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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般若學」視域中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李廣良

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教授

一、從程恭讓的觀點說起

程恭讓教授的大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不但系統地

呈現了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發展階段、精神特質、核心理念

及實踐指向，而且深入地探討了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之佛理基礎。

在程恭讓看來，星雲大師成功地開展「人間佛教」，主要在於「善

巧方便」及「般若智慧」，所以他強調星雲大師是「深具善巧方便

智的現代人間佛教導師」，「星雲大師在現代人間佛教諸行者中之

所以具有突出的地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之所以在現代人間

佛教的思想脈絡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們認為，根本的理由是：星

雲大師是第一個成功地運用其嫺熟的善巧方便智德，非常系統而深

刻地揭明人間佛教的教體、教用以及教相。從『體』、『相』、『用』

三個層面來施設和建構人間佛教的教理系統，人間佛教教法的思想

理論系統才得以落實、得以圓滿，得以成就。……在這個意義上，

星雲大師不僅是二十世紀下半期迄今以來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

宣導者，也是真正能夠圓成現代人間佛教教法思想理論系統建設的

一位導師，因而我們說他是現代人間佛教一位卓越的創立者」。

程恭讓的觀點有四大思想要義。第一，般若、方便二種德智不

即不離、不一不二、平等並舉、相輔相成，本位大乘思想之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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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基礎、理論基礎，也是現代人間佛教真正的智慧基礎、理論基

礎，於此二智若能不偏不倚，圓滿成就，則真理得以實證，解脫得

以實現，而救度眾生、弘揚佛法的功德，亦有成就的可能。

第二，漢傳佛教思想傳統強

調般若波羅蜜多一向不遺餘力，

而於善巧方便波羅蜜多之認識，

即常常有所未逮，有將其看輕，

甚至有將其看錯，鮮有能恰如其

分者。而星雲大師深具善巧方便

智，高度重視善巧方便智德，並

且能夠將般若智與善巧方便智予

以結合、融會，表現在他的日常

行儀中，表現在他充滿智慧和悲

心願力的著作中，表現在他的度

化實踐中。

第三，正是因為深具善巧方

便的智德，所以星雲大師不僅系統地建構了人間佛教的具體教相，

而且也深入地揭示和指明了人間佛教的教體（教之體、教之本質、

教之本體）及教用（教之用、教之功能、教之作用）。

   第四，作為深具般若、方便二種智德的現代人間佛教的導師，

星雲大師能夠在實踐層面推動落實人間佛教，成功地實現佛教的生

活化、社會化、大眾化、現代化，並進而把在世間得以圓滿應現的

人間佛教弘傳到五大洲，從而使得佛教在全球化、未來化的道路上，

大大地向前拓展了一步。

程恭讓的研究正確地指出了般若思想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北齊文殊般若經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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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性作用，開啟了人間佛教研究的新的理論空間。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程恭讓教授對「第七度」即「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的創造

性發展，1 既有助於中國佛教思想系統「缺乏對於善巧方便的理解與

重視」的弊端，且有助於為人間佛教思想建立堅實的佛理基礎。更

重要的是，程恭讓的「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符合星雲大師的人間佛

教思想，能夠很好地解釋星雲大師的佛教實踐，切合人間佛教現代

化、社會化、生活化的本質要求。

而當前人間佛教的發展正需要在兩個方向上發展，一是繼續以

更大的規模、更頑強的意志、更深邃的智慧深入人間社會的方方面

面，去化導世間，改造社會，二是為人間佛教提供系統的、堅實的

佛法論證和哲學論證，以更好地應對世間各種宗教和世俗意識型態

的衝擊，同時也應對其他佛教思想系統的衝擊。而程恭讓的「善巧

方便波羅蜜多」至少對後一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本文試

圖在此基礎上，基於般若學的理論，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進行一

些考察。

二、構建「新般若學」之設想

所謂般若學，一般均理解為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思

1. 程恭讓：「通過對《法華經》、《十地經》、《大寶積經》、《般若經》、《維
摩詰經》等諸系重要大乘經典的研究後確證：第七度即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的明
白揭示，是佛經思想史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善巧方便被
提升為波羅蜜多，與大乘佛教以救度眾生為職志的菩薩理想實現具有極其密切
的關係；般若與善巧方便兩個波羅蜜多平等並舉，各司其職，且又互為統攝，
相輔相成，是佛經思想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的重大關鍵，核心樞紐，這一理論
的建置不僅保證大乘救度眾生的崇高理想獲得實現的知識、工具，而且保證這
種救度的實踐一點都不會偏離轉染為淨、轉迷為悟的佛教修學之正確軌道。」
見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 年，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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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流派。此一思想流派源於《般若經》的翻譯。從漢末支婁迦讖譯

