到信仰的對象信仰的對象信仰的對象信仰的對象，具有“真確確確確（（（（實實實實））））性”，“功功功功

（（（（德德德德））））性”和“功用功用功用功用（（（（能能能能））））性”。 15 

例如佛弟子對釋迦世尊的敬信，必先通達到釋尊確實示現示現示現示現過這一世界，他有崇高的

智慧德相智慧德相智慧德相智慧德相和那偉大救世利人的慈悲大用慈悲大用慈悲大用慈悲大用。 

  3、、、、佛法中的信仰佛法中的信仰佛法中的信仰佛法中的信仰，，，，以理以理以理以理智為基礎智為基礎智為基礎智為基礎，，，，引發向上引發向上引發向上引發向上、、、、向善向善向善向善 

佛法中的信仰以理智為基礎； 

                                                      
5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80：「能正見有善惡，業報，前生後世，雖然是難得的，但如不信聖者解脫如不信聖者解脫如不信聖者解脫如不信聖者解脫的自在境地，那人生可真苦了那人生可真苦了那人生可真苦了那人生可真苦了！！！！五趣流轉，生死死生，一直這樣的升沈下去，這幕演不完的人生悲劇，如何得了！人生，決不是這樣無希望的；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確信聖者的自在解脫，，，，才能向才能向才能向才能向上邁進上邁進上邁進上邁進，衝破黑暗而開拓無邊的光明。所以還要正見正見正見正見““““有凡夫有凡夫有凡夫有凡夫、、、、有聖人有聖人有聖人有聖人””””。」 

6（1）《大般涅槃經》卷 36〈12 迦葉菩薩品〉：「有二種人二種人二種人二種人謗佛法僧謗佛法僧謗佛法僧謗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雖信，不解義故。 善男子！若人信心若人信心若人信心若人信心，，，，無有智慧無有智慧無有智慧無有智慧，，，，是人則能是人則能是人則能是人則能增長無明增長無明增長無明增長無明；；；； 若有智慧若有智慧若有智慧若有智慧，，，，無有信心無有信心無有信心無有信心，，，，是人則能是人則能是人則能是人則能增長邪見增長邪見增長邪見增長邪見。 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說言：『無有佛、法、僧寶』； 信者無慧，顛倒解義顛倒解義顛倒解義顛倒解義，令聞法者令聞法者令聞法者令聞法者謗佛、法、僧。 善男子！是故我說：『不信之人瞋恚心故瞋恚心故瞋恚心故瞋恚心故、有信之人無智慧故無智慧故無智慧故無智慧故——是人能謗佛、法、僧寶。』」(大正 12，580b16-24) （2）《大毘婆沙論》卷 6：「……波羅衍拏是婆羅門種，雖有智慧而闕淨信淨信淨信淨信，無信之慧增長諂曲，為止彼諂曲故，說『信信信信為頂』；新學苾芻新學苾芻新學苾芻新學苾芻是釋迦種，雖有淨信而闕智慧，無慧之信增長愚無慧之信增長愚無慧之信增長愚無慧之信增長愚癡癡癡癡，為止彼愚癡故，說『慧慧慧慧為頂』。」(大正 27，26c16-21) 
7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五冊》p.269：「……我曾一再說過一再說過一再說過一再說過：『迷信迷信迷信迷信比不信不信不信不信（無信仰）好好好好』。對於有真切信仰的有真切信仰的有真切信仰的有真切信仰的，即使是外道即使是外道即使是外道即使是外道，我也存有限度內限度內限度內限度內的尊重與容忍尊重與容忍尊重與容忍尊重與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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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智出發而加強信心， 

從智慧體認而陶冶的信仰， 

理解愈深切理解愈深切理解愈深切理解愈深切則信心愈堅強信心愈堅強信心愈堅強信心愈堅強。 

這種信心能引發我們向上向上向上向上、、、、向善向善向善向善，不但對信仰的對象上有「高山仰止」8之情愫，而

且進一步也想達到同一境地想達到同一境地想達到同一境地想達到同一境地！ 5 三三三三、、、、缺乏信仰缺乏信仰缺乏信仰缺乏信仰的的的的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不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不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不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不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 

常見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對佛法頗有研究的知識份頗有研究的知識份頗有研究的知識份頗有研究的知識份子子子子，理解力雖強理解力雖強理解力雖強理解力雖強，，，，但缺乏信仰但缺乏信仰但缺乏信仰但缺乏信仰，所以佛法不能在他們

身心中生根生根生根生根，更不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受用真實受用真實受用真實受用。 

這樣的研究佛學這樣的研究佛學這樣的研究佛學這樣的研究佛學，，，，是違反佛教精神的是違反佛教精神的是違反佛教精神的是違反佛教精神的。 

因為佛教生活佛教生活佛教生活佛教生活是包括了信仰要素包括了信仰要素包括了信仰要素包括了信仰要素，有了信心才能滌除內心煩惱煩惱煩惱煩惱──貪貪貪貪、、、、瞋瞋瞋瞋、、、、我慢我慢我慢我慢。9
 10 

信心猶如明礬明礬明礬明礬10，放進濁水中，濁水不得不淨。11
 

信仰心切，內心自然清淨。 

 ※※※※信仰信仰信仰信仰能能能能使使使使人愉悅人愉悅人愉悅人愉悅、、、、安定與充實安定與充實安定與充實安定與充實 

人生現實社會苦惱重重，信仰能使我們空虛苦悶的心境，獲得愉悅，安定和充實。12
 

這如一無知孩童，流浪街頭流浪街頭流浪街頭流浪街頭，，，，饑渴寒冷饑渴寒冷饑渴寒冷饑渴寒冷，徬徨無依，在焦急絕望中，忽然找到自己的母15 

親，安定快樂，因為深信能得到衣食的飽暖，以及母愛的慰撫（p.160）。所以信仰的生活

中揚溢著喜悅，輕安和充實！ 

 ※※※※佛教的信仰佛教的信仰佛教的信仰佛教的信仰，，，，沒有一般宗教沒有一般宗教沒有一般宗教沒有一般宗教““““重信不重解重信不重解重信不重解重信不重解””””的弊端的弊端的弊端的弊端 

