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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思想整理芻議 
侯坤宏 

 

本（2009）年 5月 30–31日，參加

由玄奘大學宗教學系、財團法人弘誓文

教基金會共同主辦，在玄奘大學舉行的

第八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

學術會議，看到由悟殷法師所編《印順

導師《印度之佛教》勘訂與資料彙編》，

以及清德法師所編《《成佛之道》教材

彙編》二書，1想起近年來學界、教界

對印順法師（以下或稱「印老」）思想

之研究與整理，業已累積相當成果，但

對於接下來應該如何走，似未見有太多

討論，故不揣孤陋，草成本文。 

依藍吉富教授歸納，臺灣佛學界紹

述弘揚印順思想的人或道場有如下諸

處：1、昭慧法師主導的弘誓弘法團體，

2、傳道法師住持的妙心寺，3、宏印法

師主導的學佛團體，4、福嚴精舍及慧

日講堂。此外，其他道場用印順法師著

作為教材的也不少。在這些團體或個人

之中，有人積極地將印老的思想付諸行

動，如昭慧法師「撕毀八敬法」運動；

有人則對印老思想之散佈於各書者加

以整理、詮釋，成為系統化的作品，如

性廣法師整理「人間佛教禪法」、呂勝

強的《妙雲華雨的禪思》、清德法師整

理印老的律學思想；有人則開始為「印

順學」的傳播從事基礎性的鋪路工作，

如昭慧法師的《妙雲集導讀》、傳道法

師的《印順導師與人間佛教》、黃則洵

的《印順導師語錄》，以及藍吉富主持

編輯的《印順．呂澂佛學辭典》。2本

文謹就個人聞見所及，從「整理」印順

法師著作這一角度，談談其中涉及的一

些問題。茲分從：《成佛之道》的整理

成果、《中國佛教史略》與《印度之佛

教》之勘訂與資料彙編、《妙雲華雨的

禪思》與《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篇》等書、

中國大陸版《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

碟版、《印順‧呂澂佛學辭典》、《印

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等，逐項說明於

下： 

一、有關《成佛之道》的整理成果 近

年來有關印順法師著作推廣中，《成佛

之道》一書最受重視。本書早年，有演

培法師的《成佛之道偈頌講記》，演培

法師推崇本書是一部有組織、有系統的

力著，自出版後，海內、外依此講說的

很多，他自己就講過多次。3《成佛之

道》的價值，不僅是一本書或一本教科

書，而是一套「成佛指南」，但因偈頌

本身是以簡御繁，組織嚴密，若不加以

科判，隨文釋義時，常會忽略整體架構

間的關連性。為彌補此項缺失，昭慧、

性廣兩位法師合力製成《成佛之道偈頌

科判表》，並得到原作者──印老本人

的訂正，使得本科判表不但具有文獻價

值，且很方便教者與學者研習《成佛之

道》時參照使用。4
 

據性廣法師透露，《科判表》一直

是法界出版社長銷書之一，尤其是佛學

院開學或佛學研習營開班期間，總會接

到大量訂單；《成佛之道》不但在臺灣

擁有許多讀者，在海外也不少。5
2009

年 5月，釋印隆、楊永漢又將此《科判

表》英譯，出版《中英對照《成佛之道》

偈頌科判表》，6有助於《成佛之道》在

英語地區之推廣。 

又，厚觀法師於福嚴佛學院任教期

間，為方便教授《成佛之道》，乃編輯

講義，除扼要摘錄書中要義外，並補充

許多經論的出處，對經論間不同異說，

加以列出，方便學習者釐清問題或進一

步深入探究。7清德法師認為，《成佛之

道》超越南、北、藏傳色彩，在北傳佛

教中，更跨越宗派教團，是當代佛弟子

必讀的普世精典著作，是印老為華人佛

弟子所寫的一本修學指南。她累積多年

教授《成佛之道》經驗，編成《成佛之

道教材彙編》一書，將《成佛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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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分為三個單元：壹、「偈誦科

