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峰獨拔的印順導師──「平凡最難得」的無我宗風  

                                          呂勝強 2013.8.14 於高雄正信佛青會 

一、 引言 

（一）以感恩及學習的心情報告本篇心得。 

（二）以尊敬善知識但不高推聖境、權威崇拜的態度提出心得分享。 

（三）靜觀百花齊放與落花繽紛（生滅相），憶兒時讀古人詩詞之懷古感傷。 

（四）1992 年 8 月曾作一場心得報告〈從印順導師治學的方法談生活與修行〉。 

（五）編輯《妙雲華雨的禪思》緣起（導師曾二度修訂〈平凡的一生〉）。 

【梁啟超學生，留法之黎東方（曾為北大教授）撰有自傳〈平凡的我〉】。 

（六）「妙雲蘭若」及「華雨精舍」與「從宗出教」之聯想。 

      民國五十三年初夏，決心丟下一切，重溫昔願。「舉偈遙寄，以告謝海內

外緇素同道」： 

      「離塵卅五載，來臺滿一紀。風雨悵淒其，歲月驚消逝！時難懷親依，折

翮歎羅什：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        

「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力；教證得增上，自他咸喜悅！不計年復年，且

度日又日，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籟寂」。 

（註）教證得增上：可知導師仍是重視「斷伏煩惱」的「證量」，祇不過他的前

題是「自他咸喜悅」，也就是，一切的自修掩關都是以利益眾生為前題為

目標。 

我們必須認清：名符其實的菩薩，是偉大的！最偉大處，就在他能不為自

己著想，以利他為自利。(《學佛三要》p.153) 

 

二、導師的宗教探尋之路（從中了解導師對於儒、道、耶等之理解） 

導師怎樣的選擇了佛教 

說說我自己的信教經過吧！我在民國七年，開始了宗教的追求。末了，我選

擇佛教，並進一步的出了家。我怎樣的選擇了佛教呢？說來是有點不可思議的。

我生長於農村，為了經濟，早就失了學。我學習中醫，「醫道通仙」四字，引發

我對於仙道的仰慕。…而且旁求神奇秘術，如奇門、符咒之類。我進過同善社，

也學過靈子術與催眠術。那時候，我雖沈浸於巫術化的神道教，著重於個體的長

生與神秘現象。然對於我──目光的擴大，真理的追求，還是有著良好的影響。… 

(<<我之宗教觀>> p.301~p.302) 

我對於神道教的仰信，暗中摸索了兩三年，…。我受了師友的啟發，開始研

究老、莊，…老、莊的哲理非常深徹，然而反造作的回復自然，返歸於樸的理想，

始終是不可能的。熟練人情的處世哲學，說來入情入理，而不免缺乏強毅直往的

精神。獨善的隱遁生活，對社會不能給予積極的利益。雖然老、莊的思想，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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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佛法的助緣；而道家的哲理，道教修身的方法，也獲得我部分的同情，然我

不再作道教的信徒，從仙道的美夢中甦醒過來。 

    道教的信念動搖了，我雖不曾棄絕他，而又徬徨地追求，回復到讀過的儒書 

。這與道家的充滿隱遁色彩，個人主義的宗教，大大相反。儒家有一番身心的修 

養功夫，更有一番政治的大理想。平常，切實，重人事，尊理性，確為我國文化 

的主流。然而我儘管同情他，讚美他，卻不能充實我空虛與徬徨的內心。別人覺 

得我更實際，而我卻自覺得更空虛了！到現在想來，這不外別的，儒家雖不是沒 

有宗教的因素，而並不重視宗教。平常的，現實的，就此一生而止於立德立功立 

言的，這對於一般人，不能織成一幅莊嚴燦爛的光明圖案，缺乏鼓舞攝引力，不 

易使一般人心安理得（得失不變，苦樂不變，死生不變），而邁向光明的前途。 

這樣的出入老、莊、孔、孟，有四五年之久。 

    在空虛徬徨中，經朋友介紹，接觸到基督教，…我體會得敬虔而純潔的信心，

對於宗教的真正意義。有信有望有愛的基督教，有著儒、道所不曾有的東西。…

我實行禱告，參加過奮興會，然而我終於不能成一基督徒。…主因是，某種思想 

的難以接受。如信者永生，不信者永火。不以人類的行為（內心與外行）為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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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不能信賴神是慈悲的，所以也不信耶穌可以為我贖罪。 

    不到兩年，從基督教而來的短暫光明，迅速消失。空虛而茫無著落的內心， 

又如狂濤中的小舟一樣，情緒低落，時時煩躁不安。悶得慌，以亂讀書為消遣。 

偶讀到馮夢禎的《莊子序》說：「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我心裡一 

動，開始向佛法去探討。可是佛法難聞，經典難得。…後來讀到太虛大師的《居

家士女學佛程序》，才從淺處學起，讀了一些門徑書，又讀了一分屬於三論、唯

識的大乘經論。雖還不大明了，而佛法成為我的光明理念，信心不斷增長。我相

信：三世因果觀，最為入情入理。由此而離惡向善，由此而轉凡成聖。即使不曾

解脫，或者墮落，而終於要向上升進，終於要究竟解脫的。這不但有著究竟絕對

的歸宿，而在過程中，也是「山窮水盡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鼓舞我們，

安慰我們，引導我們；使我們通過這永不失望的旅程。我覺得：佛法是以行為善

惡為凡聖的尺度，而不光憑信願。佛法重個己的解脫，而更重利益眾生。佛法重

於徹底的覺悟，唯有真的覺悟，才有真的自由。佛法是信願、智慧、慈悲的總和。

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長處，更超過多多。耶教誠信的悔改，佛法中也有。

佛法有一切宗教的長處；有究竟，又有方便，最能適應一切根機，循循善誘。 

 (<<我之宗教觀>>p.302 ~ p.306) 

我選擇了佛教，為我苦難中的安慰，黑暗時的明燈。可惜我的根性太鈍，讚

仰菩薩常道，不曾能急於求證。然而從此以來，我過著平淡安定的生活，不知別

的，只是照著我所選擇的，坦然直進。民國十七年，母親去世了。十八年，父親

又去世。該是我出家的因緣熟了！於家庭再沒有什麼顧戀，十九年夏天，發心出

離了家。讓我的身心，融化於三寶之中，為這樣最高的宗教而努力。 

(<<我之宗教觀>>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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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印順導師的無我宗風（此純為個人主觀之看法） 

