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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佛法的立場與方法〉 
（《華雨集第五冊》，p.61-79） 

 
一、前言 

諸位（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同學：我這四年來人都病瘦了，大家的好意，到這裡來，

雖然心裡非常歡喜，但是因身體不好，頭腦大概也差了，沒有什麼好的可以講來貢獻給

諸位。 
諸位現在是在學院裡修學，是研究佛法的階段。至於我自己，一般人看來，也是研究佛

法的人。我是只有從太虛大師和法尊法師那裡，看看他們的文章，或者是隨便談談，這

樣子有了一點啟發。我是沒有福報像諸位這樣能夠長期在學院裡修學，可以說是東翻西

翻自己學來的。有人問我怎樣學的，我也說不出來，因為自己沒有好好的跟人學過，所

以我也不會教別人。諸位今天來，我也只有將我從前學的，和我的想法，為什麼要學佛，

我想學什麼樣的佛法等問題，隨便向大家報告，不一定合用，這總是從我過去修學的構

想和過程而來的。 
 
二、為什麼學佛 

○我在家鄉的時候，在偶然的因緣中，知道有佛法。我們海寧家鄉的佛法非常衰微，沒

有臺灣這麼好，只是趕經懺。 
○我知道佛法後，就找幾部經、論看看，看了以後，我生起兩種感想，一是佛法的理論

很高深，佛法的精神很偉大；另一方面我覺得佛法是一回事，當前的佛教又是一回事。 
○代表佛教的，如我家鄉的出家人，好像與我經上看到的佛法，有相當大的距離。但是

我沒有像虛大師和你們院長那樣要來改善佛教，有振興改革佛教的心。1只是想探究：

佛法這麼好，這麼高深，為什麼同我們實際上的佛教距離這麼遠？這問題在那裡？  
 
三、學什麼樣的佛法 

（一）、學佛的意念 

○我在沒有出家以前，就有了一個反省：佛法這麼好，是一切智者之學，最高深的；為

什麼佛教會成這個樣子，只是民間習俗的信仰。像現在還有大學生在研究，從前是沒

有的，至少到那個時期為止，佛教與佛法不太一致，為什麼會這樣呢？後來，我自己

看經，東翻西翻，總之也不好懂。後來父母去世了，自己也沒有什麼掛礙，跑出來出

家。 
○我修學佛法研究經論的意念，除了想要了解佛教究竟是什麼以外，還想了解佛法怎麼

慢慢演變，其原因何在？這是存在我內心當中，推動我一直研究下去的力量。 
                                                 
1《教制教典與教學》，p.81：「復興中國佛教，說起來千頭萬緒，然我們始終以為：應該著重於

青年的佛教，知識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今後的中國佛教，如果老是局限於──衰老的，

知識水準不足的，出家的（不是說這些人不要學佛，是說不能重在這些人），那麼佛教的光明

前途，將永遠不會到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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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佛的方向 

1、三種類型 

本來在佛法上講，出家人應該只有三條路：上上等是修行，第二等才輪到學問，第三等

才是修福，如廣修塔寺之類的事情。2 
在佛法裡修學，說佛法好，總要對我們有點好處才好；若自己學了佛法，對自己一點好

處都沒有，那麼我們叫人家學是不對的。 
2、佛法根本原理與佛教發展的追求 

我自己很慚愧，沒有能夠真正向修證的路子走。不過對佛法方面，還是為了真理的追求，

追求佛法的根本原理究竟是什麼樣？佛法如何慢慢發展？在印度有什麼演變？到中國

來又為什麼發展成現在的現象？我是基於這個意義來研究。 
（三）、學佛的態度 

因此，我的學佛態度是：我是信佛，我不是信別人，我不一定信祖師。有人以為中國人，

就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理，我並沒有這個觀念。假使是真正的佛法，我當然信，假使

