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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的學行與人間淨土 

 

陳 榮 波 *  
 

 

一、前言 

今年國曆四月三十日（農曆三月十二日）是我們最敬愛的印順導師百歲華誕。佛教

界舉辦此次研討會一方面慶祝他老人家嵩壽，祝福他「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另方面藉

此機會聚集海峽兩岸學者專家共襄盛舉來探討「佛教如何振興與其未來如何發展」等問

題。具體地說，「如何再造佛法？或者說，如何使佛法在現實的生活中去適應時代潮流與

社會需求」，這是本次會議的重要課題。因此，本人願意從「印順導師的學行與人間淨土」

一文來談如何永續佛命。這是身為佛教弟子所應有的使命感。 

二、印順導師的學行——從《中國禪宗史》談起 

憶起西元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本人就讀於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二年級時，

校方聘請了台灣佛學泰斗印順導師講授「佛學概論」（課程是必修，一學年四學分，分兩

學期，每一學期各為兩學分），上課地點在該校大仁館每星期四下午二點十分至四點，當

時隨行旁聽法師有四、五位，其中包括演培法師與圓光佛學院院長如悟法師。每位法師

專心聆聽比我們更加用心精進。這無形中促使我們起而效之。唯有努力上進才是研究佛

法最好的方法。當時我們班上同學共有十七位（包括李志夫教授與陳中庸教授）。那是華

岡山上天氣風雨交加，也撼動不了我們認真聽講的熱忱與信心。 

印順導師每次來山上講課精神非常抖擻，全神投入，面帶笑容，非常親切。每次

上課都發給我們講義（講義是用手刻印出來，字體工整，一目瞭然），其內容從四諦、

十二緣起講起，循序漸進，講完印度三大派系（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

論），一年講下來獲益良多。印順導師浙江口音很重，開始聽課有點吃力，聽了二、

三次後逐漸習慣下來。他板書字體清秀，在課中時常提到「空」概念，並以其所著《中

                                                 
*  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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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今論》一書作為我們課外補充教材。次年，他再開「般若學」一課，修課除我之外，

還包括許國宏副校長、李志夫教授，尤其是李教授筆記記得最翔實，令人羨慕不已！ 

印順導師一生好學認真，秉持著「學不厭、教不倦」的慈悲精神，開導我們、教

化我們。其著作等身，撰寫字數約有六、七百萬字，學問淵博，又加上優雅的氣質，

予人一種「人見人愛」的好印象，身為學生的我欽佩不已！ 

當我們唸到《論語‧子罕第九》一段話：「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末由也已！』」時，從心中萌生起印順導師的學行真可

