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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学入门说到教史教法   

                           在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讲 

    主席！各位学友！你们要我讲「佛学入门」，我先要问一问：佛法有 八万四千法门，你们想要从那一门

入？要我讲那一门？再问一问：你们有 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佛学入门书。由浅至深，由入门而登堂入室的？

如果 没有，那我只好回答你们：你们手中那本「佛学入门」，不就是讲佛学入 门的事吗？如果不是，为什 

要安一个名字叫做「学佛入门」呢？ 

    再问：佛法精深博大，浩瀚无涯，到底有没有一个门可以进入？答案 是：佛法可以从有门而入，亦可以

从无门而入。 

    一、是有门而入，即从听讲研读经典得个入处。多读佛学概论、佛学纲 要，佛法大意等佛教基本的经

书，道理通了，便会入门，乃至登堂入室。 举一个例子，如中国研究佛学的蒋维乔氏，自说研究佛学有三点

经验：第 一是佛学名词难解，每个名词多含特别意义，不像普通书本名词，可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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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索解。真是「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初学往往见难而退缩。第二 是经典文章深奥，也和普通书不大

相同，因佛经都从印度翻译过来，文词 艰涩，文法倒装，自然难以流畅；尤其是六朝唐宋以前的文体，今人

读之 ，颇难明了。第三是义理幽玄，佛学比任何哲学宗教为精湛，初学即便通 晓，谈何容易！他说自己学

佛三十多年，自开始见过佛书就读，不论它是 什 经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不懂再读，似懂非懂，暂且置

之。过了多少 时日又拿来再读，三读四读，不肯罢休，终难完全明了。这样徘徊门外十 年多，就改变方

式，遇到善知识，就执经问难，或请他口讲，渐得门径。 以後凡遇法师讲筵，总去静听，归来研究。又是十

多年，才对大小性相各 宗，得个相当的认识。故学佛读经，不想多走迂回曲折的冤枉路，初入门 的应由师

友讲解指点，这就是从有门而入的。 

    二、是无门而入，乃由自己参究体悟得个入处。如禅宗有「无门宗」之 称，这无门是佛心的别名，即佛

法唯从心起，不从外得。楞伽经说：「一 切诸度门，佛心为第一」。又云：「佛语心为宗，无门是法门」。

宋慧开 禅师，字无门，批评禅?宗古今公案四十八则，题曰「禅宗无门关」?这是 以禅宗代表佛法，佛法是

以无门为法门。所以他举出的公案，首以赵州禅  
 

41 

师参一个「无」字而悟道。并说：「祖师之问，只一无字」。 

    无门的法门幽深微妙，但初学还是要脚踏实地，从有门学起，才是比 较实际，不落空洞。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11.htm?rr=1470&db=zhumo�


一、建立基本的信念 

 

    缨珞戒经说：「初入佛海，以信为基；住在佛家，以戒为本」。所信的对象，就是三宝，以三宝为构成

佛教的要素：佛陀为教主，佛法为教义，佛僧为干部。如国家的成立，必有国主、国法、国民。或佛如医

师，法如医药，僧如护士。三者合力，才能救护病人。我们是患了无明的重病的人，唯由法药才可以起死回

生。故入佛门，必先对三宝建立基本的信念，且此信念须要正确。因佛教重知解，重行证，尤重见地。楞严

经云：「因地不真，果招纡曲」。禅家说：「只问见地，不问行地」。 

    （一）正观佛：佛为觉者，三觉具，万德圆，亲证无上菩提，超过三界一切天神地只??以他们尚在六道

轮回的樊笼，与解脱自在的佛陀距离甚远，不能混为一谈。信佛的人如果神佛不分，观念含糊，那就是信仰

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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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真。  

    （二）正观法：佛教有证法与教法两种。证法是由修戒慧内自所证的宇宙 人生的真理，不可思议，言说

不及，文字亦难形容。教法，有三藏十二部 经，皆为度人方便而施设。包括教法、理法、行法、果法的四种

差别。由 正知见，修正定慧，才成超世清净的佛法，不可与世间一切由邪知邪见而 起的巫术邪言所可比拟

的。 

    （三）正观僧：僧义为众，中国解字以三人为众，佛律亦有以三人以上 方成僧众；或四众，四众弟子以

僧众比丘为首，以六和为僧团共同遵守的 原则，有理和、事和。理和，则见和同解；事和则身和同住，口和

无静， 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事理和，内外清净，依律制僧，为世规 模，生活整洁而庄严，非