（一）平凡最難得──無事的落葉白雲 

平凡的自己，過著平淡的生活。回憶起來，如白雲消失在遙遠的虛空一般，有什

麼值得回憶的呢！(<<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 

 

自己如水面的一片落葉，向前流去，流去。忽而停滯，又忽而團團轉。有時激起

了浪花，為浪花所掩蓋，而又平靜了，還是那樣的流去。為什麼會這樣？不但落

葉不明白，落葉那樣的自己也不太明白。(<<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 ~ p.2) 

 

人生，只是因緣──前後延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因緣決定了一切。

因緣有被動性、主動性。被動性的是機緣，是巧合，是難可思議的奇跡。主動性

的是把握、是促發、是開創。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我是順應因緣的，等因緣來

湊泊，順因緣而流變。如以儒者的觀點來說，近於「居易而待時」的態度。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 

 

對佛法的真義來說，我不是順應的，是自發的去尋求、去了解、去發見、去貫通，

化為自己不可分的部分。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也許比那些權力烜赫者的努力，

並不遜色。但我這裡，沒有權力的爭奪，沒有貪染，也沒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

喜無量。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盡著所能盡的努力。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 

 

從一生的延續來看自己，來看因緣的錯雜，一切是非、得失、恩怨，都失去了光

彩而歸於平淡。(<<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 

 

「一生難忘是因緣」，我不妨片段的寫出些還留存在回憶中的因緣。因緣雖早已

過去，如空中鳥跡，而在世俗諦中，到底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不可思議！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 

 

我是個無事人，一向信任因緣，由因緣去作決定好了！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190) 

 

學佛的說到修行了生死，不但要在萬人喧囂處安住而無所不足，還要能於無人處

自靜其心，做到名符其實的「無事道人」。(<<佛在人間>>p.129) 

 

（二）業緣未了死何難、生死大難之間的正念（不祈求他力）與沈靜安定 

「人命在呼吸間」，佛說是不會錯的。健全結實的人，都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

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易的，但在我的經驗中，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並不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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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的。說得好，因緣大事未盡，不能死。說得難聽些，業緣未了，還要受些苦難

與折磨。(<<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9) 

 

病，成了常態，也就不再重視病。法喜與為法的願力，支持我勝過了奄奄欲息的

病態。(<<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6) 

 

一次是民國三十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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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我不是祈求三寶的救護，而是試驗在這異樣的

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我想，假使我就這樣死了，也許別人看了，會有業

障深重，死得好慘的感覺。然在我自己，覺得那是無比的安詳與清明。我不想祈

求，但如將來這樣死了，那應該說是有福的。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1 ~ p.32) 

 

五十六年（六十二歲）冬天，我去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車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

我坐在司機右側，後座是紹峰、宏德，還有明聖。醫院快要到了，前面的大卡車

停了，我們的車也就停了下來。不知怎的，大卡車忽然向後倒退，撞在我們的車

上。車頭也撞壞了，汽車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紛紛落在我的身上。大家慌張起來，

我坐著動也不動。他們說我定力好，這算什麼定力！我只是深信因緣不可思議，

如業緣未盡，怎麼也不會死的（自殺例外）。要死，逃是逃不了的。我從一生常

病的經驗中，有這麼一點信力而已。(<<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34 ~ p.35) 

 

（三）漫天風雨有晴天 

在四十二年與四十三年之間，我定居在臺灣，受到了一次狂風駭浪般的襲擊，有

生以來不曾經歷過的襲擊。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為最不平凡的一年。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62) 

後來，以請求修改（…印順所著《佛法概論》，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

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佛法概論》重新出版而銷散了漫天風雨。

我還是過去那樣的從善導寺而福嚴精舍，從福嚴精舍而善導寺。在中國（大陸來

的）佛教界，從臺中到臺北，幾乎全體一致的聯合陣線，對我僅發生了等於零的

有限作用。我憑什麼？我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也沒有什麼辦法。我只是問心

無愧，順著因緣而自然發展。一切是不能盡如人意的，一切讓因緣去決定吧！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78 ~ p.79) 

 

（四）自剖──只念著當前 

出家後，將身心安頓在三寶中，不覺得有什麼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參道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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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徒眾，來了見了就聚會，去了就離散，都沒有什麼特殊的感覺。與我較關切

的學友，從來是無事不通信，就是一年、幾年，也不會寫封人情信，但我並沒有

生疏了的感覺。離了家，就忘了家；離了普陀，就忘了普陀；離了講堂，就忘了

講堂。如不是有意的回憶，是不會念上心來的；我所記得的，只是當前。 

(<<平凡的一生（重訂本）>>p.226) 

 

（五）福嚴閒話──無我的消息 

1、福嚴精舍為十方道場非子孫廟 

福嚴精舍修建起來，我從沒有把它看成我自己的。凡有志於學，能夠學的青年，

要是志同道合，無論什麼人，都可以來住。我沒有招生，或者特別請那些人來，

大家純然是出乎自己的意願，而到這個學團裡的。既來到這裡，當然就得安心為

學。倘若半途退志，想離開的，也不勉強，不過退出之後，就不必再來。…諸位

若能安住修學三年，或有人來請去弘法，或外出另外參訪善知識，或出去掩室專

修，大家儘可以隨自己的心力，出去為自己的修持，或為佛教做些弘法工作。等

到感覺要回來的時候，仍可再回精舍來安住，精舍就是你們的常住。 

(<<教制教典與教學>>p.215 ~ p.216) 

 

