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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 立场 理解 佛教 
 

 释继尊法师■本期特约 
  一、前言  

为 道与为学是佛教中的问题之一，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认为学术可以

帮助佛法上的修习；有的则视为只是白费功夫，有碍修行的实际进

展。事实上，佛教从开始就重视 知识，更重视知行之间的关系，而对

于寡知的修道者是有严厉的谴责。因为佛教认为多闻可产生智慧，但

也可能产生修学者的傲慢。中国佛教对于还在修学中的佛 子，持有两

种态度：一种是遵循大乘佛典的指示，力求智慧与多闻之间的平衡，

如华严经入法界品中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种为反智人士敌视多

闻。或得闻部份自 己受益之佛法，而仅是执持个人所学的一面倒。从

这二者中，我们必须知道，为达解脱成佛的目标，修学者的态度是不

被允许坠入"狂学"的倾向。 

佛教的信仰是应该坚强的，不可随便的因他人而轻易放弃或动摇自己

的修学方针，这是佛弟子应有的最基本态度理念。倘若我们只是以形

式的信仰为满足，自称所信 仰的为"佛说"，或称为"原始佛教"，这种

角度性糊涂的评论信仰与抹煞，无形中易使大众走上矛盾的歧途。所

以修学路程走得越远，心思越是稳重踏实，给予大 众带来的是圆融无

碍的智慧行持；反之尚于初学过程之修者还在问题探讨中，会给大众

带来多重的疑问。故学佛者应以成佛为目标，勿因文章的探讨而放弃

了自己原 有的学佛理念。 

二、探讨问题  

佛法是经过如来从语言与身行中表现出来的。是故成为世谛之流布。

世谛流布的，是显现于世间的佛法，所以就不能违反世谛流布的一般

性。从此可知，研讨佛法也 需要从佛法流行于世间的情况中，来理解

与论定。因此，年资尚轻的我们何来论定汉传典籍"是佛法，非佛法

"，或"说是，与不是"要大众取拾，修学不足的我们 到底以何为标准?
所以我们应该多学习高僧大德们的威德，不好落于权威。佛典中强

调，修学者有四种，一是有德无威，二是有威无德，三是无威无德， 
四是有威有德，而权威应指的是有势力权力之威，不是佛法所强调

的。过去的大师，如智者大师，莲池大师等都是因为个人的修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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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招威德摄受大众乃至朝庭 的，是故后学们不应将威德误以为权威，

二者相距大矣! 