他不對，那就是中國人的，我也不信。我是信佛法，所以在原則上，我是在追究我所信

仰的佛法，我是以佛法為中心的。 
 
四、研究佛法的立場與方法  3 

（一）、研究佛法的立場 

1、研究動機 

我對世界上的學問懂得不多，雖然也寫許多文章，我所說的主要是在追究佛法的真理。

我要以根本的佛法，真實的佛法，作為我的信仰。了解它對我們人類，對我個人有什麼

好處，這是我真正的一個根本動機。 
（1）、與世俗研究不同 

所以自己雖然沒有能夠在修證方面用功，但是這和有些人研究佛法的動機不同。 
A、不落於世俗學問 

有的人研究佛法，好像把它看成什麼學問一樣，在研究研究，提倡提倡，與自己毫不相

干。原則的說，這不是我們學佛之人的態度。4 

                                                 
2《教制教典與教學》，p.189-190：「從佛法存在於人間，為自己、為眾生、為佛教，出家人所應

行的，古來說有三事：一、修行，二、學問，三、興福。這三者總括了出家學佛的一切事行；

弘揚佛法，利益眾生，都不外乎此。以個人來說，專心修行（專指定慧說），為上上第一等事。

以佛教及眾生來說，學問與興福，正是修習智慧與福德資糧，為成佛所不可缺少的大因緣。」 
3《華雨集第四冊》，p.4：「印度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我是「為佛法而研究」，不是為研究而研究

的。我的研究態度與方法，民國四十二年底，表示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文中。我是以佛

法最普遍的法則，作為研究佛法（存在於人間的史實、文字、制度）的方法，主要是「諸行

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4《無諍之辯》，p.247：「古代的研究法，可供參考，現在當然不能拘囿於古老的形式。但那種求

真實的精神，將永遠是佛學者所應遵循的。如沒有這種信念與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

輝煌，都不外乎古董的鑑賞，歷史陳述的整理。雖足以充實莊嚴圖書館，而不能成為活的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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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越是知道佛法的好處，越是增加我們的信心 

學佛的人，佛法要與我們自己發生關係，沒有關係你為什麼要學呢？你都不曉得好處，

為什麼要叫人信呢？所以，我們越是能知道佛法的好處，越知道佛法超出世間的特質，

越是能夠增加我們的信心。 
（2）、不屬於任一宗派 

有人問我是什麼宗，我不曉得應該怎麼說。照一般人的想法，總該歸屬什麼宗才對。 
A、「宗派」是以佛法適應時代，適應特殊文化思想 

在我覺得，「宗」都是以佛法適應時代，適應特殊文化思想而發展成一派一派的。5好像

我們到山上，有好幾條路一樣。我沒有什麼宗，不過有人以為我是三論宗，6有的稱我

論師，我也不懂他們為何如此，其實我不是這樣的。7怎麼叫都可以，我自己知道不是

這樣就好了。 
B、「宗派」思想之間的不同 

我是憑這一種意念來研究，漸漸發現到佛法最重要的根本原理，逐漸的了解一派一派的

思想之間，有些什麼不同。諸位一定以為一派一派複雜得很，據我慢慢的研究起來，才

曉得沒有那麼複雜。大概一個問題提出來的話，不是這樣，就是那樣，頂多兩三個看法。

不過問題多了，錯綜起來，就好像有很多很多不同。 
C、小結 

我不是從事純宗派的研究，雖然各宗派也寫一點，都是粗枝大葉，沒有深刻研究，我不

想做一宗一派的子孫，不想做一宗一派的大師。 
2、研究態度 

我走的這條路子，可能有人說，是不合潮流，不合時宜的。 
（1）、追究佛法真理的誠心 

我寫東西時，不管這些，寫出來有人看也好，沒有人看也好，寫好了就印在那裡，有人

看沒人看我都不加考慮。只覺得我對佛法有這麼一點誠心，我要追究佛法的真理，想了

解佛法的重要意義。在三寶裡面奉獻這一點，是好是壞，我也不太考慮，長期以來，我

對佛法研究的態度就是這樣。 
（2）、「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 

○在這意義上，我學佛法和那開舖子的不太同。像百貨公司，樣樣都有，你要什麼就有

                                                 
5《大乘起信論講記》，p.9：「佛法流行在世間，因為時、地、根機、方法的不同，演化成各部各

派的佛法。現在來研究佛法，對各部各派的教理，可以比較、評論，但切不可專憑主觀，凡

是不合於自宗的，就以為都是不對的、錯誤的。這種宗派的獨斷態度，是萬萬要不得的。」 
6《教制教典與教學》，p.221-222：「有些人覺得我是個三論學者，其實這並不十分確實，我從不