2、學尚自由，不強人以從己 

關於我的教學態度，一向是絕對尊重自由的。前年續明法師的《時論集》在港出

版，我底序文中說：「予學尚自由，不強人以從己」。這是我的一貫作風，絕非聳

人聽聞之言。因為我自覺到，我所認識的佛法，所授與人的，不一定就夠圓滿、

夠理想。因此，我從未存心要大家學得跟我一樣。眾人的根性、興趣、思想，是

各各不同，勉強不來的。大家所學祇要是佛法，何必每個人盡與我同？諸位不但

在這方面可以獲得充分的自由，而且生活方式也極輕鬆，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特

為大家標立煩瑣的規矩。大家只須遵守一個基本原則就行，這原則是：無事不得

下山，不要竄寮，不要說太多的閒話，認真用功看書、讀經、和聽課。至於歡喜

閱讀什麼經書，自有一種審慎合理的規定；這規定，決不是限於一宗一派的。有

些人覺得我是個三論學者，其實這並不十分確實，我從不敢以此自居。我們虛大

師曾這樣對人說：「我不為一宗一派之徒裔」。大師的福德智慧，我們學不到，但

他這種不拘宗派的精神，自問也願意修學。…佛法是一體而多方面的，大家在初

學期間，應當從博學中求得廣泛的了解，然後再隨各人的根性好樂，選擇一門深

入，這無論是中觀、唯識，或天臺、賢首都好。不過在現階段，一定要先從多方

面去修學，將來才不致引生門戶之見。佛教的宗派，各有好處，而且彼此可以互

相助成。如中國的一些宗派，都有可以會通處，其界限並不十分嚴格。所以大家

不應存著宗派觀念，佛教祇有一個，因適應眾生根性而分多門。我們學佛，第一

便要「法門無量誓願學」，至於最後從那一門深入，則須視乎各人底根機而定。

(<<教制教典與教學>>p.221 ~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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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做到那裏，那裏就是完成 

我不再悵惘：修學沒有成就，對佛教沒有幫助，而身體已衰老了。但這是不值得

悵惘的，十七年前就說過：「世間，有限的一生，本就是不了了之的。本著精衛

啣石的精神，做到那裏，那裏就是完成，又何必瞻前顧後呢！佛法，佛法的研究、

復興，原不是一人的事，一天的事」（『說一切有部為主的論書與論師之研究序』）。 

(<<華雨集第五冊>>p.60) 

我選擇了佛教，為我苦難中的安慰，黑暗時的明燈。可惜我的根性太鈍，讚仰菩

薩常道，不曾能急於求證。然而從此以來，我過著平淡安定的生活，不知別的，

只是照著我所選擇的，坦然直進。 

(<<我之宗教觀>>p.306) 

我只是默默的為佛法而研究，為佛法而寫作，盡一分自己所能盡的義務。我從經

論所得到的，寫出來提貢於佛教界，我想多少會引起些啟發與影響的。不過，也

許我是一位在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 

(<<華雨集第五冊>>p.104 ~ p.105) 

 

（七）記導師之謙沖二、三事 

（八）導師的「人菩薩行」與無我 

導師依《大智度論》倡導「人菩薩行」（人菩薩成佛）：以《金剛經》

為修行次第 

（導師1995年11日25日於靜思精舍，對慈濟人之開示：修行首重「反省自己」） 

 

                 般若道（根本智）：發心菩提、伏心菩提、明心菩提 

                      般若道之「明心菩提」為：般若將入畢竟空，絕諸戲論 

二道五菩提 

                方便道（後得智）：明心菩提、出到菩提、究竟菩提 

                     方便道之「明心菩提」為：般若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 

         3-1、發心菩提：願菩提心：生死中發願上求下化（重修習我空） 

發心      3-2、伏心菩提：行菩提心：六度悲濟行中漸降伏煩惱而與空相應 

修行      3-3、明心菩提：勝義菩提心：利他中止觀雙運（得無生法忍） 

證果      3-4、出到菩提：嚴土熟生，漸出三界而入佛道 

          3-5、究竟菩提：成就無上菩提 

      （唯識五位：資糧位加行位見道位修道位究竟位） 

        十信（善）→（勝解行地：十住、十行、十迴向）→十地 

這三階位（這三階三十位，總稱為勝解行地。因為這還沒有現證法性，而是「以諸勝

解」來修「行」。），依《菩薩本業瓔珞經》說：十住著重於空性勝解的修習成就，安

住勝義；十行著重在觀即空的假名有，以大悲心利益眾生；十迴向著重在空假平等的

觀慧。在十迴向終了時，隨順有部、瑜伽的學者，安立『暖、頂、忍、世第一法』的

現觀次第，名為四加行，所以又別開為『加行位』。(<<成佛之道（增註本）>>p.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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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01) 

 

（九）南北傳之菩薩觀與「人菩薩行」 

1、菩薩道不重「禪波羅蜜」：不修深禪定、不斷盡煩惱 

 

定心愈深，愈陶醉於深定的內樂中，即愈對佛法不相應。如因定而生最高或頂好

的世界，也不能解脫，反而是「八難」的一難。佛法修定而不重定，是毫無疑問

的。偏於禪定的，必厭離塵境而陶醉于內心。久而久之，生活必流於忽略世間的

現實生活，思想必落於神我型的唯心論。佛法是緣起論，從現實經驗的有情著手。

立足於心色依存的緣起論，有自他和樂的僧制，這不是傾向獨善，唯心者的境界。

後期佛法的唯心論，與禪師瑜伽師結不解緣，這是有他發展的必然性的。 

(<<佛法概論>>p.236 ~ p.237) 

 

聖嚴長老《禪的體驗》p.15：「三界眾生與五蘊我」及「四禪八定」之圖解。 

於《禪的體驗》p.16 表示：所以，修定而得定的人，大致上會偏於厭離塵世，喜

住深山野外，人事不干擾處。 

 

2、上座部的菩薩觀（包括南傳） 

「（人）菩薩」最初係專指釋迦佛在未證得無上菩提時因位之德號，如《增一

阿含經》所說：「當知我未成佛道，為菩薩行，坐道樹下。」（大正藏 2-739a）

又說：「菩薩出家學道，菩薩降神、出母胎。」（大正藏 2-753c）到了部派佛教

時代，各部派論書也幾乎把「菩薩」定位為釋尊的本生德號，如《大毘婆沙論》

說：「菩薩昔餘生中，曾起順決擇分，由忍力故，九十一劫，不墮惡趣。」（大正

藏 29-120b），其中也有少數提到「彌勒菩薩」，如上座部系說一切有部之根本論

── 《阿毘達磨發智論》所說的：「齊何名菩薩？…答：得相異熟業（即三十二

相）；如說：『慈氏，汝於來世當得作佛，名慈氏如來、應、正等覺』」（大正藏

26-1018a），顯然這裡的菩薩係指「補處菩薩」；另外從印度本土的分別說部的《舍

利弗阿毘曇論》所說的：「云何菩薩人？若人三十二相成就；不從他聞，不受他

教，不請他說，不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於一切法知見無礙；當得自力自

在、豪尊勝貴自在，當得知見無上正覺，當成就如來十力、四無所畏，成就大慈，

轉於法輪：是名菩薩人。」可知當時上座部對「菩薩」的地位，同樣說為成就三

十二（大人）相，（有部）認為是三大阿僧劫修行圓滿，百劫修相好的階段，他

們（指菩薩）的德業階位是相當高的。 

 

