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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佛教的聖俗悖論 
——直入大乘與迴入大乘的經證與宗義 

 
 

釋 昭 慧
∗ 

 

摘要： 

本文研究發現，強調「自利」的不祇是解脫道行人；同樣是大乘行

人，也有不同的根性與路線：一、如《華嚴經》中所說的「不思議解脫」，

是「直入大乘」的法門；二、認為自利而後方能利他，近乎「迴入大乘」

的路線。 

「人間佛教」的批判者往往認為，只要重視濟世利生，就保證一定

會「世俗化」乃至庸俗腐敗。實則套用自西方一神宗教的二分法，不能

完全解釋人類的信仰行為──尤其是東方的宗教。中國儒釋道三家在追

求與實踐「更高層次」的生命境界時，向來不以對立或隔絕的心態，來

對待現實的人間世，甚且認為：聖俗只是一體兩面的不同表現。 

然而「聖」與「俗」二分的觀念，終究帶入了佛教研究學群。於是，

見到某些佛教人士在標榜「入世」之後趨俗、媚世，不作內修，只顧攀

緣，就認為這是佛教「世俗化」的危機，或是擴大打擊面，將「人間佛

教」全然等同於「世俗化」，這實在是對「世俗化」的嚴重曲解。因為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系主任兼文理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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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俗、媚世來自個人心性的墮落，而非來自其對神秘境界（經理性思辨

或科學驗證之後）的「除魅」。 

「直入大乘」的菩薩典範，即俗而真，真俗無礙，長趨直入於佛果

莊嚴的神聖境地，絕非「聖俗二分」下的凡俗鄙夫！ 

 

 

 
關鍵詞：自利、利他、神聖、世俗、不思議解脫、三觀、三諦、真俗無

礙、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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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ical Discourses about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Buddhism : 

Textual Evidences in Sutras and Doctrines about “Straight into 

the Mahāyāna” and “Detour into the Mahāyāna” 

 
Shih, Chao-hwei ∗ 

   

ABSTRACT: 

This study finds that not only the followers of the path to liberation 
emphasize “self-interest,” Mahāyāna followers may also have similar 
concern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nature and paths: i.e. “the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mentioned in Flower Adornment Sūtra (Avatamasaka Sūtra) is an 
approach that gets “straight into the Mahāyāna,” while the belief that one can 
benefit others only when one is able to benefit him/herself first is a path 
similar to the path that “detours back into the Mahāyāna.”  

Critic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always argue that as long as 
Buddhism focuses its practices on providing reliefs to benefit all beings, it 
will easily become “secularized,” vulgarized and even corrupted. Such 
assumption is actually a western import of dichotomy deeply rooted in 
monotheistic religions, which cannot fully explain one’s religious practices-- 
especially Eastern ones. Even when they are pursuing and practicing a 
higher level of attainment in lif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in 
China never stand on the opposite side or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the secular 
world. Furthermore, for them,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are just two 
embodiments of the same idea.  

However,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s 
inevitably introduced into the academic fields of Buddhist studies. Thus,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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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would be considered spiraling into a crisis of “secularization” 
when some Buddhists who advocate for more social engagement turn to be 
vulgarized, neglectful of meditation, and eager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Worse even, such criticism may be extended more generally to equate 
“Humanistic Buddhism” completely with “secularized practices.” This is 
totally a misinterpretation to the word “secularization.” In fact, secular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are caused by moral degener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minds 
rather than the individuals’ “disenchantment” of mystical experienc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asoning or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The compassionate Bodhisattvas, on the path “straight into the 
Mahāyāna,” are both secular and sacred. Free from disruptions caused by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 secular and the sacred, they aspire to attain the 
sacred solemnity of Buddhahood. They are to be regarded as the ideal and 
shall never be mediocre commoners described in the sacred-secular 
dichotomy!  

 
 
 

Keywords : Self-interest, altruism, sacred, secular, inconceivable liberation, 
Three Views, Three Truths, non dichotomy between the sacred 
and secular, Humanistic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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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台灣，「人間佛教」顯係主流，無論它們的系統理論（緣起性空

或真常唯心）是否有異，行事作風多麼不同，但無論如何，彼此一致的

目標就是「走入廣大人間，貼近苦難眾生」。 

台灣有些反對「人間佛教」的宗教師與學者，將「人間性」與「世

俗化」劃上等號，抨擊「人間佛教」導致台灣佛教的俗化與淺化，標榜

他們自己的修持路線才具足所謂的「神聖性」。筆者曾於拙著《世紀新

聲──當代台灣佛教的入世與出世之爭》，論述「神聖」與「世俗」在

東方與西方有著重大的歧義。本文將進一步援引教證，提醒那些質疑

者，菩薩道這條路是可以在經教中得到印證的，《華嚴經》中明確說到：

這是一條可行之路，其名為「不思議解脫」。 

由教證的問題，筆者進而關注到天台智者的「觀不思議境」，「觀不

思議境者，觀即此一念心，即具足一切諸法，不可思議。」這與《華嚴

經》的「不思議解脫」法門要領，有顯著的落差。作為一位教觀雙美的

大成就者，智者臨終陳述，基於領眾的原因，所以他「為他損己」，不

能達到「六根清淨位」，修行位階只能到達「五品弟子位」： 

智朗請云：「伏願慈留，賜釋餘疑，不審何位？……」報曰：「……

吾不領眾，必淨六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位耳！」1 

顯然在重視禪觀內修的大乘行人而言，禪修須遠離人群，度眾須進

入人群，時間與場域的分配自有輕重緩急的考量，真、俗無礙的不思議

解脫確乎困難。但生命歲月無窮，欲達到六根清淨、自他兼利的境地，

當然也非全無可能。 
                                                 

1 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冊 50，頁 19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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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文的後續論證就會發現，同樣是大乘行人，確實有不同的兩