敢以此自居。我們虛大師曾這樣對人說：「我不為一宗一派之徒裔」。大師的福德智慧，我們

學不到，但他這種不拘宗派的精神，自問也願意修學。前年法舫法師圓寂，在香港追悼會上，

我曾經說：「大師的弟子們，都在學習大師那種廣博的學佛精神，而法舫法師學得更像」。我

因民國二十三年到武昌佛學院研究三論，所以大家都說我是三論學者。也許我的根性比較接

近空宗，但我所研究的，決非一宗一派。」 
7《華雨集第四冊》，p.69：「我對佛法作多方面的探求，寫了一些，也講了一些，但我不是宗派

徒裔，也不是論師。我不希望博學多聞成一佛學者；也不想開一佛法百貨公司，你要什麼，

我就給你什麼（這是大菩薩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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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賣給你。我沒有這個觀念，我之所以東摸一點，西摸一點，只是想在裡面找到根

本佛法，與它所以發展的情形。這個發展，可能是相當好的，也可能不太好的。佛法

有所謂「方便」，方便是有時間性，有空間性，在某一階段好得很，過了時，時代不

同了，也許這個方便會成為一種障礙。 
○《法華經》有一句話，我總覺得非常好：「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8怎麼捨呢？

就是達到了某一階段，有更好更適合的就提倡這個，不適合的就捨掉。所以我研究的，

不是樣樣都在提倡，我也不專門批評。 
（3）、小結 

○我這個人，生來是不太合時宜的，我覺得某些只是方便，不是究竟的東西，我不講是

可以的，你要我講，我就這樣講，要我講好聽話奉承奉承，那我是不會的。我在原則

上，帶點書呆子氣，總是以究竟佛法為重。自己這個樣子，能夠怎樣發展，能夠得到

多少的信眾，我都不考慮。 
◎這許多就是我學佛的動機與態度──甚至可以說是，我就是這樣的人。 

3、研究成果 

經過好多年以後，大概在民國三十年前，我對佛法有了大概的認識。 
（1）、《印度之佛教》 

佛法這樣演變發展，對現代來講，有些是更適合的，更適應現代的；某些，頂好不要談

他，即使過去非常好的，但現在卻不太適合。我有了這個認識，當初我就寫了一本書叫

做《印度之佛教》。9這本書我想到就寫，只表示自己的意思而已，雖然引證，引證得很

簡單，不像現代人寫書，受了近代文化的影響，你說的雖能表現你的思想；但總要把你

的證據拿出來。 
（2）、《印度之佛教》改編寫成大部的書 

所以我就想，把這本書改編寫成幾本大部的書，詳細引證，一切合起來，就可以表示我

個人對佛法完整的看法和了解。 
A、《說一切有部為主的論書與論師之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不過，對印度佛教的研究，我到現在只寫了兩本，一部是《說一切有部為主的論書與論

                                                 
8［1］《佛在人間》，p.69-70：「《法華經》說：「正直捨方便，為說無上道」；「更以異方便，助顯

第一義」。這意思是說：釋迦佛現出家相，而化厭離的聲聞根性，說二乘究竟，是方便門；

這樣的方便，現在要捨除，顯出大乘的真義。但不能沒有方便，要用特殊的方便法門。

大乘新起的異方便，據經上說：即是修塔廟、供莊嚴具、禮佛、念佛、讚佛等。如說：「若

人散亂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大乘的異方便，是以佛為中心而修

禮拜、供養、懺悔、迴向、勸請。這即是《十住毘婆沙論》的「易行道」；〈入法界品〉

的十大行願。大乘重於人間的積極救濟，又發展為適應一般民間的宗教情緒。以此熏習

成深刻純正的信仰，從此引他發大悲心，修菩薩行。先用方便善巧，教他培福德，長信

心，充滿了莊嚴喜樂的情緒，不像聲聞乘的重智慧，淡泊精苦。」 
 ［2］《淨土與禪》，p.93：「方便有兩種，一正方便，二異方便。《法華經》說：「正直捨方便，

但說無上道」。這不是不要方便，而是說，在一乘大法中，要捨棄那不合時機的方便，而

更用另一種方便來顯示第一義。」 
9《印度之佛教》，p.339：「想到《印度之佛教》，到底是始終條理，表示了印度佛教的演變過程，

指出了抉擇取捨的明確標準。在我的其他作品中，還沒有足以代替的。」 



〈研究佛法的立場與方法〉 

5 
 

師之研究》，一部是《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其他的，都是有別的因緣，不是我想寫的

東西。現在病了以後，過去雖然有願要寫，大概也寫不成。不過，以我的想法，也沒有

什麼遺憾，我們在這個無邊生死當中，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盡自己力量去做就好了。