《小品般若波羅蜜經》上說：「若人已入正位，則不堪忍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

提心。何以故？已於生死作障隔故。」上引經的意思是，菩薩是要長期在生死中

度眾生的，如入正位──入正性離生，斷煩惱而證聖果，那就多也不過七番生死，

不能長在生死修菩薩行了。除了悲願深切的「發願隨願」外，《小品般若經》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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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出，要在生死中度眾生，還必須隨順於「生命緣起理則」的十二因緣才能成辦，

所以，初期大乘的人菩薩行，確實比較大眾部理想的菩薩觀，更重視緣起的「法

住性」及緣生的的「現實性」。 

【《南傳菩薩道》】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清淨道論》解釋佛弟子的智慧進展直到證得道的階

段。然而此書所討論的是發心修菩薩道者的智慧進展；他們注入於禪修的一切精

進力必須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基礎，再停留在屬於第六階段的行道智見清

淨，也即是在證得聖道之前。道也被稱為智見清淨。關於十個觀智，菩薩的智慧

進展只能達到行捨智（savkharupekkhabana）的第一部份，即是只能獲得首九個

觀智。（明昆三藏持者大長老《南傳菩薩道》p.139） 

 

然而，作為菩薩所修習的第四個波羅蜜的智慧，應該只是包括了道果智與一

切知智之前的智慧。在此並沒有關係到菩薩在最後一世所證悟的智慧。在直到最

後一世之前，菩薩所修的智慧波羅蜜只是到達觀智的行捨智的第一部份。後面部

份的行捨智將會直接導向道智。所以在最後一世之前菩薩並不會嘗試去跨越第一

部份，因為若他如此做，他就會證悟道果而成為聖者，以及證入涅槃。這樣他就

不能成佛。因此我們應注意到菩薩所修的智慧波羅蜜只到行捨智的第一部份而已

。（明昆三藏持者大長老《南傳菩薩道》p.323） 

 

【註】2004 年 5 月 29 日請教菩提比丘有關剎那定是否可以得解脫之因緣 

佛弟子多數是不得根本定的，沒有神通，但以「法住智」而究竟解脫，這不是眩

惑神秘者所能理解的。有正見的，不占卜，不持咒，不護摩（火供），佛法是這

樣的純正！正見──如實知見的，是緣起──「法」的又一義。 

(<<華雨集第四冊>>p.36) 

 

（十）永遠的青年菩薩（人菩薩行者之典範） 

人菩薩行就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學菩薩行，由學菩薩行而成佛。

但在久遠菩薩道中如何能長保人身長在人間？導師引《雜阿含‧788 經》提示：

「鄙法不應近，放逸不應行，不應習邪見，增長於世間。假使有世間，正見增上

者，雖復百千生，終不墮惡趣」。 

 

現在，我的身體衰老了，而我的心卻永遠不離（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

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 

(<<華雨集第四冊>>p.69 ~ p.70) 

 

〈悼法舫法師〉 

其次，我們今日在這裡追悼法舫法師，要知道太虛大師是以上昇兜率內院，親近

彌勒慈尊為目的。法舫法師是追蹤大師的，當然上生兜率，是他的目的。現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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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四眾同仁，以至誠心，回向祝願法師上昇兜率內院。但是現在距彌勒菩薩下生

的時劫還很遠，在這遙遠的時空裡，也需要預先為彌勒菩薩的下生作些準備。因

此希望法舫法師覲見了彌勒以後，早日回到人間來，在這苦痛的世間，多給眾生

一些安慰！(<<華雨香雲>>p.359) 

 

〈願道老再來人間〉 

道源長老應該是願生西方極樂淨土的；不過從佛法衰微，人類苦悶著想，我祝願

道老，還是再來人間吧！(<<華雨集第五冊>>p.190) 

 

〈我所不能忘懷的人〉 

他的臨終遺言：服膺太虛大師所開示的常道，學菩薩發心，願再生人間。從妙欽

與我相見以來，誓求正法的原則與精神，始終如一，堅定不移，在這茫茫教海，

能有幾人！在佛法的探求上，妙欽是有思想的，與我的思想傾向相近。…我想，

唯願以我們共同為法的因緣，能歷劫相逢，同為三寶而獻身！唯有這樣，才能表

達我深摯的懷念！(<<華雨集第五冊>>p.184 ~ p.187) 

 

〈永懷學友〉 

我到四川，見到了幾位學友，如演師、欽師與續師。大家都真誠的為佛教、為眾

生而修學，也都願為佛教、為眾生而奉獻，這使我相當的歡喜。可是，民國五十

五年，續師在印度去世；六十五年，欽師又在菲律賓去世；而今八十五年，演師

又在星加坡去世了！大家都去了，卻留下衰朽不堪的我。唉！「業緣未了死何

難」！我只有慚愧，還有什麼可說呢！不過，我與學友們的相見，不會太久了。

我們相見的第一句話，應該是：「大家回人間去，人間正需要純正的佛法呀」！

(<<永光集>>p.274) 

 

四、簡介《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錄》 

（一）編輯《妙雲華雨的禪思》請示導師教正 

（1998 年）二月八日陪同宏印法師赴「華雨精舍」參謁導師，很慚愧的，導師

慈悲指示：「文稿錯字應予訂正；各節所引文章出處應將原書首尾頁數全部標出；

各章節之『前言』改為『引言』；第二章『定的名義』另立一節」。導師當日再度

審閱本書目錄時，謙稱表示「這都是經論所說的！」 

 

（二）導師開示學佛之初步目標（佛法的宗教經驗）：紐約長島菩提精舍講 

人們往往要問你信佛教以後得到什麼？不但佛教如此，其他宗教也莫不皆然。由

信心而引發宗教經驗，獲得好處。……講信仰修持，亦要有實地的經驗。佛法有

深深淺淺的不同利益，即使淺淺的得到一點點經驗，也能加強信念，從淺入深，

積少成多。今天不妨就淺近的來講。(<<華雨集第四冊>>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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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信」的經驗 