出《般若道行品經》開始，般若類經典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各種般

若經譯本不斷出現。在魏晉玄學影響下，對《般若經》義理之闡釋

蔚然成風，因而形成了中國之般若學派。中國般若學派的早期形態

為「六家七宗」，雖有開創之功，但終究屬「偏而不即」之思想。

及至姚秦時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經，譯出《小品般若》、《金剛般若》

及《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龍樹、提

婆之中觀派經典論著，把般若學之宣講推到高潮，終有僧肇《肇論》

圓融形態之般若學問世。晉宋以後，隨著涅槃佛性論之興起，般若

學才逐漸被取而代之。

此為一般中國佛教史或中國哲學史中的般若學。此種般若學僅

為中國魏晉時期一佛教學派，僅只有思想史和學術史之意義，故未

能充分彰顯《般若經》及般若思想之普遍奠基意義。由於般若思想

在佛教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義及在大乘佛教史上的基礎性意義，《般

若經》以及建基於《般若經》的般若學，曾經在佛教歷史上發揮過

巨大的作用，對大乘佛教各派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北朝各家師說興起以後，人們仍然會談般若，但獨立自足之

般若學似乎消失了，或者說消融在各派佛學之中，故而我們今天就

只在佛教史或哲學史中談論般若學。但是，任何現成的學術框架都

是可以打破的，我們完全可以跳出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的框架，

在佛教思想的永續傳承發展的意義上看待般若學。在這個意義上，

般若學絕不應成為歷史的「陳跡」，而應該鮮活在現實的佛教事業

中。這就需要有一種與歷史上的般若學既相聯繫又具有新內容和新

特質的新的般若學，我們稱之為「新般若學」。「新般若學」建構

之設想有三：

「新般若學」視域中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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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般若學」之文獻學

文獻學乃學術之基礎，亦為學術之重要內容。「新般若學」重

視般若學之文獻建設，力圖吸收近世佛教文獻學研究之最新成果和

先進方法，從而賦予般若學以堅實的學術基礎，因為學術理性亦乃

般若智慧之發用，不能如某些信眾之把般若智慧與學術理性堅固對

立起來。其主要內容包括：世界各種文字《般若經》之收集整理及

對照研究，尤其是梵、藏、漢文本之《般若經》研究，梵本《般若經》

之研究有特殊之重要性；歷史上之各種《般若經》註疏之整理，尤

其是梵、藏、漢文字之《般若經》註疏之整理；前人之般若學或以

《小品般若》為依據，或以《大品般若》為依據，或以《金剛般若》

為依據，「新般若學」將以《大般若經》為根本經典依據，故其首

要工作是對《大般若經》進行校勘註釋，此項工作意義重大，刻不

容緩。

（二）「新般若學」之義理學

義理學乃對諸法之普遍義理之探討，佛學中的義理學一般稱之

為「佛教哲學」，此處根據「佛法非宗教非哲學」之思想，暫且迴

避「佛教哲學」之說。「新般若學」試圖在歷代《般若經》詮釋之

基礎上，對《般若經》之義理進行深度詮釋，以構成一開放的、且

富有解釋力之佛學思想系統。其主要內容包括：緣起法之研究、空

性之研究、中道之研究、二諦之研究、般若與方便關係之研究。其

中，程恭讓所說般若智德與善巧方便之關係當為一重要內容，此一

關係單在《般若經》之義理系統中即可完善解決，不一定要借助於

《維摩詰經》與《法華經》等大乘經典。

十二世紀日本中尊寺《大般若經》局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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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般若學」之實踐學