倘若未經過自由思考，理智陶冶，則其信仰永遠跟在他人走，所謂「他信我也信」。這種

宗教狂熱，只是自我陶醉，屬於盲目的、反理智的迷信。 20 

                                                      
8
 高山仰止：語出《詩‧小雅‧車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用以謂 崇敬仰慕崇敬仰慕崇敬仰慕崇敬仰慕。《漢語大詞典》 

9
 《大般涅槃經》卷 11〈6 現病品〉：「一切眾生有四毒箭四毒箭四毒箭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貪欲貪欲貪欲貪欲、、、、瞋恚瞋恚瞋恚瞋恚、、、、愚癡愚癡愚癡愚癡、、、、憍慢憍慢憍慢憍慢。」(CBETA, T12, no. 374, p. 428, b21-23) 

10
 明礬明礬明礬明礬（ㄈㄢˊ）：無機化合物……通常用來使水澄清。《漢語大詞典》 

11《入阿毘達磨論》卷 1：「信信信信，，，，謂令心於境澄淨；謂於三寶、因果相屬、有性等中，現前忍許，故名為『信』。是能除遣心濁穢法，如清水珠清水珠清水珠清水珠，置於池內，令濁穢水，皆即澄清。如是信珠信珠信珠信珠，，，，在在在在心池內心池內心池內心池內，，，，心諸濁穢心諸濁穢心諸濁穢心諸濁穢，，，，皆即除遣皆即除遣皆即除遣皆即除遣。」(大正 28，982a28-b2) 
12

 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77：「有人以為比丘的出家，為了希求來生的幸福希求來生的幸福希求來生的幸福希求來生的幸福，某比丘告訴他：不！出家是「捨非時樂非時樂非時樂非時樂，得現前樂現前樂現前樂現前樂」（《雜含》卷三八‧一０七八經）。 現前樂現前樂現前樂現前樂，即自覺自證的解脫樂自覺自證的解脫樂自覺自證的解脫樂自覺自證的解脫樂。關于法的體見，不是渺茫的，不是難得的，如佛說：「彼朝行如彼朝行如彼朝行如彼朝行如是是是是，，，，暮必得昇進暮必得昇進暮必得昇進暮必得昇進；；；；暮行如是暮行如是暮行如是暮行如是，，，，朝必得昇進朝必得昇進朝必得昇進朝必得昇進」（《中含‧念處經》）。這是容易到達的，問題在學問題在學問題在學問題在學者是否能順從佛陀的開導而行者是否能順從佛陀的開導而行者是否能順從佛陀的開導而行者是否能順從佛陀的開導而行。 對於法的實證與可能，佛曾歸納的說：「世尊現法律，離諸熱惱，非時通達，即於現法現法現法現法，緣自覺悟」（《雜含》卷二０‧五五０經）。 這非時通達非時通達非時通達非時通達，即「不待時」，是沒有時間限制的沒有時間限制的沒有時間限制的沒有時間限制的，，，，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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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信仰經過智慧觀察佛教的信仰經過智慧觀察佛教的信仰經過智慧觀察佛教的信仰經過智慧觀察，在信仰中不廢理性在信仰中不廢理性在信仰中不廢理性在信仰中不廢理性，故無一般宗教「重信不重解重信不重解重信不重解重信不重解」的弊病。 

※當然，佛法信心的過程信心的過程信心的過程信心的過程，有深淺不同的層次，而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所見的佛教徒的佛教徒的佛教徒的佛教徒的信仰，不一定能

代表佛法的真義。 四四四四、、、、智慧智慧智慧智慧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 （（（（一一一一））））智慧的特性智慧的特性智慧的特性智慧的特性與與與與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5 

智慧的特性特性特性特性是「自由思考」， 

智慧的作用作用作用作用是「了解認識」。 （（（（二二二二））））佛教佛教佛教佛教對對對對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     1、、、、人類人類人類人類的的的的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有錯亂性有錯亂性有錯亂性有錯亂性，，，，不正確的成份很多不正確的成份很多不正確的成份很多不正確的成份很多，，，，不斷修正不斷修正不斷修正不斷修正 

人類智慧的領域已擴大到星球，這證明人類知識在日新月異的進步，也可說明了傳10 

統的一切，不一定可靠。 

因為在人類吸收外界知識時，已有很多的錯誤成份，知識的來源是片斷的、點滴的，

當眼見耳聞眼見耳聞眼見耳聞眼見耳聞、、、、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吸收知識時，外界與內心皆滲雜了一些錯亂性錯亂性錯亂性錯亂性。 

舉例說：我們見外境時見外境時見外境時見外境時，，，，同時就不能知道內心同時就不能知道內心同時就不能知道內心同時就不能知道內心，13因此被外界誘惑，心被物役14，不

能作主，貪、瞋、邪見，接踵接踵接踵接踵而來。 15     2、、、、人類人類人類人類的認識有偏差的認識有偏差的認識有偏差的認識有偏差，，，，不能了解自己與外界不能了解自己與外界不能了解自己與外界不能了解自己與外界 

佛法說：人類的知識，勝過一切動物；上天下地，似乎無所不知似乎無所不知似乎無所不知似乎無所不知， 

卻不能了解不能了解不能了解不能了解自己本身自己本身自己本身自己本身，這是認識的偏差認識的偏差認識的偏差認識的偏差。 

又如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外界外界外界外界時時時時，，，，也不能徹底也不能徹底也不能徹底也不能徹底通達。 