    佛法中的「信」是什麼？信佛、信法、信僧。換言之，信仰「三寶」。……

「信心」好像一顆澄清濁水的「清水珠」，能將渾水變清；信心使我們內心清淨，

心上得到安定。信心沒有生之前，煩惱無窮，混混沌沌，莫知所從。凡具有信心

者，必能得到安定。佛經上說：「若有信者得歡喜」。這種豁然開朗的經驗，因為

得到佛法的引導，可漸除煩惱的困擾，找得了一條光明的大道，跟此信心而來。

若能向此方向努力，必得快樂。煩惱雖還是有的，仍應努力修習。但有了內心清

淨信心的經驗，會安心的向前邁進了！(<<華雨集第四冊>> p.282~p.283) 

 

第二、「戒」的經驗 

受戒者得到的這個戒，以誓願為體。不應做的事須決心不做；應做的事當盡

力去做。要虔誠、懇切、懺悔，有這種堅強的信願，然後可得「戒」。這種依佛

法所得的戒，即是心裏增加了一種特殊的力量，這種力量能「防非制惡」。這力

量自得戒後，一天一天的增加。一般人，裏面的感情衝動很強，外面的引誘力異

常的大，推之挽之，不能抵抗。一個不小心，就會做錯，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得到了戒，則自內心發生一種力量，可以「懸崖勒馬」，控制自己。 

    「戒」好比一個城，叫做「戒城」。古時修築城墻，所以防制匪敵。有了城 

墻時，如有匪敵進犯，保衛這城者，在裡面就發動員令，當然亦可以求外面的救 

援，但主要的是自力內在的戒備。「戒」的力量是由信佛法所起心理上的變化， 

發生一種「清淨誓願力」。有了這種力量，一天一天增長，煩惱自然漸除。 

(<<華雨集第四冊>>p.284 ~ p.285) 

 

第三、「定」的經驗 

我現在所要講的是「生得定」。是我們每個人生下即得到的。假如諸位說沒有，

那是沒有用因緣來顯發。譬如諸位能讀書，智力也由於「生得」，經教育的學習

而獲得。我們都知道，我國有一部哲學書『莊子』。『莊子』有一段孔子與弟子顏

回有關靜定的問答。孔子教顏回學習靜坐，顏回將所得的經驗，告訴孔子。顏回

第一次報告孔子說：「靜坐久了，外面的境界都沒有了」。第二次又報告說：「我

的手與足也不知何處去了」！第三次報告孔子說：「我的心，我自己也不知何處

去了」！那時，顏回已失卻身心世界，心靈一片虛明。正如『莊子』所說：「虛

室生白，吉祥止止」。此種境界，中國叫做「坐忘」。這在佛法中是將到未到，到

達定的邊緣──「生得」的「未到定」。年輕力壯的，如能靜坐，常會很快發現，

得到這種經驗。 

    上面所說，當然是初步的，很淺的定，當然還須向上修習。…所以即使略得

定力，也能深信佛法中的修證，而向上趣入。 

(<<華雨集第四冊>>p.285 ~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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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慧」的經驗 

    慧的經驗，也是淺深不等。現在要講的，是最淺的「聞所成慧」，即「聞慧」。

我人自讀經，或自聽開示而得來的慧，（與一般生得慧不同）就是聞慧。對佛法

絕對的真理，豁然啟悟，由豁然無礙而得貫通，所謂「大開圓解」。這種解慧，

並不是證悟。試舉一個比喻：井中有水，已經明白的看到，但不是嘗到。對聞所

成慧──正見，經裡有頌說：「若有於世間，正見增上者，雖歷百千生，終不墮

地獄」。這是說，若人生於世界上，能得到正見的力量，增長不退。如菩薩長期

在生死輪迴中度眾生，得了此慧，雖然或有小錯，但決不造重罪。故生死雖歷千

百次，終不墮入地獄。(<<華雨集第四冊>>p.286 ~ p.287) 

 

五、孤峰獨拔的印順導師（參見附錄二及附錄三） 

六、個人自己得到的饒益與啟發 

（一）寫信請示導師時曾表白：「弟子於 1973 年初讀《妙雲集》，1975 年皈依導

師以來，常浸沐在您老人家著作的智雨悲光之中，從中確立了人生新方

向，佛法新生命」，並自我期許「此生應可不移於三寶之淨信，並願嘗試

學習大乘菩薩正常道之行願：『於利他中完成自利』」。 

 

（二）立下人生之座右銘：（1）學尚自由，不強人從己（2）不為人師（自許為

「常不輕」）（3）生生世世為眾生法友。 

 

【附錄一】 

以智慧為導的「悲增上菩薩」典範——永懷導師 

                                                       呂勝強 

導師以老病示寂，雖然是「無常法爾」，但在緣起的世間，他一生不朽的德

學風範，已經深刻地留下了道跡，也因此必然會對世人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受

到妙雲華雨潤澤的我，要如何表達對他老人家永遠的懷思呢？除了敬述與他老人

家之法緣外，我想舉示他平實（自甘平凡）、淡泊、沈靜、無我、任重道遠的大

乘宗風，學習他的典範，可能更有實質意義吧！ 

我於一九七五年四月十三日在慧日講堂歸依導師，回憶三十年來，自己的困

而學佛，卻有幸親近這樣難逢的善知識，而得到佛法的饒益與信心，深深感念導

師的法乳深恩。記得一九九二年元月一日，因為「無生法忍菩薩實踐性」之疑問，

寫信請示導師，在信中曾表白：「弟子於六十二年初讀《妙雲集》，六十四年歸依

導師以來，常浸沐在您老人家著作的智雨悲光之中，從中確立了人生新方向，佛

法新生命」，並自我期許「此生應可不移於三寶之淨信，並願嘗試學習大乘菩薩

正常道之行願：於利他中完成自利」。如今，導師示寂了，再次報告自己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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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來表達對他老人家的懷念與感恩，並堅定自己的信願！ 