條路線：第一、如《華嚴經》中所說的「不思議解脫」，是「直入大乘」

的法門；第二、認為首先要打好自修的基礎，自利而後方能利他，近乎

「迴入大乘」的路線。 

對於選擇「先自利，後利他」這條路線者，筆者無心非議，因為其

修道內容與生命情境，自有無限風光。但是批判者往往認為，只要重視

濟世利生，就保證一定會「世俗化」乃至庸俗腐敗，這就有點想當然爾。 

台灣佛教當然有一些宗派色彩強烈的個人與團體，獨尊己宗而無包

容性；也有一些專志修證的個人與團體，孤峰獨拔而不墮淺俗；更有一

些個人與團體，雖標榜「走入人間」，而實則長袖善舞，媚俗腐化。然

而無論如何，論議「人間佛教」，涉及本質與功能，理想與現象，必須

全面理解，不宜以偏概全。本文擬宏觀地提供一個辯證性的角度，讓讀

者一窺台灣佛教（而未必是普世佛教）的特質。 

二、「聖俗」二分與「世俗化」 
神聖（Sacred）與世俗（Secular）二分，是西方基督宗教神學背景

下，教會面對俗世力量所出現的詮釋。 

西方宗教學者因其所處社會之宗教影響，多以「神聖」與「世俗」

兩個對立範疇來討論人類的宗教。如最早提出「神聖」概念的瑟德布洛

姆（Nathan Soderblom，1866－1931）云： 

神聖是宗教中的主要概念；它甚至比上帝概念還要重要。真正的

宗教可以沒有一個明確的上帝概念，但真正的宗教不可以沒有神

聖和世俗的區別。2 
                                                 

2  Nathan Soderblom,“Holiness (General and Primitive),” in Hastings, J.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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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宗教社會學者涂爾幹（Durkheim, Emile，1858－1917）云： 

迄今所知的宗教信仰，無論是簡單的或是複雜的，都顯示了一個

共同的特色，……凡俗的與神聖的，……這種畫分是宗教思想的

一個顯著的特點。3 

「凡俗」在此即是「世俗」。涂爾幹所謂「世俗的」，是指人們日常

的經驗，以人的世俗活動為中心，而「神聖的」則是指所有涉及宗教崇

拜的活動，以能夠生起崇拜者的敬畏或崇敬，為其思想特徵。4 

由「世俗」而「世俗化」（Secularization），這是西方宗教社會學提

出來的理論概念，主要用來形容資本主義興起的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發

生的變化，是即：宗教逐漸由現實生活中，無所不在的地位與無遠弗屆

的影響，退縮到一個相對獨立的領域裡，個人生活與公共社會的許多內

容，都已逐漸去除了宗教色彩。 

美國宗教社會學家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針對基督宗教的「世

俗化」而作分析： 

                                                                                                                   
Encyclopea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VI (1913), p. 731ff.  

3 Durkheim, Emile（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The Elementary of the Religious Life）（台北：桂冠圖書公司，1994 年），頁 38。 
4 本文審查委員之審查意見指出： 
涂爾幹所提「凡俗的與神聖的」兩個概念，偏向強調事物，如說：「信仰、神

話、教義和傳說，……表達了神聖事物的本質、表達了賦予神聖事物的德性

和力量」，涂氏的觀點認為神聖力來自（原始）社會本身，任何事物都可以成

為神聖的事物；神聖世界有向凡俗世界滲透的趨勢（同上註，頁 355）。他用

的詞彙是「凡俗」（意思確近似「日常」）的概念，恐非指涉後來「神聖／世

俗」二元對立中的「世俗」。 
對於此一提示，筆者敬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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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俗化，意指這樣一種過程，通過這種過程，社會和文化的

一些部分擺脫了宗教制度和宗教象徵的控制。5 

世俗化影響普通人的最明顯的方式之一，是對宗教的「信任危

機」。換言之，世俗化引起了傳統宗教對於實在的解釋之看似有

理性的全面崩潰。6 

依此以觀，宗教的所謂「世俗化」，意味著宗教教義中的神聖性，

在科學、理性的襯托下，正在逐步地淡化與減少，從而導致人們對曾經

奉為絕對神聖的宗教，產生了信仰危機。 

原來，基督宗教在傳統西方社會，不祇是一種內心的信仰，而且是

一種全面的生活。它一方面主導著私領域中從生到死、從個人到家庭的

行為與儀式，另一方面也深深影響著公領域中政治、經濟、教育、文化、

法律等諸層面的內容。因此當它再也不能位居公私領域的主導地位時，

當這種主導地位，不得不拱手讓給科學與理性時，教會不禁生起了「世

俗化」的危機感。 

宗教力量宛若千年磐石，何以竟會瞠乎落在科學之後？這方面德國

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用的除魅（disenchantment）字眼，更能

直探核心。原來，隨著現代化所帶來的理性化與科學思考，造成了神祕

主義的崩解。韋伯認為，現代社會是被「除魅」（disenchanted）的，因

為我們依賴「技術方法與計算」（指科學），用以解釋種種現象，因此世

間已經沒有「神祕莫測的力量」存在。 

總之，「世俗化」在西方，是在人們相信科學與理性，猶甚於相信

                                                 
5 Peter Berger 著，高師甯譯，何光滬校，《神聖的帷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年），頁 1。 
6 同上註，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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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經驗與聖典內容之後，價值觀或倫理規範跟著擺脫了宗教的引領，