現象界之一切，無不是無常變化不居不居不居不居15的，但在我們主觀認識中，總覺得是永永永永（p.161）20 

久如此久如此久如此久如此、絕對如此絕對如此絕對如此絕對如此。 

※所以常人的知識，不正確的成份很多。     3、、、、一般人以為一般人以為一般人以為一般人以為““““真理在心外真理在心外真理在心外真理在心外””””；；；；佛法佛法佛法佛法則是向內則是向內則是向內則是向內推求推求推求推求     （（（（1111））））一般人以為一般人以為一般人以為一般人以為真理在真理在真理在真理在心外心外心外心外    
一般人以為真理真理真理真理在我們心外心外心外心外，所以終日向外界探求， 25 

或外在有一形而上之本體形而上之本體形而上之本體形而上之本體，作為我們信仰對象，      （（（（2222））））佛法智慧的推求佛法智慧的推求佛法智慧的推求佛法智慧的推求，，，，由內向外由內向外由內向外由內向外    
                                                      
13

 印順導師著，《佛在人間》p.279：「從心識來說，知識有能知、所知，“能知”是心識，“所知”是認識的對象，當心識了知對象時，卻不能知認識的自身──心不自知心不自知心不自知心不自知。縱然自知心念的生滅動態，這還是“後念知前念”，決不是同時在一念中決不是同時在一念中決不是同時在一念中決不是同時在一念中，，，，具有具有具有具有“能能能能、、、、所所所所”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否則否則否則否則“能所能所能所能所”就混淆不分就混淆不分就混淆不分就混淆不分。。。。因此，知識只能知道相對的世間知識只能知道相對的世間知識只能知道相對的世間知識只能知道相對的世間，，，，不能知道絕對的境地不能知道絕對的境地不能知道絕對的境地不能知道絕對的境地。」 
14

 物役：為外界事物所役使。《漢語大詞典》 
15

 不居：2.不停留。《禮記‧月令》：漢 孔融《論盛孝章書》：“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2013美國佛法度假營 

 

5 

但外界的一切都是虛幻不實的。所以佛法智慧的推求以自我體驗自我體驗自我體驗自我體驗為中心，真理不

從外得， 

認識了自我，把握住自我後，由內向外由內向外由內向外由內向外，擴大到人生現象界，以外界作為自我體

驗之印證。 

這如一個耳聰目明的人，知識豐富，一切不需他人幫助，就能辨別清楚， 5 

如此才能智信合一智信合一智信合一智信合一。     4、、、、了解了解了解了解、、、、體驗體驗體驗體驗、、、、實行實行實行實行佛法佛法佛法佛法的的的的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人生充滿無限的光人生充滿無限的光人生充滿無限的光人生充滿無限的光明明明明 

其實智信智信智信智信不相違背，否則，不偏於信仰即重於智慧，信智不能調和。因為 

◇“無信仰的智慧無信仰的智慧無信仰的智慧無信仰的智慧”，是偏重於物質的智慧，結果是反宗教反宗教反宗教反宗教。 

◇“沒有智慧的信仰沒有智慧的信仰沒有智慧的信仰沒有智慧的信仰”，是偏重於情感的信仰，結果是反理性反理性反理性反理性。 10 

佛法是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是充滿理性的，“智”是著重人生的、自力的； 

信信信信離顛倒離顛倒離顛倒離顛倒，，，，而智智智智有確信有確信有確信有確信。。。。 

能夠這樣的去了解能夠這樣的去了解能夠這樣的去了解能夠這樣的去了解、、、、體驗體驗體驗體驗、、、、實行實行實行實行，，，，則人生前途才充滿了無限光明則人生前途才充滿了無限光明則人生前途才充滿了無限光明則人生前途才充滿了無限光明。 五五五五、、、、佛法佛法佛法佛法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與智慧與智慧與智慧與智慧））））的修學的修學的修學的修學歷程歷程歷程歷程 

信心的修學方式，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在其過程中雖有淺深的不同，但最後是“信智統信智統信智統信智統15 

一一一一””””。16
     （（（（一一一一））））信順信順信順信順————————““““聞慧聞慧聞慧聞慧””””相應相應相應相應 

第一是信順信順信順信順，內心不存有絲毫的成見，而以理解為基礎。因為胸中一有主見，則不能

信順他人或接收真理。17
 

舉一淺例說： 20 

                                                      
16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學佛三要》〈信心及其修學〉p.83-p.94。 
17《靈峰靈峰靈峰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宗論宗論宗論》卷 2：「 流俗知見，不可入道。我慢習氣，不可求道。 未會會會會先會，不可語道。宴安怠惰，不可學道。 顧是惜非，不可謀道。自信己意自信己意自信己意自信己意，，，，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問道問道問道問道。 捨動求靜，不可養道。棄教參禪，不可得道。 依文解義，不可會道。欲速喜近，不可悟道。 隔小於大，不可見道。執穢為淨，不可知道。 厭常喜新，不可趨道。樂簡畏繁，不可明道。 將就苟且，不可修道。得少為足，不可證道。」(CBETA, J36, no. B348, p. 275, c26-p. 276, a2) ◎【蕅蕅蕅蕅益智旭】（1599～1655）明代僧。吳縣（江蘇）木瀆人，俗姓鍾。字蕅益，號八不道人八不道人八不道人八不道人。由於晚居靈峰靈峰靈峰靈峰（浙江杭縣）建寺、創社、著書，故世稱靈峰蕅益大師靈峰蕅益大師靈峰蕅益大師靈峰蕅益大師。 少好儒學，誓滅釋老，偶閱祩宏祩宏祩宏祩宏之《自知錄》、《竹窗隨筆》，遂取己所著闢佛論焚之。…… 二十四歲就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憨山大師之門人雪嶺雪嶺雪嶺雪嶺剃度。 師嘗學華嚴、天台、唯識，欲統一禪、教、律，綜合佛教諸家體系綜合佛教諸家體系綜合佛教諸家體系綜合佛教諸家體系，惟於實踐上實踐上實踐上實踐上側重念佛念佛念佛念佛。並兼兼兼兼治儒家治儒家治儒家治儒家、、、、景教景教景教景教。。。。主張融合佛融合佛融合佛融合佛、、、、道道道道、、、、儒三教儒三教儒三教儒三教。著作極多，……門人成時成時成時成時別編其遺文為《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十卷。與憨山憨山憨山憨山、、、、紫柏紫柏紫柏紫柏、、、、蓮池蓮池蓮池蓮池並稱明代四大高僧明代四大高僧明代四大高僧明代四大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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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與乙彼此感情不和。乙（p.162）有了錯誤，甲以真誠心忠言勸告，但乙胸有成見，