判」，可以幫助讀者掌握全章大綱。貳、

「課文重點」，是長行部分的重點整

理。參、「補充教材」，是編者花多年時

間，自修研讀印老的《妙雲集》等全部

著作，從中擷取與《成佛之道》有關的

議題累積而成；這是本書精華所在，可

以方便讀者深入經藏，擴展佛法視野。
8昭慧法師認為〈《成佛之道》教材彙編》

的出版，實有教材具足而生機完備之重

要意義。9讀者在研讀《成佛之道》時，

若能以厚觀法師編的講義、清德法師的

教材彙編，配合昭慧、性廣兩位法師合

製之偈頌科判表，當能收事半功倍之

效。 

二、有關《中國佛教史略》、《印度之佛

教》之勘訂與資料彙編 《中國佛教史

略》、《印度之佛教》是印順法師有關

中、印佛教史兩部早期的名著，但這兩

部書均過於簡略，在印順法師的著作

中，最是深奧難讀，讀者了解不易。悟

殷法師在教學、研究之餘，先後出版了

《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及《印

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定與資料彙

編》，10可以補足這方面的欠缺。 

《中國佛教史略》雖然只有短短的

93 頁，由於作者治印度及中國佛教思

想之功力深厚，所以能以極短的篇幅，

將佛教從印度流傳到中國的各個時代

背景、思想脈動，都作了深刻而扼要的

介紹，是一本有關中國佛教史很好的的

綱要書。但本書極具深廣度，作者用句

遣辭精簡明瞭，每一個字，讀者都認

識，但其深意則不好掌握，讀者稍不留

意，很容易忽略了作者蘊含深遠而又精

要的部分。11悟殷法師有感於此，發心

依《中國佛教史略》逐段逐句作增註，

並一一羅列出處；舉凡原書所提及之片

段，編者皆不厭其煩，將人、事，相關

之時代、地點，重要之思想、著作，廣

為蒐尋資料，詳加考證，刪繁補闕；間

或針對史料記載不同之異說，或與事實

有出入部分，加上按語評註，使《中國

佛教史略》思想的深度更加凸顯。12《原

典資料彙編》，頗能造福讀者，不但可

以作為一般「中國佛教史」上課的輔助

教材，也是一本很好的「中國佛教思想

史」教科書。13
 

《印度之佛教》，係寫於民國 31

年，「本書是敘述而少引證，引證也沒

有說明出處。」後來再版時，雖在某些

章節中，加上附注，方便讀者檢索，但

讀者研讀本書仍具有高難度，因為即便

有了檢索，想全面理解，也非易事。悟

殷法師自習《印度之佛教》時，邊查藏

經，邊對照印老相關論著，隨時眉批筆

記，而成《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勘

定與資料彙編》一書。由於編者謹守「資

料彙編」立場，述而不作，並仔細勘訂

書中的別字、闕文與誤載，針對各種文

獻在一件事情上的不同說法，逐一羅

列，必要時也以嚴謹態度，加上按語論

斷，遇重大諍議，亦能透過資料客觀呈

現，讓讀者得以掌握整個問題的來龍去

脈，14對讀者閱讀原書，當有所助益。 

三、《妙雲華雨的禪思》、《印順導師著

作導讀篇》、《印順導師著作正聞篇》、

《印順導師著作聞思篇》等書 上列四

書，主要由宏印法師所主導的佛青會負

責，編輯由呂勝強、莊春江（參與後三

書）二居士負責，後印順文教基金會列

為推廣教育叢書。談到弘揚印順思想，

宏印法師《怎樣讀妙雲集》，是一本具

有開拓性的書，此書除建議初學者、久

學者、學佛者、佛學者，專宗專修者如

何研讀《妙雲集》外，也對《妙雲集》

的宗趣、精神與特色做了些分析。15宏

印法師說： 

印老的德學，數十年來，對於臺灣

僧俗學眾的啟發確已舉足輕重地扮演

了「證教達實性」佛法導師的角色。據

我個人二十多年來與一些教內前輩大

德，共同推介印老著作的經驗，發現其

思想對於知識青年的影響最為深遠，目

前在佛教界中的一些領導菁英，或多或

少，都曾受到他的啟迪。16
 

《怎樣讀妙雲集》出版後、宏印法

師仍持續推廣印老的思想，上列四書即

為其成果。其中《妙雲華雨的禪思》由

呂勝強居士編輯，據宏印法師 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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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介紹印老思想的經驗，常發現有些人