實踐學乃是對佛教實踐活動之研究，或可稱為「佛法實踐論」。

佛教之實踐活動一是個體之修行實踐，此既包括在修行團體中的修

行，也包括個人之隱居獨修；二是佛弟子度化眾生之實踐活動，如

慈善救濟、說法教化、環境保護、政治參與等等，均須普遍地與眾

生發生關係。「新般若學」之實踐學既須闡明佛法實踐之原則，如

戒律之根本精神、佛法介入世間之限度等，亦須詳密規定佛法實踐

之形式要求，如叢林道場之規制、行住坐臥之威儀、法器服飾之尺

度、駐錫參訪之禮儀、布施化緣之限制、在家出家之條件等等。為

因應現代社會實踐內容及形式之拓展，傳統佛教中不合時宜之限制

理應有所變革，但變革原則及方法均須進行嚴密論證，此亦為實踐

學之內容也。

「新般若學」視域中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十二世紀日本中尊寺《大般若經》局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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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般若學」根本目的仍在通過般若智慧與方便法門的完美統

一，以妥善解決出世與入世、來世與現生的關係問題，亦即個人的

生死解脫與社會整體的發展問題。而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的人間

佛教的根本目的，亦是要克服中國傳統佛教偏重出世隱逸、入世功

能不足的問題，以及在現代條件下出世與入世的關係問題。

許多人指責「人間佛教」有悖於佛法的出世性，有迎合現實世間

並陷溺於世間汙濁之「世俗化」嫌疑。此乃大謬！人間佛教關注現實

人生，順應時代機宜，目的仍在引導眾生走向上一路，終極目標仍是

使所有眾生獲得自由解脫，成就佛果。人間佛教之精神正是《般若

經》和般若學之精神，至少可以說，「它的興起、它的思想，以及

這種思想對社會的作用，都與龍樹的大乘佛學有著極大的相似性」。

在現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建構之中，般若學起到了其應有的作用。

以印順法師為例，他的《人間佛教要略》可謂是人間佛教理論的綱

要。其中闡述人間佛教的三大理論原則：一是法與律的合一，二是

緣起與空的統一，三是自利與利他的合一。其中第二項「緣起與空

的統一」和第三項「自利與利他的合一」均是般若學的基本原則。

印順認為，緣起與空是統一的，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一切法

是緣起的，所以一切法是性空，無自性的。偏於性空，人們就會去

尋找一個實體，傾向於本體論、形而上學方面的探索，醉心於理性

的思惟或參證，而不重視法相，不重視佛法在人間應有的正行，這

是執理廢事。而有的人執著於緣起的事相，重視法相的差別，對於

萬法的平等空性不能相信，不能理解，這也不能與大乘佛法相應。

只有依據緣起性空不二，「二諦無礙」的中觀，才能與大乘佛法相

符。印順特別指出，緣起與空的統一，它的出發點是緣起，是緣起

的眾生，尤其是人本的立場。因為泛說一切緣起，就落於宇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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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離開以眾生為本的佛法；而泛說一切眾生，即不能把握「佛出

人間」、「即人成佛」的精義。

但是嚴格地說，人間佛教並沒有嚴格地依據般若學進行理論建

構，般若學只是支撐人間佛教思想的資源之一。與中國傳統的佛教

傳承不同，現代的諸位大師們似乎並沒有特別地依某部經或特定系

統的佛經構建理論之習慣，因而在人間佛教的論述中各個系統的佛

經都有，這雖然與人間佛教的普適性有關，但也說明了人間佛教在

理論上的不純粹性和不徹底性。「新般若學」力圖解決這一問題。

「般若為諸佛母」，這不僅意味著般若是一切諸佛之母，更意味著

一切佛法皆從般若流出，人間佛教作為現代的大乘佛法，根本上也

是從般若流出的。

四、星雲大師之般若思想

全面考察星雲大師及其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我們發現大師之

人間佛教完全合乎《般若經》之精神，合乎般若學及「新般若學」

之思想原則。對此之深入論證必須進行詳密的學術考察，尚非本文

所能，在此僅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星雲大師確為當代佛教之大聖者，為上求菩提、下化眾

生之「菩薩行」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大師的「慈悲」。胡

嘉華曾說：「大師！您是因為慈悲才到紅塵裡來的！」此言甚是。

大師「自幼就極富慈悲心，總是想盡方法補救那些不完美的人事」，

「割愛辭親，入寺出家以後，我奉師長如父母，視同窗為兄弟，恭

敬禮讓，為服其勞；我以教為命，以眾為我，犧牲奉獻，不為己求。

自覺在慈悲上有更深的體驗，這才感受到慈悲並不是一個定點，而

是情感的不斷昇華」，「其實我常常也忘了自己是誰，也許正因為

「新般若學」視域中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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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這般物我兩忘、自他一如的性格，我的心中無時無刻都充滿著

