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人間佛教」思想是當今大陸和港臺漢傳佛教界一致推崇的現代佛教理念，但是對它的理

解和詮釋卻是最多元、最歧異的。要想釐清其中的頭緒，需要我們超越現有的文本的詮釋模式，

去挖掘人物思想背後的元問題，即印順法師當時心中的疑惑是什麼？他怎樣思考？以及他的結

論。只有順著這個脈搏，我們才能理解他的思想，並對他所做努力的當代意義給予正確的評價。

根據這個思路，全書提出印順法師一生中曾發生過三次重大的跨越：第一次是在與其他宗

教的對比中發現了佛教的與眾不同，從而皈依了佛門；第二次則是通過閱藏抉擇出了純正的佛法，

並發現了中國現實佛教中各種問題背後的原因──對純正佛法的背離，因此他沒有特宏傳統的

某一宗派，而是構建了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人間佛教」體系；第三次，應該是試圖以他的「人

間佛教」思想去扭轉中國佛教的面貌，更一步地，從淨化人心開始，逐步進到社會的真正進步，

最終實現宇宙的莊嚴清淨。其中，前兩次跨越對治的問題明確，答案亦十分精彩。但是第三次

的跨越只是抬起了一隻腳，結局如何，全看其繼承者能否切實地解決他遺留給我們的真問題。

至於「人間佛教」的解讀，本書採用了幾個分析問題的框架，通過它對東西方宗教哲學的

細微差別嘗試著做出了一些界定，同時，亦將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置於這個框架之中，突出強

調了緣起性空、人、踐行等幾個方面，以期把「人間佛教」思想的核心理念完整、清晰地呈現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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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生存危機，全社會各階層人士或早

或晚、或主動或被動，都參與到了這場巨大的現代性變革當中，佛教界也不

例外。從微觀的層面看，與佛教有關的各個參與者都在做著各種各樣的調試，

以應對當時的挑戰：政府的宗教政策從廟產興學，到宗教信仰自由；居士群

體從過去附屬的地位，到引領了佛教教育、學術的改革，對淨土宗、藏傳佛

教的興盛亦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而佛教僧眾內部，更是展示了不同的風貌，

堅持傳統的、立意求新的，都在當時留下了重重的一筆，至今仍有餘響。從

宏觀的層面看，佛教義理過去曾促進了宋明理學的發展，經過明清兩代，儒

釋道思想進一步融合，成為中國正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思想體系亦

面臨著西學的嚴重衝擊，一代一代先進的知識分子在現代性的轉型過程中進

行了多種的嘗試，從建立孔教、到在佛教中尋找現代性資源，從「中體西用」

到接受馬克思主義，這中間的變化更是深刻地塑造了現代中國的形象。 

在這一歷史洪流中，有一位僧人也進行了一次最深刻的思考。從微觀層

面看，他也許只是為了解脫個人的煩惱，但從宏觀層面看，他的努力未嘗不

是為了拯救當時衰亡的舊中國，他用佛教思想作為武器，對西方神我的思想

進行了徹底的否定，為大眾展示了「人間佛教」的救世方案，他就是印順法

師。進入 21世紀以後，隨著兩岸三地佛教界交流的熱絡，印順法師的名字開

始引起了大陸學界的注意，2009 年，中華書局也出版了《印順法師佛學著作

全集》（全二十三卷），從資料上解決了研究的瓶頸。 

對於宗教研究來說，立群可以說是半路出家，但因他有著豐富的社會經

驗，平時亦肯動腦筋思考有關問題，因此他能從一種社會學的眼光去認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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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佛教界出現的一些問題。在本書緒論中，他介紹了自己參加的幾次佛學

夏令營的情況，顯示出他跳出書本的侷限，試圖從現實角度發現佛教各種問

題的思路。對於印順法師的分析，立群能夠從問題出發――印順法師為什麼

出家？研究佛法的目的為何？――去追尋他的思路歷程，並做出印順法師的

一生出現過三次重大跨越的論斷：第一次跨越給自己空虛心靈的解脫找到了

答案，第二次跨越給近代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給出了一個解釋，而第三次的

跨越尚未完成——印順法師繼太虛大師之後豐富了「人間佛教」的理念，但

沒有把它更加系統地具體落實。立群由此總結說，印順法師的支持者應在這

方面做出更為艱巨的努力才是對他最好的繼承，這個結論是可以得出的。 

由於涉獵廣泛，立群在方法論上亦有自己獨到的堅持，他以哲學的二元

對立體系為架構，分析印順法師抉擇基督教、道家、儒家思想的異同，並用

這一架構理解印順法師對緣起性空、中觀、三法印、「人間佛教」等核心意

涵的解釋，特別強調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不是二元思維的本體論，並以此作

為印順法師判斷勝義諦與世俗諦的標準，這個結論清晰而明確，確實比一般

只是摘編復述或粗暴批判印順法師觀點的論文有質感。另外，立群亦以這個

架構區分教界研究與學界研究的異同，並把印順法師的研究方法界定為傳統

經學與現代史學的混合型，這對釐清印順法師的論述風格也是有幫助的。 

當然，印順法師的研究不會僅僅適用一種模式，我希望這部著作能夠對

這一研究提供有建設性的方案。 

我應惠空法師之約撰寫的《佛教現代化的探索與實踐：印順法師傳》

2008 年由臺中慈光寺出版後，很想進一步深化對「人間佛教」的理論分析。

但限於精力，沒有及時完成這一研究工作。立群 2010 年到中央民族大學跟我

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他已浸潤佛學研究多年，對當代佛教有較多的思考。

在跟立群交流的過程中，他欣然接受這一選題作為他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方

向。論文完成後，受到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一致好評。但因各種原因

未能及時出版。得知此作即將付梓，欣喜之餘，樂為之序。 

劉成有 

2021 年 8 月 2 日於中央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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