這不免讓教會人士心生警惕。 

然而宗教學界早已開始反省：套用自西方一神宗教的二分法，不能

完全解釋人類的信仰行為──尤其是東方的宗教。以中國而言，「神聖—

世俗」的二分對立概念，不但不能貼切解釋「參贊天地萬物」、「天人合

一」的中國宗教特質，尤其不能涵蓋「不依世俗諦，不得第一義」的佛

教觀點。中國儒釋道三家在追求與實踐「更高層次」的生命境界──成

聖、成佛、成仙的同時，向來不以對立或隔絕的心態，來對待現實的人

間世，甚且認為：聖俗只是一體兩面的不同表現。所以當今的宗教學研

究，也就一再地反省而調整了「神聖」的概念。然而無論如何，二元對

立或相提並比則終不可免。7 

更且依佛法而言，神聖從來非源自神秘莫測的「他者」，而是個人

心性的提昇、煩惱的斷除，這是在經驗中可以檢驗的身心狀態。精確而

言，連「神通」都不等於「神聖」，因此「除魅」又何來與「神聖」對

立之「世俗」可言？ 

然而這種「聖」與「俗」二分的觀念，終究帶入了佛教研究學群。

於是，見到某些佛教人士在標榜「入世」之後趨俗、媚世，不作內修，

只顧攀緣，就認為這是佛教「世俗化」的危機，或是擴大打擊面，將「人

間佛教」全然等同於「世俗化」，這實在是對「世俗化」的嚴重曲解。

因為趨俗、媚世來自個人心性的墮落，而非來自其對神秘境界（經理性

思辨或科學驗證之後）的「除魅」。 

                                                 
7 以上宗教學上「神聖」與「世俗」之論述，詳見釋性廣，〈宗教學上「神聖」

的概念與範疇〉，《弘誓雙月刊》53 期（2001 年 10 月），頁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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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人間佛教」之批判與回應 
當今兩股批判「人間佛教」的聲浪包括：一、從宗教學理的「神聖」、

「世俗」二分法，來看待「出世」與「入世」兩種路線。於是從「人間

佛教」的部分負面現象，而更加印證了學理上的「神聖」、「世俗」二分

法，對於走入世、利他路線的「人間佛教」正當性與可行性，提出質疑。

二、隱修者經驗到禪修須遠離人群，因此即使自認是「大乘行人」，依

然認定應以自利為先，未能打下自利基礎，利他必將趨向俗流。 

針對這兩類批判，筆者過往所作的回應，概括有如下四個重點： 

1、就學理而言，聖、俗二分是西方宗教學的問題，在西方宗教中，

言及「神聖」，其指標來自上帝，與「天啟」不符的就是滑向「世俗」。

而東方宗教，尤其在佛法中，向來是「即世間而覺悟」、「佛法不離世間

覺」，強調的是即「俗」而「真」，是「不依世俗諦，不得第一義」，因

此並未把覺悟的「神聖」，與「世間」拉成兩種對立的事物來看待。反

之，佛陀還強調「我不與世間諍」，8是在世間共識的基礎上說法，而非

與世間對抗來顯揚聖義的。 

2、也許「人間佛教」的批評者所指的「世俗化」，是指「庸俗」（vulgar）

或腐敗（corrupt）。然而「庸俗」（vulgar）不等同於「世俗」（secular）

或西方宗教所關切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再者，就現象來看，無論自認為是走修持之路或是濟世之途，都有

可能因煩惱習氣作怪，而滑入庸俗、腐敗，因此無法從路線來決定其神

聖或世俗。筆者曾經在〈當代台灣佛教現象的兩個悖論〉一文中提到： 

有的教派特別標榜「神聖性」，但其事實上的表現，卻未必比強

                                                 
8 求那跋陀羅譯，《雜阿含經》第 37 經，《大正藏》冊 2，頁 8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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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人間性」的教團更趨近神聖，有時反而更犯了他們指責別人

的毛病：淺俗。例如：某個宣稱以「修證」取勝的大道場，因其

財大氣粗、濫剃徒眾，而引起了台灣社會的極度厭憎，讓佛教的

社會聲望一度重挫。何以故？愚意以為：修證原是好事，但一旦

以修證來自我標榜，就可能會出現重大問題。原因是：「神聖性」

一旦成為「賣點」，再益以某些神秘經驗，最能吸納大量的人與

錢；而弔詭的是，由於不屑走入「人間」，於是這豐富的人力與

財力資源，失去了更具意義的出口，往往就揮霍在富麗龐大的殿

堂，窮奢極欲的享受中。長此以往，個人心性與道場風氣，就這

樣掉入了淺俗乃至腐化的泥淖之中，欲振乏力。 

相形之下，走入人間，貼近苦難的人間佛教教團，即使在攝受群

眾的過程中，因為人力與財力的龐大需求，難免有些「先以欲勾

牽」的手法，但總的來說，它們畢竟還是呈現了長江大河的澎湃

氣象，縱使難免夾雜大量泥沙而下，但終究不是涓涓細流所可比

況的。9 

如果認為「人間佛教」這頂帽子會被戴起來藏垢納污，那麼「佛教」

這頂帽子照樣可以戴起來藏垢納污，因此其罪不在「人間佛教」四字。

試問庸俗、腐敗的人事物倘要生存發展，它們會寄生在哪個地方？必定

會寄生在一個具足公信力的詞彙下，因此「佛教」也好，「人間佛教」

也好，當然都會被拿來證成它們的正當性，博得人們的信賴。 

如果純粹看某些自稱「人間佛教」的個人或團體，其作為是庸俗、

                                                 
9 釋昭慧，〈當代台灣佛教現象的兩個悖論〉，《弘誓雙月刊》64 期（2003 年 8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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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的，就以此證明「人間佛教」此路不通，那將忽略了某些非屬「人