(1) 略释方广 

释尊四十余年的教化， 因材施教，其教法之内容，在中期归结为九分

教，在晚期归结为十二分教。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中，含有"方广"这一

分教，此为南北传说以及各部派的记载上所共 许。 "方广"就是大乘经

典。由于王舍城结集限于以蕴处、缘起等相应的"事契经"为结集的内

容，所以未"方广"这些大乘经典结集入内。因而，方广经是在会外下 
传。而会内此时只传着声闻的事契经(四阿含)及律藏。 

释尊第一、二代的弟子，对大乘方广经不会排 斥，因为大都曾听闻佛

陀说过，是故佛灭百年内，并没有大乘是否佛说的疑问。释尊入灭后

一百年的毗舍离结集，将未曾集入四阿含的佛经开始收集，并集出"
杂 藏"(小部)。结果，会外各部也各收集，并发现有庞大的方广经典的

存在。有的部派接受，有的部派排斥。因此佛灭一三七年起，开始有

大乘的法诤。接受大乘 者，以"五事"来批评声闻罗汉之末到究竟；排

斥大乘者，则以倡导"大乘非佛说"。在大乘教法的冲击下，以及各部

派对义理诠释之不同，终于有四圣部(圣上座 部、圣犊子部、圣说有

部、圣大众部 )、十八部派的形成。最初，大乘经典在 小乘部派之外

下传着，法诤之后，接受大乘教法的就有圣大众部的各部派，圣上座

部的法藏部、雪山部以及部分的圣犊子部。由于方广大乘经典包含有

密咒的思想， 因而这些部派也都接受"明咒藏"。 

佛灭四五百年后，大乘的突然兴起与 展开，是由于有大乘行者所推

动，即有五 百修行菩萨道的大乘行者，传出大乘教法 。西方的罗叉

湿婆王(相马王)兴建五百 伽蓝，迎请这五百位说法传法者传法并大 量
抄写大乘经典， 因而促成了大乘的全面 兴起。过了二三代，便是龙

树、提婆的时 代，经由造论，将大乘中观思想阐扬出来 ，大乘教法

终于遍及全印。 

由此可知，声闻与大乘方广教法， 同样是源自佛说或佛所印可。王舍

城结集，只是以声闻教法的"事契经"为内容，将有关蕴、处、缘起等

事，集成相应、中、长、增一等四部阿含，大乘的方广经典 则不结集

在内。释尊第一、二代的弟子对方广经典的存在并无疑问。下传数

代，到了毗舍离结集将"杂藏"集出后，释尊第四、五代的会内弟子开

始接触到方广经典 而起不同的看法，并对声闻教理起诤，形成部派的

分立。在华氏城结集中，帝须结集声闻为主的律藏、经藏及论藏，经

由摩哂陀南传师子国而保留优波离系的三藏。 许多接受大乘的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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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属阿难系的传承，将方广经典置于"杂藏"或另成"菩萨藏"而不与

原先的四阿含混杂。到了后来五百大乘行者出世，以及龙树、提婆弘 
扬大乘中观思想，终于导致大乘佛法在印度的全面兴起。由释尊起至

大乘的开展，我们看到了延绵不断的一个缘起的过程。 

(2) 略释教相判释 

佛 教产生于印度，但兴盛在中国。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

地，经历了中国文化的过程。佛教在中土的流传发展，是印度佛教在

中土生根、开花而结出的果实。 千百年来对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离不开一个个具体

的实际弘化工作，和思想体证的祖师大德。 

在 佛教初传之时，佛教依附于当时社会盛行的神仙方术迷信，而得到

了生存与发展。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译出和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的

义理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和接 受。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大量

译出的同时，中国僧人纷纷倾心于对佛教义里的探求，经论的讲习之

风日盛，并由于讲习经论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翻阅佛教大藏

经的史传部，每位高僧大德行事的纪述，行为高尚法海渊博，后学佛

子所了悟之法义，无一不是受惠于祖师们的佛法传授。这是我们今日

学者风范的晚 辈所不能及的，而且也无法以现代的情境，来对过去的

人物产生否定。须知，在每个时代背景都有它不一样的因缘背景，而

祖师们在法义上所作之讲词，皆于最圆融 之法义奉献于社会。 因此

只要能掌握中国佛教史，对中国佛教何来评议?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

发展的极盛时期，周为经典传进中国类别多而繁杂，所翻译诸经论，

非依其成立次第传译， 或同时传译不同时代的经典，甚或教理内容相

互矛盾之经典，以致初学者不容易理解其中奥义，而无法入门。故诸

具有创见之大德，为明示其所信奉教义之立场，以 及指导初学者，因

此将诸经论之繁杂教说，加以组织系统化，并判定其价值与解说其教

相。此乃中国佛教在教相判释方面特别兴盛之因。 

所 谓的判教即是判别解说佛陀一生所说教法之相状差别。亦是依教说

之形式、方法、顺序、内容、意义，而分类教说体系，以明佛陀之真

义。佛教经典为释尊一代所说 之教为数甚多，且说教时出现时、地与

因缘各异，这是应对象根机宜说义理而互有出入。因此欲知经典含

意、因缘、次第，非赖整理经教及判定价值，是无法明了佛 陀之真实

意，于是故而产生教相判释。如：天台智者大师的五时八教，乃将佛

陀的一代说法分为五个阶段，而将诸经配合安置于其间。至于将《华

严经》配置于最 初，是因为《般若经》确立空的根本原理；而若将其

后的《法华经》与《华严经》相比较，即《法华经》属综合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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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真理积极表现，而《华严经》是属于纯 粹形态的"空"真理表现，