    自己覺得這一生，與導師是有法緣的，一九七三年左右因為岡山李一光老居

士之介紹，初次讀到老本小字的《成佛之道》及《金剛般若波羅蜜經講記》。一

九七五年因為宏印法師的帶領而皈依導師，隔年，第一次寫有關佛法的文字，即

是《成佛之道》的心得。後來，自一九八三年迄二○○二年間，因為研讀導師著

作產生疑難，共有五次徵得同意當面向導師請示法義（均留下錄音，並已轉錄成

光碟）。此外，比較特殊的因緣是：為回應教界對於導師若干質疑的聲音，經由

宏印法師的鼓勵，於一九九八年不自量力地將導師著作中有關「止觀」的內容，

編輯成《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止觀開示集錄》乙書，當時曾蒙導師親

自指正錯處並予教示。回顧這三十多年來，可謂時時與導師的思想相伴，它豐富

了我的人生，啟發我「世間與出世間」之新思惟，真是「惠我良多」！  

    若問導師的思想，何者對我的啟發最深：這莫過於與「見諍」（思想）有關

的「緣起正見」及「佛教思想史」；與「欲（愛）諍」（行踐）有關（從其自傳中

獲知）的「無事的落葉白雲」、「一向信任因緣」及「福嚴閒話」（「學尚自由，不

強人從己」）。除此之外，則是他老人家終其一生「一以貫之」的「以智為導的悲

增上菩薩」宗風（此即導師所說的「人菩薩行」）。以上內容，正是當年我編輯《妙

雲華雨的禪思》的藍本。 

    導師談「緣起正見」、「緣起性空」（其實就是「以智為導」的法門），其重點

下手處在於「現實生命的緣起」，離此之外沒有「正見」及「性空」可言。即使

是論說「佛教思想史」也是透過「緣起正見」（三法印）而予以貫穿，因為佛教

史是世間緣起的事實與樣本。所以我認為，導師提出「以佛法研究佛法」（也就

是無常、諸我等三法印）的方法論，主要原因為：（佛教及佛教思想之）歷史代

表無數生命的軌跡，它不僅只是一門學問，而且是活生生的緣起事實，也就因為

它是一個個的緣起事實，所以一定不能違背諸行無常、諸法無我的法則，在尊重

這個法則的前提下，「佛教思想史」反而只是「諸行無常、諸法無我」當中的樣

本而已。導師的偉大，就是因為透過緣起的內容，來挖掘事實真相是什麼，所以

就世俗的名稱來說它是「歷史」，但以佛法而言它卻是「真理的樣本」。因此，唯

有透過佛教思想的流變，才能溯本追源地抉發出「釋尊本懷」，也因此才能「暢

佛本懷」，這不正是導師「所要弘揚的（佛法）宗趣」！ 

    而從《平凡的一生》自傳裡，我領會到導師「教從宗出」的寂靜「宗風」，

讀來內心法喜踴躍，但也令人生起「高山仰止」之感，雖然此生「不能至」，但

是基於「種、熟、脫」之因果必然，我們願意「千里之行，始於足下」，從當下

開始學習。 

要學習導師何種宗風呢？個人以為，首先要體會「無事的落葉白雲」般不攀

緣（但是要「無所得」地與眾生結法緣）的「自甘於平凡」，這可以從導師為其

自傳定名為《平凡的一生》看出，也可以從其自傳記載受到「漫天風雨」的打擊，

而「僅發生等於零的有限作用」，看出導師宿植德本的偉大——「最難得的平凡」

的修養。在凡夫地的我們學起來，當然困難，因為「甘於平凡」是與眾生性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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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愛」相違逆的，因此「學道如逆水行舟」，可是既然學佛就不能不學。《雜阿

含經》教誡我們不可「我勝、我等、我劣」（30 經）以及「自舉（不「罵者還罵、

瞋者還瞋」）」（985 經）；《金剛經》在最初凡夫菩薩階段的「發心菩提」，也提醒

我們要「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導師開示我們：「學佛的說到修

行了生死，不但要在萬人喧囂處安住而無所不足，還要能於無人處自靜其心，做

到名符其實的『無事道人』(《佛在人間》p.129)」由於導師這種「真正平凡」的

功夫，自然也就「尊重信任因緣」而淡泊、沈靜了。 

此外，導師在「福嚴閒話」這篇開學典禮的開示，宣示了「願作十方道場，

不為子孫廟」以及「學尚自由，不強人從己」的器量，充分流露「無我」的

宗風。而「學尚自由，不強人從己」的教誨，對我的影響最深，也成為我一

生的座右銘。 

以上導師所展現的「泯除欲諍」之生活行踐，深究其底蘊，其實是緊扣著「以

智化情、以智導情」之「智慧為導」法門，誠如《雜阿含經》所開示的：「謂

無貪欲成就，無貪欲法者，堪能知色無常，堪能知受、想、行、識無常。」

（187 經）「見」與「欲」是一體的兩面，在五蘊之觀察中，「受、想為諍根」

是值得留意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乃是導師「以智為導的悲增上菩薩」宗風，其實這就

是導師所倡導的「人菩薩行」，為什麼「慈悲」是「以智為導」呢？導師曾深刻

地論說「慈悲的根源乃是透過緣起的相關性而展現」，例如《學佛三要》（p.120 ~ 

p.122）說：「從緣起相的相關性說：世間的一切──物質、心識、生命，都不是

獨立的，是相依相成的緣起法。在依託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為現實的存在中，….

離了關係是不能存在的。世間的一切，本來如此；眾生，人類，也同樣的如此。

所以從這樣的緣起事實，而成為人生觀，即是無我的人生觀，互助的人生觀，知

恩報恩的人生觀，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人與人間，眾生間，是這樣

的密切相關，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同情，依於共同意識，即覺得彼此間

有一種關係，有一種共同；由此而有親愛的關切，生起與樂或拔苦的慈悲心行。…..