間佛教」而標榜純內修的人，在內修時獲得了某些神秘經驗，於是招感

群眾崇拜，獲取權勢與資源。而且這些權勢與資源如果不放在憫念眾

生、濟世利物上，反而很有可能會是腐敗的觸媒。 

例如：什麼是最神聖的？經典最為神聖，它記載著佛陀的言教與身

教，是邁向神聖的指南。可是它竟也可以被用來經懺應赴，導致僧侶的

腐化；禪觀也很神聖，它是轉凡成聖的必修功課，可是也有禪師竟做出

讓人驚訝的庸俗行為──如「蓋全世界最大的寺廟、造全世界最大的佛

像」之類豪言壯舉。 

總之，我們無法依內修或濟世的路線，來確認其必趨庸俗，更不應

混淆「世俗」與「庸俗」的詞彙定義。庸俗、腐敗的宗教現象，必須再

做深刻的分析，而不能據以論斷，其原因在於它欠缺「神聖」的部分。 

3、針對隱修僧的批評：筆者曾用「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方式

來作回應：只有想要「利他」的人，才可以對別人基於善意而作評判與

諫諍。既然標榜「自修」以「利己」，以「利他」事行為不務正業，那

就應該要閉門潛修，眼觀鼻、鼻觀心，哪還有時間對別人的利他行為，

拿來品頭論足呢？當隱修僧對利他行給予指指點點之時，如果不是為了

利他，那就叫作「造口業」，如果是為了利他，那就叫作「自我顛覆」。 

4、若依實證經驗以觀，證嚴法師領導下的慈濟教團，許多慈濟人

在災難救助之時，表現出對生死的無畏，這種損己利他的精神，著實令

人肅然起敬。個人在行菩薩道時也體會到，菩薩道這條路遠非獨善者所

認為的「顧得了利他就無法自顧」，菩薩道行者總是在純然利他的心行

之中，自覺或不自覺地增長了面對境界的堪能性與擇法智慧。 

以上四點，扼要敘明了筆者對「人間佛教」被「聖俗二分」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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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但過往拙著在這些回應中，著重在聖俗詞彙的詮釋分析與佛教現

象的詮釋分析。本論文將進而援引教證，依大乘經教的具體內容，說明

聖俗二分，其實已陷入似是而非的悖論（paradox），「在利他中完成自利」

的菩薩道，確實是可以進行而且達成即俗而真、即凡而聖之至境的。 

四、從《華嚴經》談「不思議解脫」法門 
佛法的核心教理即是「緣起」，根本精神即是「護生」，實踐綱領

即是「中道」。緣起、護生與中道的智慧，不是讓佛弟子把自己封在經

典裡自我滿足，而再也不探頭瞭解外在世界，而是就佛陀與聖者所教授

的「緣起、護生與中道」法義，靈活運用在各自的専業領域裡來大展身

手。這就是接下來要講的主題：「不思議解脫」。 

何以名為「不思議解脫」？因為這種解脫實在太不可思議了。《華

嚴經》裡諸菩薩的種種神妙境界，還有佛陀放種種光，演說種種妙法，

眾生隨類各得其解，忽然間，從十方法界湧出無量無數的諸菩薩眾、天

龍八部，都來聞法，蓮華藏世界重重無盡，種種的佛國土境界，都是不

可思議的高妙境界。這種高來高去的境界，離凡人的境界太遙遠了，有

如科幻小說。其實《華嚴經》對凡夫更大的鼓勵是，它所教導的「不思

議解脫法門」。 

印順導師非常重視《華嚴經》，他在《青年的佛教》一書中，曾經

引用《華嚴經．入法界品》，用語體方式敘述這些精彩的故事，同時也

於《華雨集》中，以若干短文談述《華嚴經》菩薩道的內容。他與日慧

法師都曾經論述《華嚴經》與華嚴宗的不同。 

有了前人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筆者進而發現：《華嚴經》與華嚴

宗的不同在於：《華嚴經》裏「一與一切相即」的種種描述，是指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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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德上的大用，這種出神入化的無礙大用，其基礎不是來自「如來藏」

涵藏萬法功德的原理，而是來自「空性」的法則。在「空性」的印證中，

法法緣生無自性空，故「理事無礙」；在「空性」的力用中，無有自他

隔礙，所以「事事無礙」。 

這個「一切無礙」之妙果如果要往上溯及因地，那就是菩薩行，這

就是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所指「直入大乘」的菩薩行，其不思議解脫境

界，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有生動的描述、具體的呈現。 

《華嚴經》中大都講述佛果莊嚴的微妙境界，惟〈入法界品〉則講

述多種典範的菩薩因行。正如善財所言：「我已先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

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行，修菩薩道？」10於是在文殊菩薩的導

引下，他開始參訪一個個善知識。這些他所參訪的菩薩都有一個特質─

─「從種種門入」，在各種身分與職業中，依其所修、所習專業，達於

出神入化之境地，以此助益眾生。他們直以各種角色在各行各業中得到

甚深「三昧」。 

釋性廣於此解析：菩薩發心廣大，願深行切，為何所學定力為「三

昧」而非「禪那」？而所修行法特別舉稱為「三昧法門」？原來「禪那」

定力屬於不與眼、耳、鼻、舌、身等共起的色界定心，其專注力雖然單

一而強大，然而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投入利生事業的菩薩行，是不合用

的定力，也是不可能生起的定力。反觀通於欲界定心的「三昧」定力，重

視的是將心念的專注力，投入於所從事的利生行業中，這種不廢利生事行，

於利生中增長定力的菩薩定學，即是大乘三昧的精神與殊勝所在。11 

                                                 
10 三藏般若譯，《大方廣佛華嚴經》40 卷本，《大正藏》冊 10，頁 876 中；或

80 卷本卷 60，《大正藏》冊 10，頁 333 下。 
11 釋性廣，〈智顗大師圓頓止觀特色之研究〉，《第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



 

                   當代台灣佛教的聖俗悖論──直入大乘與迴入大乘的經證與宗義 

 
 

 