不但不肯接受，而說是惡意謗譭。 

反之，若甲乙毫無成見，或感情很好，那即使甲以粗言相對，乙也能甘之如飴的。 

所以丟開了主見才能信順真理丟開了主見才能信順真理丟開了主見才能信順真理丟開了主見才能信順真理，這樣信心才能清淨（與三慧中“聞慧聞慧聞慧聞慧””””相應）。     （（（（二二二二））））信可信可信可信可————————““““思思思思慧慧慧慧””””相應相應相應相應 5 

第二是信可信可信可信可，或稱為“解信解信解信解信”，經過“信順”後，接著就對於所信的對象上生起深刻起深刻起深刻起深刻

的了解的了解的了解的了解，或印可印可印可印可18它確實如此。 

認得真認得真認得真認得真，，，，才信得切才信得切才信得切才信得切。通過耳聞眼見，再經內心思考（這與三慧中“思慧思慧思慧思慧””””相應），求

得“系統的認識系統的認識系統的認識系統的認識””””，認定它確實無謬。19
     （（（（三三三三））））信求信求信求信求————————““““修慧修慧修慧修慧””””相應相應相應相應 10 

第三是信求信求信求信求，這一階段是經過智慧思考後採取行動，希求獲得。 

如去山中採礦，經過勘定後，知其地實有石油，確信無疑，即可開始鑿掘了（與“修修修修

慧慧慧慧””””相應）。     （（（（四四四四））））證信證信證信證信————————““““現證現證現證現證慧慧慧慧””””相應相應相應相應 

第四是證信，由於不斷的修習，體悟到真理究極與最初所信的毫無二致毫無二致毫無二致毫無二致20。 15 

如開礦者，繼續的開掘，終於發現到大量石油（這與“現證慧現證慧現證慧現證慧””””相應）。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佛法以佛法以佛法以佛法以““““信不排智信不排智信不排智信不排智，，，，智以信成智以信成智以信成智以信成””””，，，，達到達到達到達到「「「「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信智合一」」」」 

佛法說“信不排智信不排智信不排智信不排智，，，，智以信成智以信成智以信成智以信成””””，達到「信智合信智合信智合信智合一一一一」」」」，這與其他宗教的信仰大大不同。 六六六六、、、、結說結說結說結說：：：：信仰與智慧的統一信仰與智慧的統一信仰與智慧的統一信仰與智慧的統一 （（（（一一一一））））佛法中的智慧從自證而佛法中的智慧從自證而佛法中的智慧從自證而佛法中的智慧從自證而來來來來，，，，由內而外由內而外由內而外由內而外    20 

佛法中的智慧從自證自證自證自證而來，因為一切知識必須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位，了解到人生，把握此人生

的智慧，再去觀察宇宙現象宇宙現象宇宙現象宇宙現象界，才能通達無礙。 

若以為智慧從外界外界外界外界獲得（p.163），只能知其表面，不能徹徹徹徹21法源法源法源法源22底底底底。23
 

                                                      
18

 印可：指對於認識物件必詳細思維詳細思維詳細思維詳細思維後而定︰如《俱舍論》卷四云（大正 29•19a）︰‘勝解勝解勝解勝解，，，，謂能謂能謂能謂能于境印可于境印可于境印可于境印可。。。。’From《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19

 印順導師著，《般若經講記》p.154：「佛法教人多聞熏習，聽聞日久，解法智生，這在佛法名“聞所成慧”。聞解以後，再於自己心中詳審觀察，如是對於前所了解的問題可以更得到有系得到有系得到有系得到有系統有條理的深一層認識統有條理的深一層認識統有條理的深一層認識統有條理的深一層認識。同時，將此深刻的悟解，指導行為而體驗於尋常日用間，佛法名此為“思所成慧”。思後更修禪定，於定境中審細觀察宇宙人生的真理，此名“修所成慧”。再不斷的深入，常時修習，般若智慧即可發生。」  

20
 二致：不一致；兩樣。《漢語大詞典》 

21
 徹：4.通，貫通。《漢語大詞典》 

22
 源：3.探察本源。《漢語大詞典》 

23
 《成佛之道》p.265：「究竟無上的志願──菩提心；普遍平等的同情──慈悲；徹法源底的智慧
──空慧，為大乘行必備的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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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信信信信智不二的佛教智不二的佛教智不二的佛教智不二的佛教，，，，非一般宗教所非一般宗教所非一般宗教所非一般宗教所及及及及      1、、、、智不礙信智不礙信智不礙信智不礙信————————事相上事相上事相上事相上 

約智不礙信智不礙信智不礙信智不礙信說，在事相上，佛陀曾親證到“世界無量、眾生無數”24。 

科學不發達時，人們對這種看法是非常懷疑的。 

但到目前，以科學儀器視察，證明太空中是有無數星球。 5 

科學愈昌明，愈能證明佛法所說是千真萬確。 

  2、、、、信不礙智信不礙智信不礙智信不礙智————————理論上理論上理論上理論上 

約“信不礙智信不礙智信不礙智信不礙智”說，在理論上，佛說緣起緣起緣起緣起、、、、無常無常無常無常、、、、無我無我無我無我等，在現實人生中，我們處

處可以體驗到這一永恆不變的理性原則。 

※這一“信智不二信智不二信智不二信智不二””””的佛學，是其他宗教所不及。 10 

貳貳貳貳、、、、慈悲與智慧的融和慈悲與智慧的融和慈悲與智慧的融和慈悲與智慧的融和 

   一一一一、、、、佛法中佛法中佛法中佛法中，，，，悲悲悲悲智智智智不可分不可分不可分不可分 

佛法常說「悲智雙運」，這證明佛法中“悲智”不可分開的。       （（（（一一一一））））佛教佛教佛教佛教的慈悲的慈悲的慈悲的慈悲，，，，大抵相同於中國之大抵相同於中國之大抵相同於中國之大抵相同於中國之「「「「仁仁仁仁」」」」與西方之與西方之與西方之與西方之「「「「愛愛愛愛」」」」 