因此才将《华严经》为最初，亦是以此经为释迦牟尼佛证悟之当下的

纯粹状态表现，故依据《涅盘经》的五味喻，天台将最初乳味配置于 
华严。如举牛乳为喻，即如由母牛直出的乳汁似的原味。是故何来判

教上的否定呢?然而有些人对教判上之误乃在时间前后上的论议，这

或许有待于对中印思想教史 上的深入探讨始能理解，教相判释是从佛

陀的思想内容之判断而建立的。然而以华严为最初之事，；在天台智

者大师以前，就有南山北七十种判释，将华严判为最 初。 

在隋唐佛教各个宗派中，最富有宗教色彩，并对尔后中国佛教思想的

发展及深刻影响的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华 严经》是一部阐述释尊"自内证"的经典。华严教海义涵三藏，乃

穷尽十二分教。因此行者读诵《华严经》应具备有依"文字相"起"观行

"作用，以达到实相境界 之能力。在教化方面，《华严经》是以菩萨

来襄辅毗卢遮那佛的教化；同时亦以善财童子之参学故事比喻，来表

示解行并重之大乘学要旨。所以华严经所指的向南 行，是指善财童子

参访善士行趣方向，并非说佛陀到达印度南方；而对于大乘经典提起

舍利弗的是《维摩诘经》，其中记载有诃责小乘为焦芽败种之说，是

故此非为 华严之说法。 

(3) 略释禅修 

禅 宗是中国众多佛教宗派中的最有生命力的一支。直到今日，禅宗仍

是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禅宗思想虽已传播于世界性，但它的源头在

中国。印顺法师《中国禅宗 史》一书，则是关于禅宗研究及其思想较

为系统性研究的重要著作，虽然只写到慧能及其弟子时代，但因论述

比较客观，引证资料丰富而深受中、日学者欢迎。无论 如何中国、日

本、韩国、东南亚、印度的禅学内容，因各个受到社会环境、政治历

史条件，和各自传统佛教思想为背景的结合，所以是不能并论的。更

何况佛度五比 丘和迦叶对佛之会意，哪能并论? 

佛陀时代的印度，有众多的沙门团，为达离苦月的而采用了各种方式

修 行。佛陀成道后，五比丘尚于外道行持中，故佛为之说四谛法门传

授法义：五比丘得以理解体悟，而成为佛陀子弟。然而释尊拈花微笑

之事，是在僧团成立以后，比 丘在修学道业中的体悟与领会，故不可

混为一谈。释尊的说法，大众只把释尊体悟到的理则，应个人的根机

范围内明了而已。所以释尊拈花之事，是不落言语的真实 义。会上得

以领会此不落言语之义的，仅有迦叶一人。因为迦叶已追随修道多

时，从头陀行直到修证圆熟，这是关系于他行持之具备资粮，故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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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佛陀之用意，所 以世尊将传续大法的使命和责任交付给他，佛陀拈