與孔子相媲美，非常貼切不已矣！ 

現以印順導師所著《中國禪宗史》一書為例來加以說明其學問之博大精深。此書

使他於一九七三年獲得日本大正大學博士學位。此書論述條理分明，見地深邃，目前

無人能出其右。它奠定了現代人研究禪學的最佳代表傑作。 

此書的章節共分為九章：第一章「菩提達摩之禪」，其主要討論為：1. 菩提達摩

為中國禪公認的本土初祖。2. 達摩二入（理入與行入）四行（報怨行、隨緣行、無

所求行、稱法行）是達摩開示修行禪理之內容。第二章「雙峰與東山法門」，其旨在

闡述蘄州黃梅（現今湖北黃梅縣）雙峰山的四祖道信（619-651）〈入道安心方便〉一

文與五祖弘忍之「守一不移」的東山法門。第三章「牛頭宗之興起」，在此章中主要

是論述法融所開創的牛頭宗形成的學術背景及其「無心合道」禪法。第四章「東山法

門之弘傳」，其內容包括有四：（1）慧能的「無相一行三昧」思想。（2）神秀的五方

便（雜念門、智慧門、顯不思議門、諸法正性門、了無異門或稱之為自然無礙解脫道）。

（3）淨眾宗的「無憶無念莫妄」三句用心思想。（4）宣什宗的傳香唸佛。第五章「曹

溪慧能大師」，主要內容為論述慧能年代及其弘法經過。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

變」，討論《壇經》主要四種版本（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內容之不同。

第七章「荷澤神會與南宗」，闡述神會主要禪法。第八章「曹溪禪之開展」，其宗派包

括有中原的荷澤宗、江南的洪州宗與石頭宗、劍南的保唐宗以及曹溪直指見性思想之

論述。第九章「諸宗互抗與南宗統一」，其內容在於闡述略宗派之對立走向會通於曹

溪的南宗之統一。由此可見，印順導師此書構思精細，內容新穎豐富。他真可配稱為

唐代玄奘以來的最偉大佛學宗師。 

現本人把此書的特色勾勒出下列六點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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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順導師指出《六祖壇經》為六祖慧能所說，並由其弟子法海所集輯成的：

《六祖壇經》是闡述慧能「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

禪學思想，並從其內在義理來看，此書確實合乎慧能一貫禪法，而吾人不可

因慧能為不識字的人與禪宗主張「不立文字」而否定此經典不是慧能所說

的。印順導師提出其真知灼見如下：「慧能不會寫字、不會讀經，是《壇經》

與《別傳》所共傳的古說。一個流落異鄉，從小孤苦的孩子，在那個時代，

沒有讀過書，原是常事。但慧能沒有讀過經，怎麼聽到《金剛經》就能有所

領悟呢？……從《壇經》看來，慧能對《金剛經》、《維摩經》、《楞伽經》、《觀

無量壽經》、《法華經》、《涅槃經》、《梵網經》都相當明瞭。所以傳說慧能不

識字，或者覺得難以相信。……然在佛法中，不識字是可以通達佛法的。」

1由此可知，不識字也可通達佛法，但慧能不僅認字，又能通佛理。再者，禪

宗主張「不立文字」不是說不用文字，而是說不執著於文字，活用文字，進

而發揮文字般若。因此，吾人只能說慧能是述而不作，但不可說《六祖壇經》

不是他說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觀點。 

2. 印順導師指出中國禪的基礎之建立是牛頭禪的初祖法融，而不是慧能：他在

其著作中字裏行間裏透露出中國禪是經由法融耕耘努力而奠立其基礎，然後

才發展出曹溪「一葉五花」之法脈來。而且他特別地詳細闡述牛頭宗法融思

想及其在禪宗史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構成他在此書的一大特色。法融著

有《無心論》與《絕觀論》等書，並以「空」為道，講述「無心合道」思想，

並以「無心用功為方便」，去除私心，使精神自由自在。上述所謂「無心」

是指「無執著心、無邪心、無所得心」而言。法融又講人生恬淡寡欲慈悲柔

順，其深受老莊思想影響很大。除外，他又提出「無情說法」對石頭希遷，

洞山良價思想影響甚多，值得後人加以研究。 

3. 從如來藏觀點來詮釋達摩所依據的《楞伽經》經典，達摩是以《楞伽經》作

為其教化經典，但印順導師站在如來藏（清淨自我）來詮釋《楞伽經》，而

不從阿賴耶識來詮釋，使得達摩禪成為一種非常獨特的解釋達摩禪法。 

4. 印順導師特別指出神會是以知解為方便法門，而不認為神會是一位知解宗

                                                 
1  印順導師著，《中國禪宗史》頁一九二，台北：正聞出版社，1989 年 10 月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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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他認為神會是以達摩安心「理入」為法門，並以知解為方便來悟道。換