慈悲的內容與作用，大抵相同於中國之「仁仁仁仁」」」」與西方之「愛愛愛愛」」」」。25
 15 

但慈悲不僅是同情、關懷，而且是符合真理的。 

所以說：“無智不成大悲無智不成大悲無智不成大悲無智不成大悲””””。26
       （（（（二二二二））））慈悲慈悲慈悲慈悲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及不同慈悲的及不同慈悲的及不同慈悲的及不同慈悲的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慈慈慈慈悲是一切道德的根源悲是一切道德的根源悲是一切道德的根源悲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慈悲慈悲慈悲慈悲是一切道德的根源，道德無慈悲即無法建立。 20 

道德準繩，就看慈悲之有無。 

慈悲心慈悲心慈悲心慈悲心也就是同情感同情感同情感同情感。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說：我們見到他人遭遇苦難時，內心油然生起關懷，進而以其所有，盡心盡力

去幫助他，給予他身心安（p.164）樂和慰藉。這就是慈悲的表現和實踐。       1111、、、、一般人一般人一般人一般人：：：：有限的有限的有限的有限的慈悲慈悲慈悲慈悲，，，，無法推廣於他人無法推廣於他人無法推廣於他人無法推廣於他人 25 

不過，一般人之慈悲同情只限囿囿囿囿27於自己的親人，不能推廣於他人。 

                                                      
24《雜寶藏經》卷 6：「佛言：『帝釋！一切眾生，亦不一貪一欲一向一趣，眾生無量眾生無量眾生無量眾生無量，，，，世界無量世界無量世界無量世界無量，意欲趣向，殊別不同，各執所見。』」(CBETA, T04, no. 203, p. 477, c2-4) 
25

 參見印順導師著，《學佛三要》，p.68-p.71。 
26《大智度論》卷 21〈1 序品〉(大正 25，220b28-c3)：「以善修大悲以善修大悲以善修大悲以善修大悲、智慧故智慧故智慧故智慧故，，，，具足慧眾具足慧眾具足慧眾具足慧眾，餘人無是大悲，雖有智慧不得具足。大悲欲度眾生，求種種智慧故，及斷法愛，滅六十二邪見，不墮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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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的例子，做父母的見到自己的子女生病時，內心的憂愁焦慮超過了子女的

病苦；只恨不能以自身代替。 

這一偉大的慈愛，普通人只能施捨於自己的子女，而不能普及到他人的子女，因

被情愛所束縛，封鎖在一個小圈子裡不能超出。       2、、、、儒家儒家儒家儒家：：：：““““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 5 

儒家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8。       3、、、、佛教佛教佛教佛教：：：：以智慧觀察以智慧觀察以智慧觀察以智慧觀察，，，，強調冤親平等強調冤親平等強調冤親平等強調冤親平等 

佛家要人「冤冤冤冤親平等親平等親平等親平等」29，這無非希望我們擴大同情，增長慈悲。             （（（（1111））））以智慧去觀察人生以智慧去觀察人生以智慧去觀察人生以智慧去觀察人生，，，，所以悲心深切所以悲心深切所以悲心深切所以悲心深切    
要想悲心深切，先應明白人生真義人生真義人生真義人生真義（以智慧去觀察以智慧去觀察以智慧去觀察以智慧去觀察）。 10             AAAA、、、、從從從從緣起說緣起說緣起說緣起說（（（（空間空間空間空間））））：：：：人須依賴他人人須依賴他人人須依賴他人人須依賴他人，，，，相依相成相依相成相依相成相依相成    
佛法說緣起緣起緣起緣起，人是群居動物，我們的衣食住行，生活資具，均由社會廣大人群：

士、農、工、商所供給，生命財產，由軍政、法律所保障。 

明白這相相相相依依依依相成相成相成相成之緣起的道理，即能對他人生起同情心。             BBBB、、、、從無始輪迴說從無始輪迴說從無始輪迴說從無始輪迴說（（（（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切眾生皆一切眾生皆一切眾生皆一切眾生皆曾曾曾曾經經經經是我是我是我是我的的的的父母父母父母父母親屬親屬親屬親屬    15 

約我們無限延續的生命說，過去無量生死中，我們也有很多父母親屬，眼前現

生的父母我們要報恩，過去的父母兄妹我們也應報恩。 

所以佛經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30
 

我們的慈悲心，不是為一家、一族、一國、全人類，甚至要擴大到一切眾生界。

大乘佛法特別強調素食，不殺害眾生，原因在此。31
 20 

                                                                                                                                                                            
27

 囿：5.拘泥；局限。《漢語大詞典》 
28

 「老老老老吾老以吾老以吾老以吾老以及及及及人之老人之老人之老人之老：第一個『老』字是動詞動詞動詞動詞『贍養、孝敬』的意思，……幼幼幼幼吾幼以吾幼以吾幼以吾幼以及及及及人之幼人之幼人之幼人之幼：第一個『幼幼幼幼』字是動詞動詞動詞動詞『撫養、教育』的意思……；兩句中的兩句中的兩句中的兩句中的『『『『及及及及』』』』都有都有都有都有『『『『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推己及人』』』』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來源：中國華文教育網】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11 淨行品〉：「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孝事父母，當願眾生：善事於佛，護養一切。   妻子集會，當願眾生： [1]怨怨怨怨親平等，永離貪著……」(CBETA, T10, no. 279, p. 70, a4-7)  [1]怨＝冤【明】。 
30《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 2〈2 報恩品〉：「善男子！眾生恩者，即無始來，一切眾生輪轉五道經百千劫，於多生中互為父母於多生中互為父母於多生中互為父母於多生中互為父母；；；；以互為父母故以互為父母故以互為父母故以互為父母故，，，，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女人即是悲母一切女人即是悲母一切女人即是悲母一切女人即是悲母，昔生生中有大恩故，猶如現在父母之恩，等無差別。」(大正 03，297c8-12) 
31