 51 

「三昧」（samādhi）是「心一境性」，心繫一境而不作它緣，是即三

昧。它有定位、散位的差別，並不純然都在甚深定中。因此「不修禪定，

不斷煩惱」，並不表示菩薩毫無定力、煩惱深重，而是菩薩以利生事行

而得三昧，由於心念繫緣眾生而非繫緣自己，因此雖未專心致力以斷己

身煩惱，卻因護生念切而煩惱稀薄。 

《華嚴經》極富代表性，它明確展現另一條解脫路徑：走這條菩薩

道，並不必然要先從甚深禪定而得到自利，然後由定發慧，三學成就之

後再利濟世間。反倒是直接在各行各業的領域中，依於先前所發的菩提

心，將目標鎖定在成就菩提，在與菩提心相應的前提下，任何技藝對他

而言，都可能拿來奉獻眾生、幫助眾生。而他在這門技藝中也不斷地精

益求精而達出神入化。其精益求精也不是為了自己的名聞利養，只是為

了令眾生更得饒益，這種無所求而不斷付出的整個過程，竟就如此不可

思議地達到了解脫境地。 

「不思議解脫法門」，為何要加一「不思議」以形容其解脫？原來，

「一多相即」、「妙華莊嚴」的佛果境界確實難思難議。再者，這方法也

畢竟不可思議，因為它與傳統解脫道的「三學增上」路徑（依戒生定，

依定發慧）迥然不同，也與「少事少業，少希望住」12的二乘風格迥異。

這種不廢治生事業，憫念眾生而服務眾生的路徑與風格，遠非二乘行人

所能思議，卻依然可以達到身心的清涼、安穩、自在、解脫，故名「不

                                                                                                                   
實踐」論壇論文集》（桃園：弘誓文教基金會，2010 年 4 月），頁 18。 

12 《瑜伽師地論》卷 41：「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奈耶中，為令聲聞少事少業，

少悕望住，建立遮罪，制諸聲聞令不造作。於中菩薩與諸聲聞不應等學，何

以故？以諸聲聞自利為勝，不顧利他，於利他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可

名為妙。非諸菩薩利他為勝，不顧自利，於利他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得

名為妙。」（《大正藏》冊 30，頁 51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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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議解脫」。 

因此，那些隱遁僧冷嘲熱諷的人間佛教，其「直入大乘」之路徑，

其實確乎是有經教依據的。 

那些攻擊人間佛教，認為必須先內修成就，然後才能展開外弘，把

自利與利生分成兩橛的，筆者過往的破斥論證，除了《中論》「二諦」

說之外，比較常用的是現況的實證法，以慈濟人及筆者個人親見的事證

為例，來說明此一路徑之無限風光。 

若再印證《阿含》經教，不難體會：倘若只專注於覺知自己的種種

苦迫，那麼在覺知身心無常、苦、空、無我的真相之時，必然會生厭、

離欲，而趨向寂滅涅槃。然而這難免已將生死與涅槃，看作相互隔閡的

兩橛，因此「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哪有心

思照顧餘人、餘事？ 

但菩薩卻無法忍受這種侷限。他們在長遠時劫的生死流轉之中，深

深體會得有情「眾苦煎迫」，因為他們不祇關切自己的處境，念茲在茲

的是：如何令其他眾生離苦得樂？這使得菩薩同樣在自我超越的證道途

中，不祇採取「面對生命實相」的方法，而是投入生死洪流以濟拔眾生，

在一次又一次捨己利他的事行之中，超越自我而得證無上正覺。這就是

《大方廣佛華嚴經》的「不思議解脫」。 

原來，菩薩志在令眾生離苦得樂，因此以圓滿而最極清淨的佛果與

佛土作為理想目標，然後發心修菩薩行，成就不思議的莊嚴佛果與圓滿

佛土。更重要的是，這種「緣眾生苦而超越於苦」的方法，與二乘「觀自

身苦而契入涅槃」的解脫門，呈現了迥然不同的特色。如此忘己利他，竟

能達到解脫，實屬不可思議。如是因導致如是果，正是因地的不可思議

心行，才能引生果德的不可思議境界──「一多相即」的種種佛果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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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依《華嚴經》另外三品內容，分三點以敘明其入不思議解脫

門的方法。 

（一）〈淨行品〉：修清淨行 

依《華嚴經》以觀佛果德，確乎不可思議，就因地來說，〈入法界

品〉的善知識未臻佛位，也已展現了不可思議的微妙境地，他們大都一

門深入，卻能夠展現濟世利民的大機大用。問題是，這種種不思議解脫

境界談何容易！初學菩薩在起步階段應該如何下手？ 

在《華嚴經》〈淨行品〉中，正是為初學菩薩講授平淺易行且不離

日常生活的方法。無論在家還是出家，日常生活中面對一切人事物，都

可作為修行的機會，而不會將修行與生活、修行與工作分作兩橛。那就

是，運用聯想法，遇境逢緣即為普利眾生而發願──「當願眾生」，願

眾生離痛苦、離煩惱、離罪惡，願眾生修善法、向佛道、證法身。這個

階段的修學，呈現了菩薩「悲願增上」的特色，隨時隨地都不離眾生而

發願。 

為普利眾生而事事發願，在發願過程中運用的是聯想法──儘其可

能地聯想到此諸生活瑣事與偉大佛道的關聯性，例如：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孝事父母，當願眾

生，善事於佛，護養一切；妻子集會，當願眾生，怨親平等，永

離貪著；若得五欲，當願眾生，拔除欲箭，究竟安隱。…… 

若入堂宇，當願眾生，昇無上，安住不動；若敷床座，當願眾生，

開敷善法，見真實相；正身端坐，當願眾生，坐菩提座，心無所

著；結跏趺坐，當願眾生，善根堅固，得不動地。…… 

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以水洗面，當願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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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手執錫杖，當願眾生，設大施會，示