言之，由「有作慧、有作行」達到「無作慧」（無相般若），駁斥神會為知解

宗徒，頗有叡智之見。 

5. 印順導師糾正中國禪自慧能以後只劃分為青原行思與南嶽懷讓兩大派系

之說法： 慧能的南宗主張禪道不偏於坐，也不偏於靜，只要「於一切法

上無有執著，行住坐臥都是禪」。 神秀的北宗，著重看淨、看心、其真

訣在於淨、淨心，其方法是用巧說，不直接了當表達，不同於慧能的南宗

採取直說、直接了當表達的方法。 洪州宗，以馬祖道一為代表，主張「平

常心是道心」、「性在作用」，其中「性」是指佛法，但不主張枯坐。 石

頭宗，以石頭希遷為代表，主張「道無所不在」、「觸目會道」，並截斷對

方意識上之分別心。 淨眾宗，以智詵為代表，主張「無憶無念莫妄」為

禪法心要。 荷澤宗，以神會為代表，主張普說、不破說以及「言說當下

是戒定慧」。 保唐宗，重坐禪，介於荷澤宗與洪州宗兩種思想之間，如

從主張無住來說，較與神會思想接近，又從不重教典來說，而與洪州宗較

接近。 

6. 舉出達摩、慧可、道信、弘忍、慧能以及中國禪之特色：印順導師認為：（一）

達摩禪特色有四： 不著名相而意在超入（覺悟）。 強調苦行苦修，透過

苦修來培養忍辱精神，使自己精進，進而產生智慧。 真性是《楞伽經》的

如來藏。 安心。（二）慧可禪法特色有二： 心心念佛，戒禪合一。 楞

伽和般若合一。（三）道信禪法特色是「佛即是心，心外無別佛」。（四）弘

忍的禪法特色是念佛要淨心，改用「金剛經」教化眾生，以守本的真心來淨

心。（五）慧能禪的特色是：「勖勉人修行不只是在靜中而已，也要在動中，

強調禪要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中來實踐，不只在打坐時要靜定，同樣也要

在日常生活靜定，這叫做定慧不二的特色」。（六）中國禪的特色是在「見性

成佛，即心即佛」，除了主張主直表達的直說法外，也強調簡易明瞭、勞動

修行。 

本人對印順導師所著《中國禪宗史》一書評述如下：此書是闡述從印度禪蛻變到

中國禪（或稱為中華禪）的一本非常難能可貴的禪宗專書，其撰寫時間是自達摩（約

西元 500 年）禪傳到中國之後，迄到唐代會昌法難（西元 845 年），共有三百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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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禪宗思想史。他引證禪師的論著、碑文、傳記以及禪法的施教內容演變，合乎撰寫

史之標準。此書內容之博大，可見印順導師做學問功夫之深厚，確是難能可貴，令人

讚歎不已！ 

三、印順導師的人間淨土 

印順導師在其所著《我之宗教觀》一書上說：「宗教確不是迷信，也不是人類愚

昧的幻想，而是人類文明的根源，是人類知識發展以後所流出，可說是人類智慧的產

物。」2我們可觀察到每一個正確的宗教都有其理論根據。例如佛教有佛典（經、律、

論等大藏經），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聖經》、回教的《可蘭經》。因此，真正的宗教決

不是迷信，而是人類智慧高度昇華的結晶品。它有如一盞明燈，一把慧炬，照亮人類

的世界，分清善與惡，辨明光明與黑暗。它帶給人無盡的智慧與永恆的幸福，對於人

類的貢獻恩重如山，不可忽視之！ 

印順導師又說：「依佛法說，宗教真實內容，並不是神與人的關係。宗教是人類

自己，也就是人類在環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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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學講四諦及八正道去破除無明的妖魔，使人

心清欲寡，找到真正的自己——佛。何謂「佛」？佛就是覺行圓滿，在於求自己內心

清淨如明鏡，淨化自己，渡化眾生。 

何謂「人間佛教」？印順導師在其所著《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中提出下列看法

如下： 

（1）「其實我的思想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自序」就說得很明

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

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我不是復古的，也決不是創新的，

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4 

（2）「回想到普陀山閱藏時，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

切感、真實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經那樣，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

                                                 
2  印順導師著，《我之宗教觀》頁二，台北：正聞出版社，1972 年 1 月。 
3  同 2，頁五。 
4  印順導師著，《契理契機之人間佛教》頁一至二，台北：正聞出版社，1990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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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5 