普通神教一般神秘神奇而怪诞的社会团体可以同 日而语   

 
二、佛教历史的认识   

世界上不论什 宗教或学术，它的成立必有来源和发展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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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加以研究，就会数典忘祖；所以我们学佛，对佛教的历史，必须加以 注意和认识。 

    佛教产生於印度，地处热带，物产丰富，人民不事劳作，爱好冥想。 宗教哲学特别发达，而历史反不重

视，因此初期佛教的历史，有许多难以 考证。如早五十年前我在厦门闽院读书时代，中国相传的佛历已是二

九九 五年，到现在南传佛历还只二五三四年，年代相差得离谱，使人难以相 信。  

    现在我们要研究佛史，应该先读「佛传」（上海佛局版本），对於佛 陀一生的生灭年代，八相示现、种

族身世、社会背景、出家动机、成道说 教等情形，须有明确的认识，才会生起入佛的信仰。又对佛典四次的

结集 的历史，亦应有一个概念的理解： 

    第一次结集：约在西纪前四八六年阿 世王时代，五百比丘在王舍城 附近的七叶窟，由大迦叶发起，阿

难主持诵经，优波离诵律。原因是经典 传诵有错，如「人生生百岁，不见水中鹤」等等。故发起编集，重新

加以订 正。  

    第二次结集：是在佛灭一百多年，在昆舍离城和跋耆城七百僧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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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蓄金钱戒」的问题，在戒律上闹意见，要重新结集律典。结果长老派 的耶舍上座获得胜利，年少大众

派，思想比较前进，遂分裂成上座和大众 的两个部派。 

    第三次结集：在佛灭二百年左右，阿育王时代，有许多外道混入僧中 ，阳奉阴违，渗入外教，破坏僧

团，意见不和，弄到传戒说戒的仪式停止 七年之久。嗣阿育王知此事，大不以为然，乃召集六万比丘，以目

犍连子 帝须为上座，选择一千高僧，重新整理和编集。经九个月完成，内容有经 藏、律藏，并有论藏，已

比前此为完备。 

    第四次结集：在佛灭四百多年，当西历二世纪时，迦腻色迦王每日奉 请一僧入宫说法，同是一经，各僧

所说的不同，颇有出入，乃向高僧胁尊者问孰 是？孰非？答以佛灭多时，各执宗派，难定是非，王喜何宗，

不妨乘机依 照自宗结集。乃得世友上座与五百高僧，作第四次的结经工作。  

    近代佛教学者，有把印度初期佛教分成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 教三个时期。「根本佛教」是指佛

在世说法四十九年或四十五年的教法， 是一代时教的根源。从佛灭後，上座大众两部分裂，乃至分裂到二十

部， 名「部派佛教」。在根本佛教与部派佛教之间那一段时期，叫做「原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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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那时佛说法後，还没有部派对立，是一味平等的佛教。对於佛典的 研究，这原始佛教是非常重要的。

原始佛教圣典，约分两部：一、是经典， 以四阿含加杂藏，称为五部；二、是律典，原始的律典还未完具，

只有戒律 的重要部分，如「波罗提木叉」，多半是在传诵中，还未成为文句的定型 。因此，不从原始时代

所集成的圣典中去探求，根本佛教的意义，是无从 了解；同时研究原始佛教，不但可以探求得根本佛教的教

义，也可以理解 部派佛教的分歧线索。  

    近代太虚大师，对印度佛教史的观察，分成三个时期： 

    （一）小乘弘盛大乘隐晦时期：大约在佛灭度第一百年到第六百年之间， 为印度佛教史的初期佛教，传

持佛教的正统人物，以阿难、迦叶、优婆离为 中坚份子。这是声闻乘的三乘共法，虽以小乘法为主要，而大

乘法亦不是 完全没有，只因小乘佛法特别兴盛，大乘佛法就隐而不显，（南传佛教有不 承认大乘佛教是佛

说，原因在此）。此为印度佛教史上第一个弘盛小乘佛 法的时期。  

    （二）大乘弘盛小乘隐晦时期：约在佛灭後第六百年到一千年之间，为印 度佛教第二时期，是大乘佛教

兴起的时期。因在第一时期末叶，小乘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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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分歧以至决裂，使整个佛教的威信堕地，乃有马呜大士应运而生，撰 作「佛本行赞」等书，竭力提倡大