如實道；執持應器，當願眾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13 

以上經文包括在家、由在家而出家，以及業已出家的菩薩，所修學

的種種初業，具體地為初學菩薩，提供了無時、無處不可修行的好方法。

因地中念念繫諸眾生，祈願眾生離苦得樂，因此將心習慣性地「迴自向

他」。文殊菩薩說：倘若諸菩薩如是用心，將獲一切勝妙功德。一切世

間，諸天、魔、梵、沙門、婆羅門、乾闥婆、阿脩羅等，及以一切聲聞

緣覺，所不能動。14何以堅決如此而不為所動？簡單地說：即是忘己利

人的道德習慣業已養成，任何人天福樂或二乘解脫的誘因，都不能讓他

的心志有所傾動。 

（二）〈梵行品〉：修無住行 

若說〈淨行品〉是在生活事行之中，訓練自己顧念眾生、祝願眾生

的生命慣性，那麼〈梵行品〉則顯然是更上層樓，專指出家菩薩如何淨

念相續以修習梵行。前者是悲心增上的基礎訓練，後者則是智慧增上的

深入觀照，這就是法空慧相應的進階訓練。如此才順乎《華嚴經》的宗

旨──在空性的基礎上言「一多相即」，而絕非在如來藏的基礎上。以

下但舉所緣「十法」中的身、語、意為例，以明其修學要領： 

爾時正念天子白法慧菩薩言：「佛子，一切世界諸菩薩眾，依如來

教染衣出家，云何而得梵行清淨，從菩薩位，逮於無上菩提之道？ 

                                                 
13 罽賓國‧三藏般若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大正藏》冊 10，頁 70 上-

下。 
14 以上〈淨行品〉所有初業菩薩功課，摘自《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大正

藏》冊 10，頁 70 上-7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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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慧菩薩言：佛子，菩薩摩訶薩修梵行時，應以十法而為所緣，

作意觀察：所謂：身、身業、語、語業、意、意業、佛、法、僧、

戒。應如是觀：為身是梵行耶？乃至戒是梵行耶？……如是觀

已，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來未

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不移動，彼世不改變。

此中何法，名為梵行？梵行從何處來？誰之所有？體為是誰？由

誰而作？為是有？為是無？為是色？為非色？為是受？為非

受？為是想？為非想？為是行？為非行？為是識？為非識？如

是觀察：梵行法不可得故，三世法皆空寂故，意無取著故，心無

障礙故，所行無二故，方便自在故，受無相法故，觀無相法故，

知佛法平等故，具一切佛法故，如是名為清淨梵行。15 

由十法觀空的「因」而得事事無礙的「果」，這個「果」就是佛陀

的十力，依梵行的無所執著而得佛果的無所障礙。總之，因果相契，「果」

上的種種不可思議境，必定來自「因」中的種種不可思議行。 

此中「十力」（梵 daśa balāni），即十種智力。此十力唯如來具足之，

故名「如來十力」，即佛十八不共法中之十種。又作「十神力」。謂如來

證得實相之智，了達一切，無能壞，無能勝，故稱為力。十力即： 

1、處非處智力，處，謂道理。謂如來於一切因緣果報審實能知：

如作善業，即知定得樂報，稱為知是處；若作惡業，得受樂報無有是處，

稱為知非處。如是種種，皆悉遍知。 

2、過現未來業報智力，又作業異熟智力。謂如來於一切眾生過去、

未來、現在三世業緣果報生處，皆悉遍知。 
                                                 

15 罽賓國‧三藏般若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大正藏》冊 10，頁 88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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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諸禪解脫三昧智力，謂如來於諸禪定自在無礙，其淺深次第如

實遍知。 

4、諸根勝劣智力，謂如來於諸眾生根性勝劣、得果大小皆實遍知。 

5、種種解智力，又作種種勝解智力，謂如來於諸眾生種種欲樂善

惡不同，如實遍知。 

6、種種界智力，又作知性智力，謂如來於世間眾生種種界分不同，

如實遍知。 

7、一切至處道智力，又作遍趣行智力、至處道力。謂如來於六道

有漏行所至處、涅槃無漏行所至處如實遍知。 

8、天眼無礙智力，又作死生智力、宿住生死智力，謂如來藉天眼，

如實了知眾生死生之時與未來生之善惡趣，乃至美醜貧富等善惡業緣。 

9、宿命無礙智力，又作宿住隨念智力，即如實了知過去世種種事

之力；如來於種種宿命，一世乃至百千萬世，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

生彼，死彼生此，姓名飲食、苦樂壽命，如實遍知。 

10、永斷習氣智力，又作漏盡智力、結盡力、漏盡力。謂如來於一

切惑餘習氣分永斷不生，如實遍知。 

顯然，菩薩梵行成就，是以身、語、意及三業，乃至四不壞淨之十

法為所緣，洞觀諸法之空寂、無相而無所住，故能得證如實遍知的「如

來十力」以濟助眾生。 

（三）〈問明品〉：證無礙果 

如此深觀空、無相法的菩薩修行，在《華嚴經》諸品之中，反覆述

明。特別是在第十〈問明品〉中，藉文殊菩薩向九位菩薩一一問難，而

讓九位菩薩本諸「性空無礙」的甚深慧悟，而從心、佛、眾生的各個角

度，作了深度的解答。是為依初業淨行、無住梵行，進而獲證之諸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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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無礙果。以下摘述〈問明品〉部分內容，以明此中究竟云何「無礙」： 

爾時文殊師利菩薩問覺首菩薩言：「佛子，心性是一，云何見有

種種差別──所謂往善趣惡趣、諸根滿缺、受生同異、端正醜陋、

苦樂不同。業不知心，心不知業，受不知報，報不知受，心不知

受，受不知心，因不知緣，緣不知因，智不知境，境不知智？」 

時覺首菩薩，以頌答曰： 

仁今問是義，為曉悟群蒙，我如其性答，惟仁應諦聽。 

諸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切，各各不相知。 

譬如河中水，湍流競奔逝，各各不相知，諸法亦如是。 

亦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不相知，諸法亦如是。 

又如長風起，遇物咸鼓扇，各各不相知，諸法亦如是。 

又如眾地界，展轉因依住，各各不相知，諸法亦如是。 

眼耳鼻舌身，心意諸情根，以此常流轉，而無能轉者。 

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是中無能現，亦無所現物。 

眼耳鼻舌身，心意諸情根，一切空無性，妄心分別有。 

如理而觀察，一切皆無性，法眼不思議，此見非顛倒。 

若實若不實，若妄若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有假言說。16 

唯識學派將涅槃分為四種，即「本來自性清淨涅槃、有餘依涅槃、

無餘依涅槃、無住處涅槃」。17其中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是聲聞解脫

                                                 
16 以上所述，詳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大正藏》冊 10，頁 66 上-69 中。 
17 如《成唯識論》卷 10 云：「涅槃義別略有四種：一、本來自性清淨涅槃：謂