花微笑，并非克意掀起单传风气。以后禅学传进中国，因时代背景因

素，如梁武帝等人重视培福，无法与达摩禅学 相应，以求法者只有慧

可一人，此亦非克意单传，而是能体悟想要修学禅法之人为数量少。

然而为数寥少禅修者，能够得以法髓者为数更少。又如慧能时期，各

寺院 富丽堂皇，是士大夫进出之焦点，出家众能在寺院任一重职，是

教界内竞争的风气，是故五祖得知慧能深得禅意，故希望慧能将禅法

延续不断，又恐其修学年资尚轻 易遭嫉嫌，因此于夜深时传之衣钵。

可见禅宗法脉之传承，单传不在克意，而是在于将禅修体系之延续，

托付于群修中之其中能会意及担当重任的人。 

(4) 略释净土 

净 土为佛法诸乘所同求，亦为诸佛之本愿功德及众生之信行功德所共

成，故有他方世界、现前世界、自心世界的三类净土，每一类各有十

方三世的无量无数。此从藏经 中可得有关资料，并得以分析净土的成

立、类别，以及净土的庄严景象，说明为何求生净土的背景，以及如

何求净土的方法。佛法之中，有靠自力修行证悟的难行 道，经三大阿

僧只劫，修行菩萨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方可满其成佛的功德。

可是薄地凡夫愚痴障重，忍力不足，悲心不持久，以致多有退失初心

者。故诸佛慈 悲，以愿力成就其净土，广收心志脆弱的众生，先生净

土，到了不退无上菩提之时，再到众生界来；度脱广大的众生。故称

前者为难行道，后者为易行道。净土法门 之修学，可从三方面来说： 

甲、 中国佛教在修大乘佛法的解行上 ，共有八宗的不同。其中禅、

净、律、密四宗是属宗门下，以修行为重。其余四宗是属于教门下，

以胜解为重。其八宗都是有行有解，不过各有偏重及先后差别。净 土
宗属于宗门，当然必须依照净五经一论所示行法一门深入，专修宗

门。如彻悟大师说："以深信愿行，持佛名号，为净土正宗。"  

乙、 学佛的目的，在解脱众生轮回生死，及其生死长流中的一切忧悲

苦恼。。净土宗的方针，更是愿与法界有情，永出三界、生极乐。无

论大乘与小乘，都是先求见而后 修道，修道而后证道，唯有净土法门

则在通中有别；但以信愿之心，专念专观回向往生。同时净土法门是

别中有通；一般菩萨道应具之菩萨心，以三观三行，在专观 念中无不

具足。然此一心不乱，绝对不能侥幸而得，必须持之以恒专一不杂。

所以净土法门有此通中有别，别中有通的殊胜功益，必须专修。 

丙、 净土法门，在大乘起信论中，称为胜方便。在其他经典，则称为

易行道。胜方便，是约能令菩萨行不退转说。易约行道，是约能令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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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道速圆满说。而不退转与速圆满，绝不是悠散疏突之行所能达到，

而必须是"常勤修习，方毕竟得生。" 

彻 悟大师说："以摄心专注而念，为行持方便，以一心不乱，为净土

归宿。"太虚大师说："律为三乘共基，净为三乘共庇。"净土宗的信仰

也有它历史形成的背景因 素。这也许是我们平时念佛的人不大注意

的，因此要透过历史对经论研究，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佛号的庄严和殊

胜。基本上要知道宗派在历史的演化中形成，方可确知 净土的信仰应

是佛教徒的共同信仰，净业行，岂可空腹高心，因循夹杂而谈兼修乎! 

三、结语 

现 代与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两种新旧今古的差距，就是目前一

般人常提到的"代沟"问题。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以及如何沟通这新

旧两代间的鸿沟，这是我们 时常都于佛教学者文章著作可读到的。凡

思想，虽起自个人，但一定前有所承，后有所开。然而，佛教修学释

子在听闻佛法后，如何弘扬正法，引导后学走向修学大 道，这是未来

佛教领导人物，首先要面临的考验；佛法之广与目前我们所知道，以

及所修学的是不成比率的。从历代高僧之行迹中，我们只看到祖师们

判教整理佛 典，或是坚持干各宗派上的行持。而对批判性、否定性及

考古性质之作，只见表现于佛教学者身上。因此，尚在道业上求进步

的我们，在佛法未能全盘掌握之时，弘 化者不好只一味的为佛教带来

学者风范的批判，说法后反而余留给大众思想上的疑问，而忽略了菩

提道业上是以成佛为目标。只要修学者能谦于所学，将道业的深刻 体
验，及所知道的经典义理带给佛教界，便能促进教界培养后进。 

佛 制戒的本意，在令正法久住。而令正法久住的动力在于僧团。释尊

鉴于法待人弘，而人事无常，难以久保，以其必待杰出之人始能弘

扬，故寄附大众僧团组织，展转 传习，所以说僧正而后道隆，佛法二

宝乃得以久住，佛法胜事因而成办。所以正法是在戒行上之修学行

持，不在大小乘根器的修法上。佛教之当今，我们需要加倍努 力的是

以佛陀的本怀，实践菩萨道，对未来佛教方有贡献。 

 
文/继尊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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