乘佛教；後有龙树大师相继兴起，乃至 提婆、无著、世亲等接踵而出，共同阐扬大乘教义，遂使隐没不彰的

大乘 佛法，放射万丈光芒，把小乘佛教掩盖无闻了；但亦非完全没有小乘，只 是成为大乘的附庸而已。因

在龙树时代以大破小，至无著时代便由大乘提 携小乘，这是大乘全盛的时期。 

    （三）密乘弘盛显教隐晦时期：此从佛灭一千二百年後的时代，当时大乘 教理，已成精深而严密，民间

转而倾向实践的修持，乃有龙智大士出而弘 扬陀罗尼密法，密宗因此弘盛。其余大小乘教法都依附其中流

行，而小乘 几乎湮没。这时佛法普遍流行，偏於密咒的传持，滥同民间的习俗，遂令 偏重咒术祭祀的婆罗

门教再起而後兴，佛教反而渐趋衰微，以致於绝响。 这是印度第三期的密乘佛教，因方便随俗流行，此後期

的大乘密宗，混俗 错讹，流弊所及，结果使印度佛教拉杂不纯，由散漫衰败而趋於灭亡了。 

    佛教流行於现在的世界上，还有三大系统：第一系是以锡兰佛教为中 心，由锡兰而流传缅暹以及马来半

岛一带。第二系是以中国佛教为中心， 由中国而流传於高丽、日本、安南一带。第三系是以西藏佛教为中

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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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传蒙古与西北、东北、尼泊尔等处。这三系现存的佛教与印度三时 期的佛教，是有密切的关系。锡兰

今日所传的佛教，就是印度第一期的小 乘教，在阿有王时代开始传入，保持佛世僧众团体的律仪。中国今日

所流行 的佛法。就是印度第二时期大乘性相的佛教，但初期的小乘经典，中国亦 有具备，不如锡兰之完

整。印度第三期的大乘密宗，在唐贞元後亦有传来 。但未具备，故从多分说，中国的佛教，是以印度第二期

的大乘佛教为主 流的。 

    至於中国的佛教史，当以两晋六朝及隋唐时代八宗竞彩，百家齐呜 为最兴时代，此读虚大师「中国佛教

各宗派源流」，黄忏华的「佛教各宗 大意」，蒋维乔的「佛学纲要」，以及吕徵的「印度佛教史」，对中印

佛 史乘，可以获得一个明朗的概念。  
 

三、佛教教理的采究 

 

    研究佛学的主眼，是在教理，教理明白，才能依解起行，依行证果。达到学佛转迷为悟、离苦得乐的目

的。前面说的学佛要正信三宝，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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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历史，以具备佛教一般的常识，都是为研究教理，在作准备。由於 钻坚研微，明白教理，才能深入佛

法的堂奥。 

    佛教根本的教理，是在小乘的四谛、十二因缘，发展到大乘的六度万 行。而佛经共同的原理，是在於五

蕴、十二处、十八界的三科法。把三科 法认识明白，就会摸到佛法的门径。进而再推广研究其他大乘的经

论，及 各宗的专书，对全部佛法就不难获得系统的认识。 

    若就法相唯识宗来说，解深密经，就等於此宗一部佛法概论。读之可 以了解法相唯识的概要。法相宗还

有两部入门的书，一部是「大乘广五蕴论」 ，一部是「百法明门论」。「广五蕴论」，是印度世亲菩萨造

的，後来安慧菩萨替 它添些注解，推广其义，所以叫做「广五蕴论」。五蕴论先讲色蕴，就是 属於物质的

有色相的万有诸法；受想行识四蕴，属於无形精神界的心法。 这论由色法讲到心法，即是由法相讲到法性。

蒋维乔曾为它再作一本注解 ，叫做「大乘广五蕴论注」。  

   「百法明门论」，也是世亲论师著的，内容是采用问答体裁。讲一百种法， 两种无我，六种无为；其中

有九十四种，是生灭的有为法，也包括了世间 一切诸法；六种无为法，是讲超世间的佛法，不生灭法。它以

心法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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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皆由心生，故由心法讲到色法，即是由法性讲到法相。一切法相， 不出五蕴，都是生灭无常，由心法