慈悲的歡喜」。2

他一生奔走天下，出生入死，摩頂放踵地弘法度生，正是基於

這種本真的「慈悲心」的發用。大師亦曾多次開示「慈悲」的精神：

慈悲不是用來衡量別人的尺度，而是自己身體力行的道德；

慈悲也不是用來沽名釣譽的工具手段，而是真愛的自然流

露。3

慈悲不應該有省籍的界線與地域的分別，而應該是一種不

以己悲，不以物喜，卻能以天下之憂為憂，以天下之樂為

樂的胸懷。4

佛法的布施，真理的指引，能夠淨化心靈，拯救法身慧命，

使人斷除煩惱，了生脫死，度化萬千種眾生，這才是最徹

底的慈悲啊！ 5

真正的慈悲也不一定是和顏悅色的讚美鼓勵，有的時候用

金剛之力來降魔伏惡，更是難行能行的大慈大悲。6

唯有慈悲，才能化干戈為玉帛，消怨懟於無形，才能廣結

善緣，成就事業。7

惜福是慈悲，結緣是慈悲，尊重是慈悲，包容是慈悲。8

2. 星雲大師：〈寧可什麼都沒有，但不能沒有慈悲〉，http://www.xuefo.net/nr/
article31/313821.html。

3. 星雲大師：〈慈悲〉，《星雲大師全集 90‧ 往事百語 3》，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7 年 5 月初版，頁 102。

4. 同註 3，頁 106。

5. 同註 3，頁 108-109。

6. 同註 3，頁 109。

7. 同註 3，頁 110。

8. 同註 3，頁 112。



113

慈悲不僅於己有利，慈悲更是家庭幸福的動力，是社會安

和樂利的基石，是國家繁榮進步的要素，是宇宙生生不息

的泉源。9

大師對慈悲的強調，

正合乎《般若經》之精神。

在《般若經》中，菩薩之

為菩薩，正是因為慈悲與

智慧兼備。「但大乘佛教

作為一種宗教，或菩薩之

所以能成為宗教的理想人

格，似應以慈悲為重。這

慈悲的要點，可以不捨棄

世間一意概括。」10 大師曾

引《般若經》對此開示說：

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雖然有無量的法門、教義，但是皆

以慈悲為根本，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菩薩道，更是慈悲精神

的實踐與完成。《般若經》說：菩薩因眾生而生大悲心，

因大悲心而長養菩提，因菩提而成就佛道。如果菩薩看到

眾生的憂苦，不激發慈悲心，進而上求下化，拔苦與樂，

是無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此慈悲心是菩薩行的必要條

件。11

9. 同註 3，頁 113。

10. 吳汝鈞：《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2015 年 3 月第 1 版，
頁 9。

11. 星雲大師：〈佛教的慈悲主義〉，http://fo.sina.com.cn/intro/lecture/2015-11-18.

「新般若學」視域中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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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亦曾講述「代受苦菩薩」的故事，此正合《大智度論》之

論述：

問曰：無有代受罪者，何以作是願？答曰：是菩薩弘大之心，

深愛眾生；若有代理，必代不疑。復次，菩薩見人間有天

祠，用人肉血五臟祀羅剎鬼，有人代者則聽。菩薩作是念：

「地獄中若當有如是代理，我必當代！」眾人聞菩薩大心

如是，則貴敬尊重之。所以者何？是菩薩深念眾生，逾於

慈母故。12

第二，大師一生都在行《般若經》之「六度」，且對「六度」

之精神有極其深刻理解。大師之「般若」，正是人間佛教的般若學；

大師之人間佛教，亦正是般若學之人間佛教。《佛光菜根譚》云：

學佛，就是向自己的煩惱魔軍作戰；念佛，就是對自己的

煩惱習氣革命。13

學習布施，是改造自己慳貪的性格；嚴持戒法，是改造自

己惡性的行為；修養忍耐，是改造自己瞋恚的惡習；發心

精進，是改造自己懈怠的因循；修學禪定，是改造自己散

亂的思想；開發智慧，是改造自己愚癡的認知。14

星雲大師在〈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中，論布施波羅蜜的

「自他受益」，論持戒波羅蜜的「縛脫關係」，論忍辱波羅蜜的「利

12. 《大智度論》卷 49，〈釋發趣品第 20〉，《大正藏》第 25 冊，409c19-
416a22。

13.  星雲大師：〈仁〉，《星雲大師全集 190‧ 佛光菜根譚 1》，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7 年 5 月初版，頁 301。