 （1）《梵網經》卷 2：「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一切肉不得食一切肉不得食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斷大慈悲性種子斷大慈悲性種子斷大慈悲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大正 24，1005b10-13) （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4〈一切佛語心品〉：「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一切眾生從本一切眾生從本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已來已來已來，，，，展轉因緣展轉因緣展轉因緣展轉因緣，，，，常為六親常為六親常為六親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以親想故以親想故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不應食肉不應食肉不應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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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佛法中（p.165）講慈悲慈悲慈悲慈悲，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施予施予施予施予，而是一種報恩報恩報恩報恩。             （（（（2222））））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與智慧相融的慈悲與智慧相融的慈悲與智慧相融的慈悲與智慧相融的慈悲是契合真理――自他緣成，相依相存。       二二二二、、、、一般宗教之一般宗教之一般宗教之一般宗教之「「「「博愛博愛博愛博愛」」」」與佛教之與佛教之與佛教之與佛教之「「「「慈悲慈悲慈悲慈悲」」」」的差異的差異的差異的差異       （（（（一一一一））））一般宗教的博愛一般宗教的博愛一般宗教的博愛一般宗教的博愛，，，，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中心 5 

一般宗教講博博博博愛愛愛愛，總以自我為中心。如「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信者永生，不信

者永滅」，這種強烈的獨佔的排他性，除屬於自己外，一切皆要毀滅，“階級階級階級階級愛愛愛愛”

的底裡32，露出了殘酷的仇恨！33
       （（（（二二二二））））佛教的慈悲是冤親平等佛教的慈悲是冤親平等佛教的慈悲是冤親平等佛教的慈悲是冤親平等；；；；強調強調強調強調「「「「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自作自受」」」」的因果法則的因果法則的因果法則的因果法則，，，，藉以淨化人的德行藉以淨化人的德行藉以淨化人的德行藉以淨化人的德行 

      1、、、、冤親平等冤親平等冤親平等冤親平等 10 

佛法中慈悲是冤冤冤冤親平等親平等親平等親平等，對於冤家或不信者，雖一時不能度化他，待因緣成熟，自

然可以攝化。 

      2、、、、以宇宙以宇宙以宇宙以宇宙因果定律因果定律因果定律因果定律，，，，淨化德行淨化德行淨化德行淨化德行             （（（（1111））））宇宙因果法則宇宙因果法則宇宙因果法則宇宙因果法則：：：：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    
依宇宙因果自然法則說：自作自受，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可以賞善罰惡。 15 

如人爬樓梯，自己不小心，就會摔跤，一切自己負責。34
       （（（（2222））））因果定律因果定律因果定律因果定律建立在建立在建立在建立在““““合情合理的人事關係合情合理的人事關係合情合理的人事關係合情合理的人事關係””””上上上上，，，，藉以淨化藉以淨化藉以淨化藉以淨化德行德行德行德行，，，，提高道德水準提高道德水準提高道德水準提高道德水準 

佛法講善因得善報，惡因得惡果，有人不明因果法則，以為其中含有功利觀功利觀功利觀功利觀念念念念
35，殊不知佛法講善佛法講善佛法講善佛法講善惡惡惡惡，，，，根本原則根本原則根本原則根本原則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在合情合理人在合情合理人在合情合理人在合情合理人事種種關係事種種關係事種種關係事種種關係上。36

 

                                                                                                                                                                            』」(CBETA, T16, no. 670, p. 513, c11-14) 
32

 底裏底裏底裏底裏：3.內部；深處。宋 楊萬里《題薦福寺》詩：“千山底裏着樓臺，半夜松風萬壑哀。” 
33

 印順導師著，《我之宗教觀》p.304：如如如如“信者永生信者永生信者永生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火不信者永火不信者永火不信者永火”。。。。不以人類的行為不以人類的行為不以人類的行為不以人類的行為（（（（內心與外內心與外內心與外內心與外行行行行））））為尺度為尺度為尺度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強烈的獨佔的排他性；除屬於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毀滅。階級愛階級愛階級愛階級愛的底裡，顯露出殘酷的仇恨。 
34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1 ~ p.32：「民國三十年（三十六歲）的中秋前夕，我在縉雲山。月餅還沒有喫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問題。腹部不舒服，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可能有點發熱）。學院的起身鈴響了──五點半，天色有點微明。我想起來去廁所，身體坐起，兩腳落地，忽然眼前一片烏黑，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我默念我默念我默念我默念「「「「南無佛南無佛南無佛南無佛，，，，南南南南無法無法無法無法，，，，南無僧南無僧南無僧南無僧」。」。」。」。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自心是否明白自心是否明白自心是否明白。。。。」 