虚妄幻现出来，就知五蕴报体是缘生不 实，悟入了「人无我」；更进一步了知五蕴法的本身亦都是缘起性空

的， 於是就悟入「法无我」。悟入人法无我，离系自在，就可得到最高的解脱 果证。 

    太虚大师对研究全部教法，又有新的看法，他说古来对分判所诠的佛 理分大小、半满、顿渐、权实等不

同，而能诠的教法，向来分为经律论三 藏，但亦有非三藏所摄尽的，就加一「杂藏」为四藏：若再加「禁咒

藏」 ，则为五藏。其实禁咒藏是印度第三期密咒持别发达而分编，从全部佛法 观察，实无别编此藏之必

要。如中国禅宗全盛时期，祖师语录特别发达， 亦无另编语录为一藏，故研究佛法，应以经律论杂四藏，就

够准则了。  
 

四、以三法贯摄四藏 

 

    又在教义上，他认为古来的分判，亦有欠平允、妥当、周到之处，全部佛法应分五乘共法、三乘共法、

大乘不共法，以三法来摄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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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乘共法??佛陀是一个发大心、修大行、得大果、亲证宇宙诸法 的真相者，所有五乘、三乘、大乘

三法，都从他的自证法界中流露出来， 皆有不可思议的深意存在，非常人所能测度。如佛说五乘中的人天乘

法， 依一般人的看法，总认为是世间教法，其实何尝是如此。如佛在鹿苑以前 说提渭经，虽被判为人天乘

法，而其经中亦有说及「发阿褥菩提」者，则 虽被判为人天乘法，实亦通於三乘或无上大乘法；况依悟解增

胜，工夫展 转增上，都可汇入大乘法海。故佛说人天法，不能固定其是世间教法，应 可称为「五乘共

法」。那 ，对佛陀流传下来的全部佛法，第一部份应可 编入「五乘共法」，为学者下手研究的第一个步

骤。 

    二、三乘共法??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在超越三界的苦集而得出世 的道灭二谛上，说名「三乘共

法」。所谓共者，因三乘虽有区别，而断三 界见思烦恼，出分段生死，以证无生阿罗汉皆同；如佛十号中有

「多陀阿 迦陀阿罗诃」，亦即阿罗汉。故凡了脱三界生死诸苦而达出世无生果位者 ，皆可名为「三乘共

法」，不能说他唯是小乘，何况声闻、缘觉，皆是可 进入大乘的。故对全部佛法第二部分，应判为「三乘共

法」。 

    三、大乘不共法??法为佛菩萨不共凡小的大乘妙法，亦为一切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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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共归趣。此不共法可分「大乘性相」和「大乘行果」二种。大乘性相 ，如般若经等多明大乘诸法的法

性：如楞伽、深密等经，多明大乘诸法的 法相。但这所明的大乘性相，颇不同五乘共法和三乘共法中所明的

教法， 因为大乘所明的性相，是佛陀所自证的境界，非声缘所知，菩萨亦未全知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故

独名「大乘不共法」。 

    大乘行果，是说明大乘不共法的行果，如华严所明重重菩萨行位，多 是大乘所修的行门；又如涅盘、真

言、净土等所显的，都是明大乘果的体 用。此等行果，皆非声缘所知一二，故独名「大乘不共法」。所以全

部教 法第三部分，皆可编为大乘不共法。 

    这样观察全部教法，把可别为经律论的归纳三藏中，其不可区别的则 归纳於杂藏中。每藏又依教义作适

当的分配，把若干部分编归於第一「五 乘共法」中，若干部分编归於第二「三乘共法」中，若干部分编入第

三「 大乘不共法」中。这样，以此三法贯摄四藏，亦以四藏来配搭三法，那是 极其适当周到，亦极适合於

学佛入门，阅读大藏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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