誤認印老的著作，偏取學術屬性，看不

出印老的修行觀及佛法宗趣，經與同修

法侶談及此事，因此而有整理輯錄有關

印老止觀禪修方面資料之議，並決定採

專書型式，有系統地介紹印老對增上定

學及增上慧學的開示與抉擇。17由《妙

雲華雨的禪思》一書，可知印老對禪修

之看法。 

《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篇》原題為

《妙雲集導讀(一)：悉檀篇》，出版後

改為今名。由於印老的著作多，範圍

廣，一般學子不容易把握其思想核心，

宏印法師藉多年來指導大專及社會佛

青研讀《妙雲集》，以及在各地開辦「法

輪班」的經驗，主持編輯「妙雲集導讀

系列」教材（責任編輯為呂勝強與莊春

江），希望有次第地引導佛青們，漸次

深入印老之浩瀚法海中。「妙雲集導讀

系列」教材，依照佛陀當時指導聖弟子

之修學次第（聞、思、修、證），將印

老全部著作，歸納縮編為悉檀、正聞、

聞思等三篇，18其中「悉檀篇」即「導

讀篇」，計分「引言」、「佛法修行正

法要」、「人間佛教」、「為人生善法

門」、「我們的世間」五單元。 

《印順導師著作導讀篇》原題為

《妙雲集導讀(二)：正聞篇》，出版後

改為今名。妙雲集導讀課程之設計，是

依據印老提示的修學三次第——得

要、深入、旁通之原則而規劃，正聞篇

屬於「得（大）要」（重於大義）的第

一個階段，內容以「佛教史概要」及「佛

法法義概要」為主，目的是希望學員們

能對全體佛教有一宏觀認識，以免落入

宗派門戶窠臼中，能從「正聞」中培養

獨立思惟能力，進而能分辨法、非法，

以確立正見，並漸次落實到實踐上。19
 

《印順導師著作聞思篇》係《印順

導師著作正聞篇》之進階，聞思篇是建

立在正聞（正見）基礎上，對於「佛法」

及「大乘佛法」做較深入的探討，屬於

「得要」後再漸次「深入」的課程。正

聞，為培養正見；聞思，除要辨了義不

了義作思惟抉擇外，更須有化正見為行

踐之趣向，此為本書重心所在。20
 

以上四書，在編輯上，均採先有全

書架構，再剪輯印老相關著作彙編而

成，在每一段引文之後，均註明出處，

頗便讀者查考。由《妙雲華雨的禪思》

一書，可知印老對止觀實有極詳盡之開

示；而《導讀篇》、《正聞篇》、《聞

思篇》三書，很適合當作推廣印順法師

思想的教材。惟可惜《聞思篇》中，在

章、節末獨缺「問題思考」，再版時若

能加以補充，講授時當更能帶動學員與

講師間的互動。 

四、《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版

由「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發行，

內容收錄印順法師佛學著作 42冊，約

700萬字，並附有「學術版」及「普及

版」兩種全文檢索軟體。此光碟製作緣

起，因常明法師考慮到未來是網路時

代，佛教不能置身於外，因此發心輸入

《妙雲集》，再經嘉義妙雲蘭若、南投

靈山寺等單位與大德們共同投入，前後

歷時 8年，才將已出版 700萬字的佛學

著作全部輸入，再經厚觀法師、廣淨法

師等人努力下，終於在 1998 年 4 月 8

日將光碟製作出來，作為印老九三嵩壽

之賀禮。21除《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

光碟外，印順文教基金會也發行《太虛

大師全書》光碟版，這兩套光碟，對推

廣印老的思想及從事近代佛教史研究

很有貢獻，在使用上也非常方便。 

另外，在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

中心網站上，掛有：厚觀法師所編《空

之探究》講義，開仁法師編《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講記》講義，開仁法師編《寶

積經講記》講義，莊春江居士編《如來

藏之研究》及《印度佛教思想史》講義，
22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上網閱覽。 

五、《印順‧呂澂佛學辭典》中華佛教

百科文獻基金會在佛教史學者藍吉富

教授協助下，除出版《中華佛教百科全

書》外，也出版《印順‧呂澂佛學辭

典》。因印順法師與呂澂居士是二十世

紀華人佛學界的雙璧，他們的佛學造

詣，博大精深，對印度各派、中國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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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宗，及藏傳佛學都有深入而精闢的見