14. 同註 13，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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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之間」，論精進波羅蜜的「苦樂多少」，論禪定波羅蜜的「動靜

一如」，論般若波羅蜜的「內外圓成」，極其簡明地揭示了「六度」

的「義蘊」：

一、布施，是給人呢？是給己呢？看似給人，實際上是給

己。布施能度「慳貪」，是自己發財之道。二、持戒，是

束縛呢？是自由呢？看似束縛，實際上是自由。持戒能度

「毀犯」，是自己平安之道。三、忍辱，是吃虧呢？是便

宜呢？看似吃虧，實際上是便宜。忍辱能度「瞋恚」，是

自己做人之道。四、精進，是辛苦呢？是快樂呢？看似辛

苦，實際上是快樂。精進能度「懈怠」，是自己成功之道。

五、禪定，是呆板呢？是活潑呢？看似呆板，實際上是活

潑。禪定能度「散亂」，是自己安心之道。六、般若，是

外求呢？是內求呢？看似外求，實際上是內求。般若能度

「愚痴」，是自己明理之道。從上述六波羅蜜的義蘊看來，

菩薩道是為人的，實際上也是為自己。15

大師對前「五度」的闡述此處不論，且看大師對般若波羅蜜多

的闡發：

般若是六度的根本，能導萬行以入智海。六波羅蜜中，布

施、持戒、忍辱等前五者，即使一般的凡夫、外道也能奉

行；但是有了般若，布施才能「三輪體空」，持戒才能「止

作雙持」、忍辱才能「不忍而忍」、……。所謂「平常一

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有了般若才能圓滿「六波

15. 星雲大師：〈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 年，頁 38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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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才能轉世間法為出世法。16

大師引《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為證：「譬如盲人，雖有百千萬眾，

無有導者，不能進趣城邑聚落。五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亦如盲人

無導，不能修道至薩婆若。」大師又說：

般若是大乘佛法的精華和命脈。《大般若經》說：「大乘

不異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不異大乘。」有了般若

才能認識自性佛，三世諸佛都是因為證得無漏智慧而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印順法師說：「般若何用？般若可以證悟

般若。」《大智度論》也說：「諸佛及菩薩，能利益一切，

般若為之母，能出生養育。佛為眾生父，般若能生佛；是

則為一切，眾生之祖母。」17

般若不是應用性的知識。知識都是有限制的。而且「知識縱然

由知能識，但是『識』仍然是分別意識，還是世間迷悟的攪和，未

能到達最圓滿的境地；而般若悟性是聞一知十，所謂『一理通萬理

徹』」。18 知識有利有弊，有善有惡，有正有邪；而般若是純真、純淨、

純善。知識是向外的追求；般若是內自證的功夫。

般若對於人生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意義。大師說：

般若是透過「正見緣起，了悟諸法空性」所獲得的「內外

圓成」的智慧。人生若無般若為前導，則如盲人摸象，易

為苦樂所動搖；有了透徹宇宙真相的般若，就能轉醜陋為

16.  星雲大師：〈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 年，頁 414-415。。

17. 同註 16，頁 415。

18. 同註 16，頁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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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轉黑暗為光明。所以，能以般若來處世，以般若來

生活，人生自然美妙無比。19

尤其，般若有知苦滅苦，觀空自在的功用，沒有般若的人

生，欠缺正見，易為外境煩惱所轉，而在起惑、造業、受

苦中輪迴不已。有了般若，便可開發自性之光，證悟自己

真實的生命，從生死的此岸安渡到解脫的彼岸，此即「般

若波羅蜜」。20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說：般若波羅蜜能與光明、除諸闇

冥、無所染汙、多所利益、多所安隱、能與盲者眼、能令

邪行者入正道；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母，能為孤窮者作救

護、能滅生死、能示一切法性。21  

用般若處世可達人間之圓滿自在。1997 年 10 月 29 日，大師在

香港紅磡體育館開示「圓滿與自在」義時，講到「從處世的般若到

人間的圓滿自在」，由此可見大師對般若證悟之深。他說：

常聽人慨歎「在這個世間上，做事難，做人更難」。其實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般若慧心，待人接物不夠圓融所致。什