一切法相真如理。雖有客染而本性淨，具無數量微妙功德，無生無滅，湛若

虛空；一切有情平等共有，與一切法不一不異，離一切相、一切分別，尋思

路絕，名言道斷，唯真聖者自內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二、有餘依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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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至於本來自性清淨涅槃，即是一切法的寂滅性，亦即法性、真如。

無住處涅槃，即指既能圓滿六度功德，遠離煩惱、所知二障，不滯留於

迷妄生死之境，又依信願、慈悲、智慧而投入生死洪流以濟度有情，不

滯留於涅槃寂境之境。 

印順導師在〈佛教之涅槃觀〉一文中，從「體證的相性一味」與「修

持的悲願無盡」兩個面向論述聲聞佛教與大乘佛教涅槃觀的異同： 

第一、約體證的現（相）實（性）一味說︰證入法性平等時，離一

切相。所以說︰「慧眼於一切法都無所見。」聲聞學者依此而有生死涅

槃差別論、性相差別論。但大乘修學者在證入一切法性時，雖亦離一切

相，但亦證知一切如幻事相，宛然呈現。是為「空有無礙」，故云︰「慧

眼無所見而無所不見。」大乘學者依此性空中道見，而有性相不二論、

生死涅槃無差別論。指出佛陀是不厭生死，不著涅槃，故安住於「無住

涅槃」。 

第二、約修持的悲願無盡說︰聲聞學者之所以證入涅槃，除了但證

空性，不見中道而外，也因為他們在修持時，缺乏了深廣的慈悲心。菩

薩在修行的過程中，有大慈悲，有大願力，發心救度一切眾生。所以自

己證悟了，還是不斷地救度眾生。由於菩薩悲願力的熏發，到了成佛，

依然因其度生無盡的悲願，形成不動本際而起妙用的動力，無盡期地救

度眾生。但圓滿成佛以後，救度眾生，不再像眾生一樣，救此就不救彼，

在彼就不在此。佛的涅槃，是無在無不在的，是隨眾生的善根力所感而

                                                                                                                   
槃：謂即真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

無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眾苦永寂，故名涅

槃。四、無住處涅槃：謂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若常所輔翼，由斯不住

生死、涅槃，利樂有情，窮未來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切有情皆有初

一；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大正藏》冊 31，頁 5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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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應化的──現身、說法等。佛涅槃是有感必應，自然起用，不用作意

與功力的。18 

在此可舉觀世音菩薩為例：菩薩德號為觀世音，又譯「觀自在」（梵

Avalokiteśvara），以其慈悲救濟眾生之本願故，凡遇難眾生誦念其名號，

菩薩即時觀其音聲而前往拯救，故名「觀世音」。又因其於理事無礙、

事事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又名「觀自在」。眾生苦難無盡，菩薩悲願

無窮，試問：汲汲奔忙於度眾濟世的道途，這樣的人生，投入固然是投

入矣，又怎可能得大自在？原理很簡單，越是「無我」的人，就越是自

在。正因菩薩於一切時忘我利他，因此不會憂讒畏譏，患得患失，反倒

在一次又一次忘我利他的事行之中，放下自我而得大自在。 

本文所述「不思議解脫」，依《華嚴經》為教證，以此教證回應那

些對「人間佛教」所提出的質疑。這是一條可行之路，而且名為「不思

議解脫法門」。除非否認《華嚴經》所述內容，否則不能說只有「要先

自修，然後利他」為唯一正確途徑。此一法門自初修淨行至進修梵行，

並未將自修和利他割成兩橛，在利他的每一個當下，就在修行。 

五、天台智者的「真」、「俗」觀 
以上是有關教證的問題，由此延伸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天台智者的

「不思議境」。從智者上溯慧文、慧思，慧文已經引用《中論》──「眾

因緣生法 我說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19 

「中道」在中觀學的意涵是「不落二邊」，尤以「八不中道」最為

                                                 
18 釋印順，〈佛教之涅槃觀〉，《學佛三要》（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年 10 月），

頁 231-233。 
19 姚秦‧鳩摩羅什譯，《中論》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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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此「中道」義，可以上溯《雜阿含經》中〈佛為迦旃延所說經〉。

筆者在這方面有專文論述，20茲不贅言。到智者時，由《中論》的「二

諦」擴編為「三諦」（三重真理），即「空諦、假諦、中諦」。要印證這

樣的三重真理，必須有三種層次的觀照──「空觀、假觀、中觀」。 

「三諦」說是天台學的新猷，姑不論它已與原出處《中論》的「二

諦」說，出現距離。令人好奇的是，其中「中諦」到底是什麼？智者為

什麼要建立第三諦？對應於「三諦」來看「三觀」，修行者必須先有「空

觀」（從假入空觀）的基礎，否則就不能照見法法性空的「空諦」，也就

不能進一步依「假觀」（從空出假觀）而得「假諦」──「見一切法現空

如幻」，而有可能把法法認作是實有其相，而在其中依其情見、煩惱，

而與境界糾纏不清。 

菩薩依三種「觀」得三種「智」：依「空觀」而得「一切智」、依「假

觀」而得「道種智」，依「中觀」而得「一切種智」。在智者的意境裏，

起步是要先修「空觀」，然後再修「假觀」，最後才契入「中觀」──中

道第一義諦觀，一定要先具足空性的基礎，才能夠「從空出假」做利世

濟民之用。接著還要不落二邊而「雙遮空假」、平衡兩端而「雙照空假」，

方為中道第一義諦觀。 

就智者而言，這也與他的學思歷程相符，因為他本身是位禪者，在

禪觀的意境中，先已有相當豐厚的自利基礎，然後起而修六度利他行。

在利他行的過程中，覺知自己的不足，於是又返回天台潛修，潛修畢又

下山度眾。 

                                                 
20 釋昭慧，〈論《阿含經》「中道」義——原始佛教「中道」論研究（之一）〉，《第

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論壇論文集》（桃園：弘誓文教基金會，

2010 年 4 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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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是一位大乘行者，這是殆無疑義的，他並非依五蘊無常而生「厭