地。「如何將這兩位佛學大師的研究成

果儘快傳達給這一時代的後學」，便是

這部辭典的編輯構想。出版本辭典，屬

於佛教文化的紮根工作，中華佛教百科

文獻基金會前任及現任主持人開證上

人與傳道法師，能為佛教文化紮根付出

心力，十分難得。23 

傳道法師常年在南臺灣弘揚印順

思想，著有《妙心文集》4冊，是結集

他歷年來演講的文稿，內容涵蓋對印老

人間佛教思想的引介、教理法義的闡述

等項，目前已出版《印順導師與人間佛

教》1冊。 

六、中國大陸出版《印順法師佛學著作

全集》 印順法師著作全集在中國大陸

未出版前，即有幾本零星出版者，全集

能夠出版，對印老思想在中國大陸傳

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機。據負責落實此

專案且全程參與全集出版工作的陳平

女史表示，我們切不可以為，印老著作

大陸版的推出，會自然而然地推動其思

想在大陸被接受。原因在：海峽兩岸對

於印老的認知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對於

印老思想接受的程度也有明顯的差

異，這與兩岸佛教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有關，也與兩岸佛教文化素質的差異有

關。24儘管如此，《印順法師佛學著作

全集》能在中國大陸完整出版，也是近

代佛教史上值得重視的一件大事。 

無疑地，在臺灣，印順法師的思

想，對於學問型的僧人或學者，比較具

有吸引力，這與印老著作所蘊涵的豐富

又精彩的內容有關。印老的思想所以能

在近年來得到比較多的重視，與宗教師

對他著作的宣講，與研究者對其著作的

整理與研究息息相關。前面所提六項有

關教界、學界對印老著作的整理，是累

積多年才獲得的成果，得之誠不易。

但，我們還是要問：接下來，我們還需

要做些甚麼？還可以做些甚麼？ 

文獻的整理與校訂，是弘揚印老思

想的第一步工作，下一步應將這些成果

繼續在量、質上提昇，不能只停留在原

地，尤其是印老比較沒辦法接觸到的資

料，如梵、藏文的，還有國際學術界既

有的，以及不斷推出的新研究成果，都

可以再加強，25這就遷涉到研究印老思

想這一核心問題了。初步的文獻整理與

校訂，固然有利於教學、推廣與研究，

但也只屬於初階工作，如何普化、深化

研究印老思想，才是未來更應努力的方

向。 

深化方面，可從學術界、文化界、

教育界等層面戮力並進，鼓勵大家盡量

發展，多多努力。普化方面，可以將印

老的著作能夠像「靜思語」一樣，以簡

潔有力方式普遍流通，印順文教基金會

出版的《印順導師法語》，以「口袋書」

形式發行，是不錯的方式，26這其中，

當然還有許多事可以做。 

依藍吉富教授意見，關於整理方

面，還有兩件事可以做。1、整理一部

「印順學概論」，將印老的重要研究成

果及主要見解，概要地容納於其中。使

初學者讀完此書即可大體掌握印老的

思想精華。二、依印老的思想脈絡，寫

出一部適合現代人遵行的《人間佛教行

者手冊》，以供現代佛教徒作為實踐的

準則。27就人間佛教這方面，西方比較

注重實用，若能夠將導師的佛學思想，

從《阿含經》一直到中國大乘佛教發

展，將這整個系列，與人間佛教思想相

連結的話，28可以將印老的思想推展到

西方社會。 

印順法師是臺灣佛教史上第一位

宗義建立者，可以說他為臺灣締造一個

佛教思想的新時代。這裡所謂的「宗

義」，是指他對佛法所建立的獨特思想

體系而言，這一體系顯而易見的影響，

是印老來臺之後，臺灣開始有人重視阿

含、中觀與人間佛教，也開始有人隨之

批判密教、淨土與真常思想。當然，印

老的思想在臺灣還未全面普及，但是，

卻在逐漸顯揚中。29依藍吉富教授觀

察，印老對佛教各宗的批判，論質、論

量都不遜於日本學者松本史朗、褲谷憲

昭二氏的「批判佛教」。但，印老思想

不太受國際學界注意，在國際學界的影

響力及被關注的程度，遠低於應有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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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0其中癥結出在：印老著作翻成外

文的太少，用外文介紹印老思想的也太

少，致無法吸引國外學者注意。 

印順文教基金會為使正知正見、了

義之佛法，暨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

理念，能在西方世界弘揚開來，聘請學

者專家將印老的著作翻譯成英文，發行

流通，31印老的著作英譯本，在發行到

相當程度後，可以邀請國際學者，召開

會議，引導國際佛教學者進到此一領域

研究：如果再能夠配合西方思想的話，

便能將印老思想發揚到西方國家。32

但，英譯進度似嫌稍緩，目前只出版一

小部分而已。 

總之，前面談到有關近年來整體印

老著作的一些重要成果，對於普化、深

化印順思想，各有其貢獻，未來如何進

一步推動，還有許多可以發揮的空間，

怎麼落實，仍有待關心此議題的教界、

學界善知識們，多多來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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