35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p.39：「一般人總以為持戒持戒持戒持戒有多大的功德，將來可以如何如何好，完全是出於一套功利觀念出於一套功利觀念出於一套功利觀念出於一套功利觀念。 做善事得善報，在因果上是必然的；但專在功利上打算專在功利上打算專在功利上打算專在功利上打算，就不合出世的佛法不合出世的佛法不合出世的佛法不合出世的佛法。 如有人以為吃素來生可以得長壽，所以為了得長壽而吃素為了得長壽而吃素為了得長壽而吃素為了得長壽而吃素，，，，這不但不這不但不這不但不這不但不符符符符合大合大合大合大乘精神乘精神乘精神乘精神，，，，連小乘連小乘連小乘連小乘的的的的境界都境界都境界都境界都談談談談不上不上不上不上。。。。 所以持戒與布施一樣，同樣一同樣一同樣一同樣一件事情件事情件事情件事情，，，，由由由由於於於於用用用用心之不同心之不同心之不同心之不同，，，，境界與境界與境界與境界與等級等級等級等級可以相可以相可以相可以相差差差差得得得得許許許許多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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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符符合道德法則合道德法則合道德法則合道德法則稱之為善行善行善行善行，自有好的果報； 

◇◇◇◇違反情理的，損人害己的惡行，自會召感苦痛的後果。 

這不是功利不是功利不是功利不是功利，而是社社社社會會會會人人人人群共群共群共群共同同同同循守循守循守循守37的自的自的自的自然然然然法則法則法則法則。如此才能鼓舞人們道德心

行，提高道德生活水準。       （（（（3333））））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5 

◇◇◇◇一般宗教之愛，因為缺少智慧，故愛有範愛有範愛有範愛有範圍圍圍圍。 

◇◇◇◇佛法以智慧為體，慈悲為用。（p.166）唯有真智中才有大悲真智中才有大悲真智中才有大悲真智中才有大悲，佛經說：「佛心

者，大慈悲是」38。由於大乘佛法以「莊嚴佛土，成熟眾生」為己任，若缺

乏大悲，即不能成辦。 三三三三、、、、結結結結論論論論：：：：利用此生有限時間利用此生有限時間利用此生有限時間利用此生有限時間，，，，均衡發展大乘佛法三大心要均衡發展大乘佛法三大心要均衡發展大乘佛法三大心要均衡發展大乘佛法三大心要，，，，次第修學次第修學次第修學次第修學 10 

人類各各習性不同， 

◇重於理智理智理智理智者，則個性孤僻，不能樂群； 

◇重於感情感情感情感情者，又以自我為中心， 

這些均不能稱為完美理想的人生。 

※※※※佛法以“智信合一智信合一智信合一智信合一，，，，悲智融和悲智融和悲智融和悲智融和”為人生之正鵠正鵠正鵠正鵠39。 15 

 ““““信仰信仰信仰信仰，，，，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慈悲慈悲慈悲慈悲””””為大乘佛法三大心要，均衡的發展，由凡夫位凡夫位凡夫位凡夫位40，次第修學，進

達於最後究竟的佛佛佛佛果果果果。 

人生旅途，僅數十寒暑，我們應利用這短暫的人生，以此理想完善的藍圖，來莊嚴此

人生，昇華此人生。（印海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附錄   

 

                                                                                                                                                                            
36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56 ~ p.57：「校校校校量功量功量功量功德德德德，在《般若經》中是隨處可見的。 信解般若，必然能得大功德。這在悟解空性的聖聖聖聖賢賢賢賢，本是用不著廣說的； 但為攝引初初初初學學學學，而怕他們誤誤誤誤解解解解空空空空義義義義而撥撥撥撥無因無因無因無因果果果果，所以特為層層的校量。」 
37

 循守：恪守；遵守。《漢書‧貨殖傳‧宣曲任氏》：“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漢語大詞典》 
38（1）《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諸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正 12，343c) （2）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17。  
39

 正鵠ㄍㄨˇ：正確的目標。《漢語大詞典》 
40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64：「依人乘行而入佛道的，就是發菩提心，修十善行，不廢人間正行，廣修人間安國利人的正業。但以此普及初機，大乘的外凡夫外凡夫外凡夫外凡夫位，實等於人間的君子、善人。」 【二凡】謂三乘行人見諦以前之凡位見諦以前之凡位見諦以前之凡位見諦以前之凡位，分外凡外凡外凡外凡、、、、內凡內凡內凡內凡二種。 外凡者，但聞教法而信之者，如小乘三賢、大乘十信位即是。 內凡者，正行其法而近於聖位者，如小乘四善根、大乘十住以上之位。FROM:【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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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著印順導師著印順導師著印順導師著，《，《，《，《教制教典與教學教制教典與教學教制教典與教學教制教典與教學》》》》p.180 ~ p.183： 

 

「初學佛法的人，可分作三種類型三種類型三種類型三種類型。因為眾生的根性根性根性根性不同，由於什麼而學佛的動機學佛的動機學佛的動機學佛的動機不同，

所入的方便門方便門方便門方便門，即約有三種。 

聲聞乘說有二種行二種行二種行二種行；大乘也說有二種行二種行二種行二種行，如《智度論》的合起來說，即有三種行人有三種行人有三種行人有三種行人，，，，從三從三從三從三5 

門入門入門入門入不同： 

 

 

 

 10 

 

 

    

    

    15 

    聲聞乘的信行與法行 
法行人法行人法行人法行人，就是智增上智增上智增上智增上的。 

◇有一種人，重在信心，不能自己去深究、決定，只要有人向他說了，就可以照著行去，

毫無懷疑。這樣的人，碰到了明師就好，否則可就糟了！ 20 

◇重智慧的即不然，什麼都要經自己的研究觀察，不願意人云亦云的隨著做去。這無論是

聽講或自己閱讀，都要問個““““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非經過熟思審慮，認為可信，不輕意盲從他人

與古人。前一類是重信重信重信重信的，這一類是重智重智重智重智的。 

信行與法行（智增），僅是側重於信心或智力，並非有信無智有信無智有信無智有信無智或有智無信有智無信有智無信有智無信的。 

一個健全的學佛者，信與智都是必須的。 25 大乘的智增上與悲增上 
◎大乘的智增上智增上智增上智增上菩薩，即是重智的，發心重在研尋諸法的實相，也即是先重自己悟證的。41

 