從自他的展轉關係，而達到一切眾生的共同意識，因而發生利樂一切眾生（慈），

救濟一切眾生（悲）的報恩心行。慈悲（仁、愛），為道德的根源，為道德的最

高準繩，似乎神秘，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流露的──關切的同情。」至

於導師對於「悲增上菩薩」的闡揚與身體力行，乃是對於古代印度大乘佛教「悲

增上菩薩」之未能充分開展，有所反省而產生的，導師說：悲增上菩薩，是「人

間勝於天上」，願意生在人間的。菩薩多數是人間的導首，以權力、智慧、財富，

利益苦難的（人間）眾生。到成佛，（菩薩時也）不願意在淨土，而願在五濁惡

世度眾生。不願生天而在人間，不願在淨土而願在穢惡世界，徹底表現了悲增上

菩薩的形相！….典型的悲增上菩薩，是釋尊的菩薩本生，為了利益眾生，不惜

犧牲（施捨）一切。…「大乘佛法」，重視菩薩的悲心，然在印度佛教界，不脫

原始佛教以來，「信行人」，「法（重智的）行人」的兩大分類，所以大乘信行與

智行的法門，得到充分的開展，而現實人間——「業因緣所生身」的悲增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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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重視。(《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89 ~ p.1290) 

從以上導師對於印度佛教的反省，我們可以探尋到導師「願生生世世在這苦

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之思想源頭，原來他老人家是為了「暢佛

本懷」，學習釋尊於菩薩本生之悲增上菩薩典型，導師這般「任重道遠的大乘宗

風」，值得我們省思、學習。同時，也因此我們才可以理解為什麼導師特別重視

「凡夫菩薩」之三心十善基礎，因為那是對於現實人間——「業因緣所生身」

的悲增上行啊！ 從這一切，看到導師的苦心孤詣，我不禁於腦海中浮起一幅圖

像，它正矗立於福嚴精舍的山門兩側（導師所撰對聯），我想這應是導師的精神

所在： 

即人成佛佛在人間  人佛一如真法界 

因智興悲悲依智導  智悲無礙大菩提 

我們誠摯地向這位人間歷史少有，重現釋尊本懷的「以智為導的悲增上菩薩」

典範，致上最深的敬意！為其僧俗弟子者，或同願同行者，若能發揚這個典範，

那麼「苦難的人間，將長留正覺之音」，是為所盼。（錄自《永懷集》） 

 

【附錄二】 

追思導師——孤峰獨拔之寂寞 

                                                          呂勝強 

印公導師圓寂了，一切的褒貶對於他老人家是不增不減的，如今長留心底的

是無盡的懷念、感恩與追踵而「望塵莫及」的巍巍宗風！ 

該寫些什麼呢？宿植德本的偉大——「最難得的平凡」，是仰止導師的一個

面向。但是，真正的平凡必有其不平凡處，在這裡我想就個人膚淺的認識，略為

敬述導師的另一個面向——孤峰獨拔（不平凡）的寂寞，以表達對他老人家無

限的追思與懷念。 

導師七百多萬字的著作中，他老人家的習慣用語，常常是「相對客觀」的含

蓄，少有「絕對主觀」的表示，尤其是有關歷史人物的臧否，不過，對於「龍樹

菩薩」及「太虛大師」則是例外。他在《空之探究》（p.201）說：「印度佛教史

上，龍樹可說是釋尊以下的第一人」；而稱誦太虛大師的三特德（摘自《華雨香

雲》p.277 ~ p.281〈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乙文）為：（一）對於救僧護教，有

著永不失望的悲心，這種偉大精神，在近代的中國佛教中，實是絕無僅有的一人

！（二）對人事，對教義，有著無限的寬容，那種兼容並蓄的汪洋大度，除了大

師，我從未曾見過。（三）對佛教有著遠見與深見，啟示每一現代的佛弟子，走

向發揚佛教的正道。這無疑是近代佛教史上唯一的光輝！以上，可以看出導師對

於兩位大師的崇敬與讚嘆！導師晚年即再次重申：我與大師是有些不同的：一、

大師太偉大了！「大師是峰巒萬狀，而我只能孤峰獨拔」。（《華雨集第五冊》p.101） 

    這裡就從導師的「孤峰獨拔」談起！早在民國三十三年，導師為了《印度之

佛教》，曾寫過一篇不願發表的文章（〈無諍之辨〉）寄呈大師。文中就說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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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峰巒萬狀，我只能孤峰獨拔。其實，這也是峰巒萬狀中的一峰呢」？ (《華