能做多少，要靠福德因緣，以及時代種種關係配合，不是自己想做多少，就能做多少。

我沒有什麼遺憾！ 
B、《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與開展》 

假使身體還可以的話，我現在想寫最重要的一本書，說明從最初的佛法，演進到大乘佛

法的過程。大乘佛法的本來意義是什麼？究竟什麼叫做大乘？我們不要口說大乘，實際

上不是這麼一回事。不過能否寫成，自己也不曉得。人命無常，沒有幾天的時間也說不

定。 
以上只是象徵性的談談自己的研究而已。 

（二）、研究佛法的方法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以佛法研究佛法》，有的人也許看過。怎樣來研究佛法

呢？當然是研究經，論，各宗派裡面許多的道理。但研究時要有一種方法，就是所謂

的「方法論」。 
○我的想法很頑固，我是一個佛教徒，我們要用我們佛教的方法。那麼我們怎麼來研究

佛法呢？佛曾經說出一種現實世間的普遍真理，也可以說是，凡事實上的一切存在是

離不開的普遍法則。這個法則，就是「諸行無常，諸法無我」。我覺得，我們研究佛

法的時候，應該要引用這一方法來處理一切問題。 
1、諸行無常 

簡單的說，諸行無常，是說明現在世間所存在的東西，都是不停的在變化的。 
○比方佛說出來的某句話，經後來佛弟子慢慢宏揚，它自然而然多多少少有了演變。 
○又如佛所訂的制度，我們稱為戒律，這套戒律也會因區域而慢慢演變，你說完全不變，

還是從前那樣，是不可能的。就是現在的泰國，他們的出家制度，人人可以出家，有

的出家七天，有的出家十五天。嚴格講，出家受比丘戒，是要盡形壽受持的。沒有說，

我發心去受七天的，或兩個月的比丘戒，這樣發心根本是不能得比丘戒的。那麼他們

現在的辦法，你說好嗎？這不是好不好的問題，只要懂得這就是變化中的方便就是

了！ 
2、諸法無我 

（1）、考慮時代、環境因素 

說到「諸法無我」，是一切沒有獨存的實體，如一種制度，要考慮到時代因素，考慮同

時的環境，如把時代，環境拋開了，講起制度來是抽象，不實際的。假如有了這個觀念，

研究什麼問題，必須顧慮同時代的其它很多問題。這許多問題，你多一點了解，對研究

問題的看法，也就會更加正確一點。 
（2）、擴大視界 

有人問我自己研究內容，我說不出來，我只是本著自己的理解去研究。不過，我看別人

的書，多數是小範圍研究，其他什麼也不管。專門研究一個問題，有時候研究得很精細，

好得很，可是從整個佛教來看，也許並不正確。我以為要擴大視界，研究才會有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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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如果不管其他的，縮小範圍，那麼研究出來的只是小問題，對整個佛教的意義，

不可能有好的成就。 
3、小結 

○我的研究，是從「無常」「無我」著眼的，無常是時代先後的演變；「無我」是同時的

影響關係。將時間空間結合起來看問題，看它為什麼演變。 
○所以，我告訴大家沒有別的研究方法。世間上的方法很多，我沒有看過，我不懂，我

只用我們佛法的基本方法──無常、無我，做為我研究的方法論。 
○諸位都還在學，將來不一定人人能繼續研究，有的出去弘法，或者修行，不過也許有

人仍繼續研究佛法，所以我提到這點。 
 
五、佛法研究的著重處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有一點我看的很重要，佛法究竟有什麼不同，比世間其他的更好，

可以分二方面來講。 
（一）、律與法的偉大特質 

1、律 

一、釋迦牟尼佛時候，有一種完善的制度──戒律。 
（1）、傳到中國的戒律 

傳到中國，後來有叢林制度，到現在也許有新的制度。不要以為制度都是一樣，佛的制

度，實際上研究的人很少，我自己也沒有研究。中國現在講戒律是什麼樣的呢？晚上不

吃飯，到廁所裡去要換鞋子，以為這是最要緊的。對戒律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好像不知