離心」，反倒是依《法華經》教，而於一大乘法深生信願。但是從他個

人禪觀修學與講述的內容來看，他還是會強調：1、修道次第，一定要

先「從假而入空」，具足「空性慧」；2、要具足「空性慧」，又必須修學

禪觀；3、依禪觀修學而有了「空性慧」，再「從空出假」而兼修「六度」。 

他個人在兼修「六度」的過程中，也發現到真、俗兼顧是不簡單的。

專心致力修持禪觀，就顧不到兼修「六度」的大業；要廣度眾生，又因

法務繁重而無法兼顧禪觀修持。所以，在他臨終時，就清楚地向弟子們

說：「吾不領眾，必淨六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位耳！」21就是因為多

度弟子，領眾的緣故，所以未能清淨六根，為他損己。釋性廣認為； 

大乘菩薩道之特德，正在「但願眾生得離苦，不為自己求安樂」

的精神，如果度眾生就會妨礙（個人止觀）道業的進步，那麼，

倘若不是圓教修行思想自身有所矛盾，就是智顗的菩薩行思想，

與「寓自利於利他」，「即此利生法門得不思議解脫境界」的大乘

佛教真精神，依然有所距離。22 

這是智者生命中的實證經驗，真俗二者要達到平衡，實非易事。他

會立第三觀、談第三諦，不是沒有道理的。因為他的實修經驗就是：「從

假入空」是一個過程，「從空出假」又是另一個過程。只是「從假入空」

或「從空出假」，不是重在「真諦」就是重在「俗諦」，那麼，如何能夠

達到「真俗無礙」呢？那是第三個過程：於「空」與「假」能作到「雙

遮」（不落二邊的但中），更進而「雙照」（兼具二諦的圓中），那即是中

                                                 
21 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卷 1，《大正藏》冊 50，頁 196 中。 
22 釋性廣，〈智顗大師圓頓止觀特色之研究〉，《第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

實踐」論壇論文集》（桃園：弘誓文教基金會，2010 年 4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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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第一義諦的至境，「依中觀而得中諦」，其觀照方纔是「中道第一義諦

觀」，依此方纔證得「一切種智」。因此，修道過程中必是由真俗偏重的

過渡階段，達到雙遮雙照的平衡境地。由此以觀，立第三觀與第三諦，

在天台教觀的工夫論而言，亦屬勢所必然。 

六、結語 
總上所述，同樣是志在大乘行，可是確實有兩條路線： 

第一、是如同《華嚴經》〈入法界品〉諸善知識的生命風光，即依

法法緣生性空的智慧、於佛果德而起仰信之願心，以及不捨眾生的慈

悲，以此三要門而直入大乘。這樣的路徑，確實是「不修深禪定，不斷

微細惑」，修行重點不是念茲在茲以獲致甚深禪定，再依定發慧以斷除

煩惱。但它依然是大乘修行途徑，是為「不思議解脫」法門。 

第二、是專心致志於禪修者的生命經驗，他們在實修過程中，必然

深深感覺：禪修需要的是遠離群眾，止息外緣，度眾則須接近群眾，照

顧眾緣。「顧此失彼」，而且「從假入空觀」倘不具足，如何能修「從空

出假觀」？如何能不陷入在情見煩惱之中？ 

這種人並不否認菩薩道的偉大、佛菩提的究竟，但是他們總是陷入

這樣的兩難課題中，所以即便如智者那樣，有甚深禪觀基礎，依然認定

「度眾」是在「損己利他」，而非在度眾同時即自他兼利。 

顯然，這是大乘修行的二途。大乘原即依根性意樂而有兩種行人──

直入大乘與迴入大乘。兩種都有其價值，但後者大可不必非議前者，認

定對方必將庸俗、腐敗，認定自己才能證得聖位。 

即就解脫道以觀，解脫道中也有這兩種根性的修行人：一類重視深

禪定，認為從深禪定方能啟發智慧；另一類如〈須深經〉中所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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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禪八定的功夫，卻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慧解脫阿羅漢」。23 

無論解脫道還是菩薩道，一直都有這兩種類型的修行人。好樂禪修

而強調深定的行人，即使要行菩薩道，依然會認定，必須要先修萬緣放

下的利己行，事緣繁重是不能得道的；套句天台學的說法，即令要達致

真俗無礙的中道第一義諦境地，也得先息心諸緣，「從假入空」而達體真

止。但他們忽略了，就有一種修行人，不修深禪定，而繫緣諸有情，為

利樂有情而運心於諸利生事行，得種種三昧。這是「直入大乘」的菩薩

典範，絕非他們所想像的庸俗、腐敗之輩，且彼等即俗而真，真俗無礙，

長趨直入於佛果莊嚴的神聖境地，絕非「聖俗二分」下的凡俗鄙夫呢！ 

蓮花出於汙泥之上，無汙泥不足以綻放蓮朵。而聖證解脫，就根植

於惑、業、苦的俗世之中。聖俗二分，則其連繫亦付之闕如，勢將無法

即俗而真，即凡而聖。將西方聖俗觀硬生生套到東方的佛教，拿來品評

人間佛教，這不但隔靴騷癢，罔顧「即俗而真，即凡而聖」的教證，而

且完全無視古往今來直入大乘者的菩薩作略與豐碩成果。況且在品評別

人的當下，其舉心動念是聖是俗？是利己還是利他？這都是詰責「人間

佛教」等同「世俗化」、等同「庸俗、腐敗」者，所須面對的無比尷尬，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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