麼是般若呢？明理隨緣是般若，靈巧通達是般若，轉識成

智是般若，證悟真如是般若。有了般若，我們就能認識到

眾生本是一體，從而發心立願，利己利人，達己達人，培

養圓滿自在的因緣；有了般若，我們就能認清森羅萬象皆

為空性，從而安住身心，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得到圓滿

19.  同註 16，頁 417。

20.  同註 16，頁 417。

21.  星雲大師：〈圓滿與自在〉，《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
2008 年，頁 68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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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妙用；有了般若，我們就能夠遠離顛倒夢想，捨去

妄念分別，從煩惱無明中跳脫出來，走向圓滿自在的光明

大道；有了般若，我們就能夠泯除人我對待，統一差別矛

盾，從人我是非中超越出來，開創圓滿自在的燦爛人生。

所以，般若不必外覓，因為般若就是從我們真如自性中流

露出來的智慧方便；般若也不必遠求，因為般若就在我們

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當中體證。在《金剛經》開頭的經文

裡，我們可以看到佛陀在語默動靜之中，時時刻刻都散發

出無限的般若風光，像著衣持缽即手中放般若光，托缽乞

食即身上放般若光，洗淨雙足即腳上放般若光，敷座而坐

即通身放般若光，弘法利生即口中放般若光。其他如雲門

的「胡餅」、趙州的「吃茶」、大珠的「飢來吃飯困來眠」，

龍牙的「掃地煎茶及針罷，更無餘事可留心」等等無一不

是般若放光的妙用。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自己心中無價的寶

藏，將般若運用在做人處事上面，讓世間的一切都能達到

圓滿自在的境地。

第三，大師之人間佛教是「以智慧為母」、「以方便為父」、「以

多聞為覺音」。「以方便為父」是從《般若經》到《維摩詰經》到《法

華經》的根本思想，而此思想正是由《般若經》奠基的。《道行般若》

從 1998 年起，星雲大師於紅磡香港體育館佛學講座連續 20 年，每次都有超過 2
萬人湧進體育館聞法。（佛光山宗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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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對此有充分的論述，經中把不樂不學「漚惒拘舍羅」列為魔鬼

破壞修習般若的重要表現：「有佛深法，魔從次行亂之，令菩薩摩

訶薩不復樂欲得漚惒拘舍羅，便不可意問般若波羅蜜。」

佛言：「我廣說菩薩摩訶薩事，其欲學漚惒拘舍羅者，當從般

若波羅蜜索之，其不可般若波羅蜜便棄捨去，為反於聲聞道中索漚

惒拘舍羅。」

《譬喻品》中說：「菩薩有信樂，有定行，有精進，欲逮阿耨

多羅三耶三菩，不得學深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終不能至佛，當

中道休，墮阿羅漢、辟支佛道中。何以故？不得學深般若波羅蜜漚

惒拘舍羅故。」「得深般若波羅蜜，學漚惒拘舍羅，是菩薩終不中

道懈墮，能究竟於是中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因此，儘管有虔誠的信仰，並進行各種修習，但是，沒有

般若的方便善巧，是不能達到目的的，反而會有墮入小乘的危險。

這樣，是否具備般若方便，也就成了大乘區別於小乘的一個標誌

了。」22 星雲大師「以方便為父」與此「漚惒拘舍羅」一脈相承，

他所設計的人間佛教的藍圖正是基於此種精神而深入世間的。程恭

讓對此有詳細的展開，故此處從略。

慈悲、般若、方便是《般若經》之根本理念，亦正是「新般若學」

之根本理念，亦屬於人間佛教之三大支柱。我們雖然以人間佛教為

現代性的佛教，但人間佛教在根本上仍然屬於大乘佛教之現代展開，

屬於般若學之現代實現。我之所以欲在般若學之視域中觀照人間佛

教，正因此也。亦因此之故，「新般若學」當可謂人間佛教提供根

本性之佛理支持。但此非本文所能完成，且留待另文討論。

22. 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 1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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