道一樣。所以戒律的真正意義，我們出家人要有人發心去研究。 
（2）、戒律的真正意義 

據我的了解，佛教的戒律是一種集體的生活，修行也就在集體生活中去鍛鍊。 
A、特色 

依戒律的觀點，佛法並不重於個人去住茅蓬修行──這是共世間的，雖然一般都很尊敬

這種人。佛教戒律有什麼特色？它是道德的感化和法律的制裁，兩者統一起來。 
犯了錯誤，戒律中有種種處罰的規定，但不止於此，而是在充滿道德精神感化之下，有

一種法律制裁的限制。所以在佛的時代，真正出家的一個個都了不得，就是動機不純正

的人，在這裡面多住幾年，經過師友的陶冶，環境的熏習，慢慢也會成為龍象的。 
B、作用 

在這個集體生活裡，大家都有共同的信念，淨善的行為，彼此和睦，這就是佛教戒律的

特質，而發生偉大的作用──正法住世。 
C、真正的平等、民主 

這種組織，與社會上的組織不太相同，它是道德感化與法律制裁相綜合的。在這裡面，

是很平等的、是法治的。每一律制，不是對某些人而訂的。如在學院的話，如果是學生

不許可，老師也絕對不許可。佛的制度是平等的，即使釋迦牟尼佛在世，佛也一樣的依

法而行。佛的律制，是真正的平等、民主。在這道德感化、法律制裁之下，人人都修持

佛法、研究法義，各盡其力去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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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拿出真正精神原則，用現在的方式去實踐 

當然，嚴格的說，現在並沒有這個東西──依律而住的僧團。假使我們去研究，把這裡

面真正精神原則拿出來，用現在的方式去實踐的話，我想會比照著自己的想法，搞一套

組織，或是參照政治或其他組織，照人家的辦法也來一套，我想會更合於佛法。這是佛

法偉大的特質，在我認識釋迦牟尼佛不像世俗一般那樣，我在研究中加深了我的信心。 
2、法 

二、另一方面，是理論的。佛一方面用制度，一方面開示，用法來指導。 
在當時，沒有現在那樣，研究《法華經》、《華嚴經》，一大部一大部的。不過在義理上，

或在修行的方法上，作簡單的指導。 
（1）、與世間不同 

佛所說明的，著重在什麼地方呢？那些與世間不同呢？依我的了解，佛法確有不共之

法，與世間法不同。我想，諸位讀了好幾年，應該對佛法與世間法不太相同的有所了解。

我們必須確認佛法的不共之法！ 
（2）、與其他宗教不同 

世界上的宗教很多，中國的、印度的、西方的，佛教至少有一種與他們不同的地方。又

如哲學，從東方到西方，哲學家不曉得有多少？但佛法至少要有與他們不同的地方。假

如自以為佛法偉大，而佛法所講的與他們所說的一樣，那就糟了，因為既然一樣，有了

他的，更何必再要佛法？ 
（3）、「緣起性空」 

○就世間法所沒有的──不共世間的來說──當然就是「緣起性空」。空，這就是佛法

的不共之法。 
○「諸行無常，諸法無我」，都是依此而顯示出來。緣起是說世間的一切，無論是天文、

地理、自然界、動物界，乃至我們個人生理上、心理上的現象，都是依緣而存在的。

佛說「緣起」，是最通遍的法則。 
○從這裡才會了解佛的制度與其他的所以不同。理論與制度有關，佛法稱為「依法攝僧」。 
○把握緣起的原則，在思想上、制度上，及實際的修持上，都會有與世間不同處。世間

上有許多進步的思想，有的近於緣起，但他們不能夠徹底的完全的達到目標。 
（二）、啟發深信 

我們為什麼信佛？是因為佛是大徹大悟了的。佛的大徹大悟是怎樣呢？你不曉得，我也

不曉得。既然不曉得，那怎麼生信呢？ 
1、深信佛的證智 

○佛坐菩提樹下大徹大悟以後，為了使人也能徹悟，所以說法。 
○佛所說出來的法義，來指導出家人應做的生活軌範──律制，與世間不同；這表示了

他證悟的內容與別人不同，這是可以了解的。在心裡我們不知道，說出來、做出來，

總可以看到一點。 
○研究佛教制度的根本原則，從理論事實的統一中，我發覺佛法義理超越世間特殊的地

方。佛老人家的證智，我們都不知道，但從他表現出與世間不同的，特別偉大，我是

從這些上，深深信得佛真正的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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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行」──與別人不同的看法 