（3）「我是為佛法而學，為佛法適應於現代而學的，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探索

其發展的脈絡，而了解不同時代佛法的多姿多態而作更純正的，更適應於現代的抉

擇。」6 

（4）「佛的教化是現實人間，自覺是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間佛教，而不應該

鬼化、神化的。佛法是解脫道，依聖道修行而實現解脫。……佛、法、僧三寶是樸質

而親切的。」7 

（5）「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以解脫生（老病）死為目標的。這是印度當時

的思想主流，但佛如實知緣起而大覺，不同於其他的神教。這是佛法的本源，正確、

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修學佛法的，是不應迷失這一不共世間的特質！」8 

（6）「說到大乘佛教的修行，主要是菩提願，大悲與般若（無所得為方便）。由

於眾生根性不一，學修菩薩行的，也有信願增上、悲增上、智增上的差異（經典也有

偏重的），但在修菩薩行的歷程中，這三者是必修而不可缺少的。如有悲而沒有菩提

願與空慧，那只是世間的慈善家而已。有空慧而沒有悲願，那是不成其為菩薩的。所

以大乘菩薩行，是依此三心而修，主要是六度、四攝。……菩薩大行的開展，一則是

佛弟子念佛的因行，而發心修學；一則是適應世間，悲念世間而發心。……菩薩行的

偉大，是能適應世間，利樂世間的。」9 

（7）「現在是青年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演化為社會中心，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

教。這不是說老人不能菩薩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適應少壯的佛教，必然

的重於利他。人菩薩行的大乘法，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10 

（8）「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我進而稱之為『人間佛教』）……『人間佛教』

是重於人菩薩行的。……人（人類也這樣）的前途，要自己來決定：前途的光明，要

從自己的正見（正確思想）、正語、正業、正命——正當的行為中得來；解脫也是這

樣，是如實修行所得到的，釋尊是老師（所以稱為「本師」）那樣，教導我門而已。

                                                 
5  同 4，頁三。 
6  同 5，頁三二。 
7  同 6，頁三三。 
8  同 7，頁三七。 
9  同 8，頁三九。 
10  同 9，頁五○至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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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 

（9）「我是繼承太虛大師的思想路線（非『鬼化』的人生佛教），而想進一步的

（非『天化』的）給以理論的證明。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探求契理契機的

法門；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

代，這是適應現代，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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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總上所述，所謂「人間佛教」是佛法適應於世間、化導世間的積極拯救人間脫離

苦海的悲智雙運之靈活彈性方便法門，實現人間淨土的喜樂世界。 

其實現之方法，即培養三心（1. 菩提心 2. 大悲心 3. 無我空）慧心。吾人修行

此三心，一切皆是大乘法，分述如下： 

（1）菩提心：菩提是一種無上正覺。我們發菩提心，即是表示發願向佛陀學習，

學習他救人淑世的大智大悲精神。如一個人發菩提心越大，則其信心就越堅定；其信

心越堅定，則其成佛的機會就近在眼前了。 

（2）大悲心：大悲心是利他救苦的慈愛心。成佛要從大悲心行中實踐之。 

（3）無我慧心：即體達性空的般若。自利利他本是人人所共有的德性。人的煩

惱是從自我執著出發的。唯有無我慧，才會徹明真理。無我慧是佛法特有的全善，作

為一切出世間（正見解脫）的根源。佛教所謂「慧」是一種絕對的般若智，而不是一

般所謂的相對性智慧（有漏智）。因此，吾人要由菩提心（戒）進至大悲心（定），在

進至無我（空）慧心，以證入於涅槃，了脫生死。《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佛法在

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12其意既深且鉅，令人深省不已！ 

學佛所要達到的境界是純淨人性，淨化人間，實現人間淨土的理想境地。而我們

如何實際地具體推動人間淨土呢？本人提出下列五點具體做法，以利菩薩道之永續發

展，分述如下： 

（1）舉辦國內外學術活動，以提升佛學普及化與學術化。 

（2）舉辦佛經導讀之讀書會，使其佛法通俗化與大眾化。 

（3）發行佛學刊物，使其趣味化與活用化。 
                                                 
11  同 10，頁六九。 
12  法海，《六祖大師法寶壇經》頁二二，敦煌本，台北：慧炬出版社，198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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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辦國小中高大學佛學冬夏生活營，使其生活化與趣味化。 

（5）利用媒體（雜誌、新聞報紙、電視、電腦、網路）的傳播，使其正確的瞭

解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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