◎另一類悲增上悲增上悲增上悲增上的，對於為人服務，犧牲利他的精神特別強，有慈悲心，多作慈善及政治

事業等。 30 

然智增與悲增，也只是說他先著重先著重先著重先著重而已，決非決非決非決非““““有智無悲有智無悲有智無悲有智無悲””””或“有悲無智有悲無智有悲無智有悲無智”的。 

據實說來，健全而完善的學佛健全而完善的學佛健全而完善的學佛健全而完善的學佛，，，，信心信心信心信心，，，，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慈悲慈悲慈悲慈悲────────這三樣這三樣這三樣這三樣，，，，都要具足都要具足都要具足都要具足；；；；如缺了其中那如缺了其中那如缺了其中那如缺了其中那

一項一項一項一項，，，，這就不是健全而容易發生流弊的這就不是健全而容易發生流弊的這就不是健全而容易發生流弊的這就不是健全而容易發生流弊的。 信與智 

所以，如《大毘婆沙論》、《大般涅槃經》，都說：「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長邪見」。 35 

◇重在信心而缺乏智力缺乏智力缺乏智力缺乏智力的，修學佛法時，又增長愚癡心，即不能分別邪正好壞，聽說什麼

就信什麼行什麼。用現代的話來說：「有信無智長迷信」。 

                                                      
41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73：「大乘中有智增上菩薩，悲增上菩薩，也只是增上增上增上增上（（（（著著著著重重重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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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看：多少不是佛法的，都搬到佛法裡來了，這不是專重信心專重信心專重信心專重信心，，，，缺乏智慧缺乏智慧缺乏智慧缺乏智慧，，，，不能分不能分不能分不能分

辨邪正好壞辨邪正好壞辨邪正好壞辨邪正好壞的結果嗎？專講專講專講專講信佛、信菩薩、信感應、信神通，久而久之，學佛而增長愚

癡，也就和一般外道差不多了！ 

◇如專重智慧而缺乏信心缺乏信心缺乏信心缺乏信心，那就是有智無信長邪見有智無信長邪見有智無信長邪見有智無信長邪見。因為沒有信心，雖整年整月的研究佛

法，而結果只能增加邪知邪見，到頭來，佛也不信，法也不信，簡直就沒有再可信仰的5 

了。這在近代的青年學佛者，說起來也太多了。 智與悲 

大乘大乘大乘大乘所說的“智增智增智增智增”與“悲增悲增悲增悲增”，也是這樣也是這樣也是這樣也是這樣。 

◎智增上智增上智增上智增上的，如過於缺乏悲心，專為自己的生死打算，那怕他口口聲聲說：我是學習大乘

的，實際的行為，卻是缺乏大乘氣息的。 10 

即使信智具足，急求自證，結果也勢必墮於小乘。 

◎至於悲增上悲增上悲增上悲增上的，如過於忽略佛法的智慧，專門講利人，有時，自己站不住，或是環境惡

劣，就容易灰心，成了佛法中所說的「敗壞菩薩敗壞菩薩敗壞菩薩敗壞菩薩」
42
了。 

敗壞菩薩，就是學菩薩而中途退心的。 信、智、悲，不能專重一端 15 

學佛的根機不同，不能一律；信信信信、、、、智智智智、、、、悲悲悲悲，初學者不免畸輕畸重。但如專重一端如專重一端如專重一端如專重一端，，，，就注定就注定就注定就注定

的要失壞的要失壞的要失壞的要失壞，，，，不會成就的不會成就的不會成就的不會成就的。 

依中國佛教的情況說中國佛教的情況說中國佛教的情況說中國佛教的情況說，，，，重信的人多重信的人多重信的人多重信的人多，不肯多作利人事。 

超神的超神的超神的超神的佛教、慈悲的慈悲的慈悲的慈悲的佛教，在中國的迷信中，變質得近於多神教多神教多神教多神教，甚至巫教巫教巫教巫教了！ 

其實，信仰三寶信仰三寶信仰三寶信仰三寶，，，，佛菩薩只是指導佛菩薩只是指導佛菩薩只是指導佛菩薩只是指導我們的善知識我們的善知識我們的善知識我們的善知識而已。 20 

了生死，證解脫；積福德，證菩提；一切非自己努力自己努力自己努力自己努力不可。 研究佛法，是從智門智門智門智門而入，但也要培養信心和悲心  
現在現在現在現在，，，，我們來研究佛法我們來研究佛法我們來研究佛法我們來研究佛法，，，，這是從智門而入的路徑這是從智門而入的路徑這是從智門而入的路徑這是從智門而入的路徑。。。。但也但也但也但也要培養信心和悲心要培養信心和悲心要培養信心和悲心要培養信心和悲心。。。。時刻的記住：

三寶的功德難思議，眾生多苦，要發心荷擔正法要發心荷擔正法要發心荷擔正法要發心荷擔正法，，，，救度眾生救度眾生救度眾生救度眾生，，，，並非單是知識邊事並非單是知識邊事並非單是知識邊事並非單是知識邊事。。。。」 

 25 

                                                      
42

 （1）《大智度論》卷 29〈1 序品〉：「菩薩有二種：一者、敗壞菩薩，二者、成就菩薩。 敗壞敗壞敗壞敗壞菩薩菩薩菩薩菩薩者，本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不不不遇遇遇遇善緣善緣善緣善緣，，，，五蓋覆五蓋覆五蓋覆五蓋覆心心心心，，，，行行行行雜雜雜雜行行行行，轉轉轉轉身身身身受大富貴，或作國王，或大鬼神王、龍王等。以本本本本造身、口、意惡業不清淨故，不得生諸佛前，及天上、人中無罪處，是名為敗壞菩薩。如是人雖失菩薩心，先世因緣故，猶好布施；多惱眾生，劫奪非法，取財以用作福。」(CBETA, T25, no. 1509, p. 271, a28-b6) （2）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401：「修習十十十十信信信信而失敗了的，名為敗壞敗壞敗壞敗壞菩薩菩薩菩薩菩薩，也多數感報為國王，施行利人的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