我有很多看法，與別人的看法不大相同，譬如說，某人在修行，某人開悟了！修行、開

悟當然是好事情，不過，不只是佛法講「修行」。世界上的宗教都要修行的，道家有修

持的方法，中國儒家也有一點，印度婆羅門教，六派哲學都有修行的方法，西洋的神教

也有啦！他們的禱告也是修行的一類。 
如真的修行，自然會身心有些特殊的經驗，這是信仰宗教的人所應相信的，不管你自己

有沒有得到，這是絕對可信的。在內心當中或身體上得到特殊經驗，宗教的終點，就是

要靠這種特殊經驗。在佛法當中，神通就是其中的一類。 
（1）、宗教特殊經驗，是否佛法的檢驗 

所以，單講修行，並不一定就是佛法，世界上各種宗教都有修行呢！你說你看到什麼東

西，經驗到什麼？這並不能保證你經驗的就是佛法。那麼用什麼方法來區別呢？這有兩

個方法：一、與佛法的根本義理是否相合。二、行為表現是什麼樣子。10 
且舉一件事來說，我們中國人有時候真自覺得驕傲，美國西皮有很多人要學禪，寒山也

很吃香，簡直崇拜得不得了。然在我的想法，若以此為典型，作為我們學佛的模範，大

家這樣學，這成什麼樣子！因為佛教也好，其他宗教也好，都要教你正常，修行的人也

要正常。中國佛教過去許多大師，能夠組織佛教，能夠發揚都是平淡正常的。 
（2）、佛法教化的重點──教誡輪 

○又如釋迦牟尼佛教化，有所謂「神通輪、教誡輪、記心輪」，11身業、語業、意業都可

以教化，可是佛法的重點是教誡輪。用語言來引導你，啟發你，使你向上。現在有些

人，稍為修行，就說前生後世，說神通，這不是真正的佛法。 
○從佛的證悟以後，佛所表現出來，對弟子之間的活動的歷史事實，不是那些怪模怪樣

的──寒山12式、濟公式、瘋子喇嘛式的。13佛老人家，生在我們人間，主要用教誡

                                                 
10《華雨集第五冊》，p.165：「修行，主要在能將佛法的理解應用到日常生活當中，行為不會像

一般人那樣放縱；沒有「閒」下來的時候……；假使做事就是做事，修行就是修行，這就有

困難了。」 
1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62-263：「佛的弟子善宿，認為佛沒有現神通，沒有說明世

界的起源，不能滿足他的宗教要求。在一向流行神教的印度，因此而不能信佛，應該是有這

種人的。佛法的特色，就是不用神通神變，記心神變（知人心中的想念），而以「教誡神變」

化眾生，這正是佛的偉大！ 
  但世俗的神教信仰者，不能接受，於是佛法有了新的方便來適應他們。一、以「記說」來表

示神通：「記說」未來事，就是預言。如預記裸形者伽羅樓的犯戒而死；裸形者究羅帝，七天

以後，會腹脹而死，生在起屍鬼中。婆羅門波梨子，自己說有神通，預言他不敢來見佛。釋

尊預記華氏城未來的繁榮；預記彌勒的當來成佛。如記說過去事，那就是『長部』（一九）『大

典尊經』，（一七）『大善見王經』，（一四）『大本經』，（二七）『起世因本經』等。二、以神境

通來表示神通：或在虛空中往來；或「右手接散陀那居士置掌中，乘虛而歸」；或以神力渡過

恆河；或使「因陀羅窟自然廣博，無所障礙」，能容納無數天人；或使腳俱多河的濁水，變為

清淨；佛涅槃後，伸出雙足，讓大迦葉禮足」。 
12 寒山之行逕極怪誕，跡近於顛狂，來至國清寺中，或於廊下徐行，或時叫躁凌人，或望空漫

罵，寺僧不耐，以仗逼逐之，輒翻身撫掌，呵呵大笑而退。所著衣衫破敗，形容枯槁，以樺

皮為帽，履大木屐。好吟詩唱偈，發為辭氣，常契於佛理。 
13《教制教典與教學》，p.219-220：「有神秘派與藝術派兩類僧徒，依附佛教，行化世間。神秘派，

大抵是經過一番修持的（自然也有裝模做樣的），如古時的濟公，近代的金山活佛等。他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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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引導，不是侈談神通。因為外道也有神通，從神通來建立佛教，佛教就和外道一樣