雨香雲》p.339)。個人以為「峰巒萬狀中的一峰」意指：導師乃是虛大師之門生，

而且導師倡立「人間佛教」及「大乘三系」的確受到大師「人生佛教」及「大乘

三宗」的啟發。而「孤峰獨拔」則凸顯出導師在「經論依據」（虛大師認為末法

時期，應該修依人乘而趣大乘行，導師評析認為這項主張並沒有經說的依據）、「判

教」（導師認為虛大師的思想，核心是中國佛教傳統的臺、賢、禪、淨的思想，

依印度佛教思想史來看，是屬於「後期大乘」的，在這思想下，真正的大乘精神，

如彌勒的「不修（深）禪定，不斷（盡）煩惱」，從廣修利他的菩薩行中去成佛

的法門是不可能發揚的）及「歷史觀」（在佛教歷史上，「真常唯心論」是遲一

些的；大師以此為大乘根本，所以說早於龍樹、無著，導師的看法與之不同。）

三方面與虛大師有不同的見解（參見《華雨集第四冊》p.44 ~ p.46 及《華雨集第

五冊》p.102），另含攝了導師環顧教界幾無知音的創見（例如「以佛法研究佛法」

的方法論可以說是「前無古人」），同時也透露了他的「孤獨寂寞」。 

    「自古聖賢皆寂寞」，走在時代的前端，引領著時代潮流的先覺者莫不如此，

導師不也自述其「孤獨」！在《印度之佛教》自序中出現與作者對話的「張力群」

（導師俗家姓名「張鹿芹」之諧音）其人，六十年後導師自己的回憶告白竟然是

「知音無一人」的自己（參見《印順導師紀綠片文稿》p.276）。其實，在民國時

代，即使「學德兼備」、「睥睨教界」之虛大師亦不甚了解導師之宗趣所在，如導

師在《法海微波》（p.5）自序中表示：由於請虛大師為《印度之佛教》題簽、寫

序而衍生「印度佛教史」的見解問題，以及《唯識學探源》將出版前請大師審核

以致造成該書書名與作者之原意不合等困擾，自此之後再也沒有請人寫序。師長

及同學之不能了解他，也因此導師要自己說是「孤峰獨拔」了！ 

近一、二十多年來，由於導師思想對於佛教及學界之影響日深，自然會引起

討論，其中也有人評析導師思想之源流及其與時代思潮之相奪相容情況，可惜後

輩學者們之看法不免還是與導師之原意有所出入，這也勞煩他老人家在其最後的

著作《永光集》（p.239~269）裡特別寫了一篇文章（〈為自己說幾句話〉）來加以

澄清。 

總此，有關導師思想之本意以及人事之種種，導師確確是「孤獨寂寞」，因

此導師在〈遊心法海六十年〉之結語也就寫下：我有點孤獨：從修學佛法以來，

除與法尊法師及演培、妙欽等，有些共同修學之樂。但對我修學佛法的本意，能

知道而同願同行的，非常難得！（《華雨集第五冊》p.60） 

導師修學佛法的本意，能知道而同願同行的，確是非常難得，可惜妙欽法師

去世的早，他是導師「所不能忘懷的一人」，導師在《華雨集第五冊》p.184 ~ p.185

之悼念文中說：他的臨終遺言：服膺太虛大師所開示的常道（從這段引文可以看

出導師之謙沖，竟不提妙欽法師親近自己之因緣，作者按：妙欽法師在《中道之

行》p.47 臨終前遺言之原文為：但我自親近太虛大師、印順導師及自修學佛法

數十年之志願，認為如此行法甚善！），學菩薩發心，願再生人間。從妙欽與我

相見以來，誓求正法的原則與精神，始終如一，堅定不移，在這茫茫教海，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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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人！在佛法的探求上，妙欽是有思想的，與我的思想傾向相近。.. 這不只我

失去了佛法中的同願，對中華佛教來說，也是一嚴重的損失！而在認識導師的深

厚學養並堅信導師的崇高人格方面（並非同願同行者），與他同輩的「道安法師」

（前中國佛教會理事長、台北松山寺住持），則是難得的知音，如導師在《法海

微波》（p.7）自序所說：讀道安老法師「日記」，才發現台灣長老中，道老是我

唯一知己。 

    以上敬述導師累劫功深的「不平凡」，我們固然學不來，但是導師「忠於佛

法」的「自甘於平凡」及「為佛教、為眾生」之菩提大願（如《華雨集第五冊》

p.200：為佛法想，為眾生想，寶藏不應終棄，明珠寧可永裹！佛法無涯底，惟

勤勇以赴之！將見剖微塵出大千經，為眾生之望也！）我們或可隨力盡心學習，

若此，導師他老人家雖然圓寂了，而其法身精神常在。此外，我們熱切的盼望導

師的「乘願再來」人間，為人間之導師，引領大家走向成佛的大道！ 

（刊載於 2005 年 7 月印順導師示寂紀念專輯《弘誓雙月刊》75 期） 

 

【附錄三】 

（刊於弘誓雙月刊第 104 期）2010/04 發行 

孤峰獨拔的大思想家 

 呂勝強（印順文教基金會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2009 年 11 月 6 日《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 (北京出版座談會) 致辭） 

   台灣印順文教基金會的董事長厚觀法師，因為有既定的佛法講座，未克前

來北京參加今天這場盛會，特別指派我代表他與會。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能在大陸出版，是一件令人欣喜的事情，尤其對

於兩岸宗教文化的交流，以及學術互相的研究，深具意義。 

   

  我們知道，印順法師的法乳深恩孕育自大陸，因此，雖然他長年在台灣，但

也一直關心大陸佛教的發展。導師曾經剖析，為什麼隋唐時代的佛教，能夠如此

千巖競秀、輝煌燦爛，有兩個原因：一是過去的祖師大德們「從禪出教」，深刻

的宗教經驗，所產生的宗教影響力；二是知識份子加入佛教，對佛教及社會所產

生重大的影響力。就這兩點來看，民國以來的佛教是衰微的，不過，當時仍有虛

雲老和尚以其甚深禪觀，為當時的佛教做一定的努力，而在引領知識分子參與佛

教，重視聞思修證的次第上，太虛大師則有重大的貢獻。 

   

  虛大師的重要貢獻就是「人生佛教」，而導師則在其老師虛大師「人生佛教」

的基礎上，有所啟發，提倡契理契機的「人間佛教」，這也是印順導師核心的思

想所在。 

  印順法師曾經自己表白：太虛大師有如峰巒萬狀，他則是孤峰獨拔。太虛大

 16



 17

師「峰巒萬狀」的實質內涵，可以「人生佛教」來說明，導師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註），文中從三方面來讚歎太虛大師的德行：第一，「對救僧護教，有著永不失

望的悲心」；第二，「對人事、對教義，有著無限的容忍」；第三，「對佛教，有著

遠見與深見」。 

   

  從人生佛教的實踐而言，導師對於太虛大師所提出的「佛法中之四項意趣」

極為讚歎。第一，虛大師希望能「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皆湛心海，流衍無盡」，

因為他不僅是研究佛書的學者，還要有宗教的體驗精神；第二，他有廣大的胸懷，

從早年的八宗共弘，到後來的三宗平等，提出「不為專承一宗之徒裔」；第三，

虛大師是世世常行菩薩道的，所以他說「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第四，虛大師

不好高騖遠，認為要從凡夫發心，從人修十善正行通往佛道。就這四方面來說，

從「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印順導師認為他與

他的老師虛大師，是完全一樣的，這是在「顯正」方面，所以印順導師說：「大

師是峰巒萬狀，我只能孤峰獨拔，其實，這也是峰巒萬狀中的一峰呢！」 

   

  就導師的「孤峰獨拔」而言，是指導師他提倡的「人間佛教」，跟虛大師的

「人生佛教」，在「對治」上，有不同之處。虛大師說，不重鬼、重死，而是要

重人、重生，所以稱為「人生佛教」；而導師基於歷史觀、判教、經證依據的考

量，在這三方面，與虛大師有所不同。他是繼承人生佛教的真諦，從脫落鬼化的

佛教，更鑑古知來，考量當時印度佛教衰敗的原因，在天化、神化、庸俗化的佛

教上，進一步發揮，而於人生佛教之上，提出人間佛教，所以可謂之孤峰獨拔。 

  就是因為導師的孤峰獨拔，自然讓我們想到他在國際學術的地位，如剛才方

所長特別提到的，導師在中國禪宗或經典的考證各方面，有諸多創見，尤其所提

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從印度佛教史到中國佛教史的研究來看，此一以「三

法印」來研究佛法的方法論，實是前無古人的創見。 

   

  所以，驗證虛大師當年對知識佛教的影響，對照現在，印順導師最近五十年

來，對台灣佛教或華人佛教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相信《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

在大陸的出版，或許能如宗教局的領導剛剛所說的，對大陸佛教的興盛，提供部

分助力，幫助知識份子來認識佛教、關心佛教、了解佛教。 

      

（註） 印順導師，〈向近代的佛教大師學習〉，《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

頁 277～2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