了。14 
（三）、小結 

我對佛法的研究著重在這兩方面，這兩方面的了解，能使我信心增強，推動支持我很衰

弱的身體，在佛法之中，多少奉獻自己的一分心力。15 
 
六、佛法的研究與產生的宗教作用 

（一）、佛法的研究 

1、重根本 

我研究的重點是重在根本，假使你們請我講唯識學，我是講不好，但若講唯識的「基本」

思想，我倒是知道一些。我讀書還有中國人的習性；讀書貴識大體。我現在寫作，也要

引證，那是適應這個時代罷了！ 
2、「溫故知新」 

我們研究佛法，當然要看古代的書，印度翻譯的經論，中國古代的註解。第一步，要讀

懂他講些什麼，但這是不夠的，孔子說：「溫故知新」，我們不是看古典的書，不只懂了

就好，那就停止了，永遠不進步，你要從「溫故」中、從古典中，要有一種新的了解。
16當然不一定每一個人看書，就能寫出心得，而且寫出來的心得，不一定是正確的，也

                                                                                                                                                         
表現的，似乎有些瘋瘋顛顛，生活完全不上規律，然而頗能預知後事，也會治病，做出不可

思議的事，這是專以神秘化世的一類。西藏佛教也有，他們叫做瘋子喇嘛。這一類人，感化

力特大，對於佛教的影響非常之深，可是不能成為佛教的正宗。住持正法，住持寺院的重責，

他們是不能荷擔的。如果佛教演變到以神秘僧為中心，那麼一切迷信色彩，便會渲染到佛教

裡來，使整個佛教喪失其純正的真面目；而社會對於佛教的誤解，也將愈來愈多。至於藝術

僧一派，則以才藝著稱於世，他們能詩能畫，或者會操琴，或者寫得一筆好字，寫得一手好

文章（在近代應該稱為文藝了），多與文人雅士往來，在社會上頗有地位，對佛教也很有些影

響力。騷人墨客所認識的佛教，大概是屬於這一類的，但他們從未給正統佛教所重視過。在

佛教的流行中，能夠發生推動力量或影響作用的僧人，歸納起來，不外乎上述幾大類型。諸

位現在發心來學，將來當然也要致力於弘法利生，但你們究竟將現身那一類型，怎樣弘法度

生呢？我認為，不管捨身護法，做個知事僧；或弘傳三藏教典；或推行深入淺出的通俗佛教；

或專門自己修持，皆無不可。唯獨不希望大家去做那瘋顛的神秘僧，或是文人雅士型的詩畫

僧。」 
14《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3：「佛法是宗教。佛與聖弟子，在定慧修證中，引發超

越一般的能力，就是「過人法」──神通。神通的究竟內容，我雖沒有自身的證驗，但相信

是確有的。可是，佛以說法、教誡化眾生，一般說是不用神通的。「為白衣現神通」，是被嚴

格限制的。如沒有「過人法」，虛誑惑眾，更是犯了僧團的重戒──大妄語，要被逐出僧團，

失去出家資格的。確認有神通，而不以神通度眾（除特殊機緣）。在人生德行的基礎上，定慧

修證，以達身心自在解脫的境地；脫落神教的迷妄信行，是佛法的最卓越處！當然，在習慣

於神教意識的一般信眾，對佛存有神奇的想法，應該是事實所難免的。」 
15《華雨香雲》，p.25：「從來沒有離了病，但除了不得已而睡幾天以外，又從來沒有離了修學，

不斷的講說，不斷的寫作。病，成了常態，也就不再重視病。法喜與為法的願力，支持我勝

過了奄奄欲息的病態。」 
16《教制教典與教學》，p.214：「世間任何事情，沒有絕對的容易，也沒有絕對的困難，所謂熟

能生巧，如果肯得多下工夫，苦心研習，久而久之，雖愚笨，多少總會有些成就。…修學佛

法，必須能夠放得下，安得住心，持之以恆，才能較為深入佛法，也才可以獲致真實底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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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定要去發表，你放在心裡，只是你看書的感受。這樣研究，我們佛法才能進步，才

能發揚起來。 
（1）、不進則退 

○如果只是照本宣科，從前怎麼講，我還是這麼講，一點不錯，一點不錯算得了什麼？

「沒有進步了」。這個世界永遠在變，諸行無常，你停止了，就等於退步，學問也是

這樣。 
○諸位讀書，有的人不會讀，死讀，死記，老師這麼講我也把他記下來，將來我好照著

講。假如研究學問的話，這樣連入門都談不上，豈止沒有進步而已。 
○我們讀書的時候，要有點新的領會，最初看書的時候，有一點自己的想法，後來知道

自己想錯了，知道錯，就是進步了。假使三年以前以為這樣，到現在還是這樣，說明

你沒有進步。 
（2）、不斷的糾正錯誤 

我們一定要自己時常想，使理由更充份，這個地方錯誤在那裡？我們在不斷的糾正過程

當中，不斷的糾正我們認識上的錯誤，那麼對佛法的認識就越來越正確，越來越有好的

貢獻大家。 
（3）、小結 

所以，我們要培養溫故知新的精神，不僅是看懂，記住，會背會講。 
（二）、研究後產生的宗教作用 

另一點，佛法是宗教的，我們學了以後，你覺得這個理論在你的心裡起些什麼作用？有

沒有一點用處？ 
1、書本的「概念」，變成自己的觀念 

佛法總是要我們減少煩惱，叫我們增長慈悲心，叫我們對佛教有熱心，來護持聖教；覺

得眾生非常苦惱，應該如何救度……。假使我們學了這些，學了以後，自己不起這些觀

念，那是你純粹在書本子看見些「概念」，沒有變成自己的。 
2、把佛法的基本原理時常放在心裡，時常拿來指導自己，警策自己 

不必談真正的修證，即使我們在研究學問，或是幫助佛教，從事福德事務，我們也要時

常用佛法來指導自己，把佛法的基本原理時常放在心裡，時常拿來指導自己，警策自己，

那末雖然深的沒有，至少對自己仍有點好處。 
○如果你越學越煩惱，一天到晚苦苦惱惱的。 
○或者你學了自己覺得了不得，瞧不起人，看看師父、師兄、師弟都不如我，那你這個

人就越來越增加困惱。17 
3、諒解他人的苦痛，熏陶自己改變氣質 

真正學佛的人，要諒解人家的苦痛，要用佛法來熏陶自己，應該時常在佛法裡改變氣質，

向來時常發脾氣，脾氣慢慢少發了，向來懶懶的不肯做事，慢慢肯發心了，這至少就有

                                                 
17《學佛三要》，p.169：「初學佛法，所應該注意者，第一、不要將聽經、看經，以及研究、講

說，視為慧學的成就，而感到滿足高傲。第二、必須認清，即使能更進一層的引發聞思修慧，

也祇是修學佛法方便階段，距離究竟目標尚遠，切莫因此而起增上慢，以為圓滿證得，或者

與佛平等。第三、要得真實智慧，不能忽略生得及加行慧，輕視聞思熏修的功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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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好處了！18 
4、佛法是宗教，非世間知識 

佛法究竟是宗教，不是世間的知識，希望諸位在學習當中，不要忘了這點，忘了這點，

就與研究世間的學問一樣，變成非佛教的。即使你研究得很好，寫了幾大部書擺在圖書

館裡，仍不得用處。 
 
七、結論 

○《華嚴經》善財童子到處參訪，他去參訪的人，大都不會講別的，總是講自己所作的。

並不是你想要聽禪，就講些禪給你聽，你要什麼就講什麼……。我向來沒有能夠好好

做修證的工夫，只是在研究佛法，我也只能在這一方面，講一點給諸位參考。 
○希望我們學習，研究，能在佛法的領域上研究，能使所研究的，對自己有好處，對佛

教有貢獻，不只是做學問而已。希望大家記住！ 
○學佛是長期性，學菩薩需要經過三大阿僧袛劫，至少我們這一生學佛，也不只是幾年

的事情，希望大家要繼續精進！19 
 

                                                 
18［1］《青年的佛教》，p.216：「生在這個世界裡，佛教徒要求些什麼？要求在賢明的政治下，

過著幸福的生活；更要求在佛法的熏陶下，得到自利利他，向上進步的功德。」 
 ［2］《華雨集第五冊》，p.197：「佛法常在人間，吾佛子之所共望，而求其常在人間，豈有他

謬巧哉！必也修持為佛弟子本分，本於自身之信行，而後發為內則佛教教育之熏陶，外

則社會文化、慈善之淑世：自利利他，佛法乃得常住於世間。」 
19《佛法是救世之光》，p.58：「心急對於學習是無益的，反而有礙學習的進步。如能不畏艱苦，

耐心的學習，自會越學越快。這如初讀書的童子，開始念一兩句都背不出來。但書讀多了，

增長了理解力，就是數千字的長文，也容易熟背了。修學佛法，起初總覺不易，但能耐心修

學，大悲力自一天天增長，等到悲力強大，救度眾生的艱巨工作，就容易負擔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