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探索青年印順法師的思想 
侯  坤  宏* 

 
2010年7月間，筆者為研究民國

佛教史，翻閱民國20–30年間出版的
《現代僧伽》及《現代佛教》雜誌，
1發現了幾篇印順法師寫的文章，這
幾篇被遺忘的「早年習作」，未收入
《妙雲集》、《華雨集》或《永光集》
中，雖然印順法師在第二次結集（第
一次是《妙雲集》）自己的著作——
《華雨集》時說：  

我的寫作，到此為止。過去講說
而沒有記錄的（留有錄音帶）；早年
不成熟的作品而沒有編入的；也有沒
有找到的。總之，《華雨集》所沒有
編集的，就是我所不要保留的，無論
說得對與不對，都不再是我的了，如
舊物而已被丟棄了一樣。2 

但，居於「求全求備」的角度，
我們如果能將印順法師「早年不成熟
的」，或者是「沒有找到的」作品蒐
集齊全，並就其內容與特色加以分
析，對於了解「印順思想」的全貌，
應該是有所幫助的。 

印順法師這幾篇早年作品，依發
表時間先後，分別是：1、〈論不立
文字〉，《現代僧伽》4卷4期，民國
20年12月10日；2、〈抉擇三時教〉，
《現代佛教》1卷1期，民國21年1月；
3、〈共不共四句的研究〉，《現代
佛教》5卷2期，民國21年2月10日；4、
〈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究〉，《現
代佛教》5卷3期，民國21年3月10日；
5、〈理想中的偶像——耶穌〉，《現
代佛教》5卷5期，民國21年5月10日；
6、〈真實論〉，《現代佛教》5卷8、
9、10期合刊，民國22年4月10日；7、
〈吉藏大師的法華觀〉，發表時地同
〈真實論〉。 

我們如何看待這幾篇文章？這
幾篇文章在印順法師畢生著作中的
地位如何？這些文章與其後寫的作
品 有 何 聯 結 ？ 在 解 答 這 些 問 題 之
前，有兩個關於印順法師生平的「時
間點」得先提出來說。一是他出家的
時間，二是他完成閱藏的時間。印順
法師是在民國19年10月11日（1930，
25歲時）在普陀山福泉庵依止清念和
尚出家，3民國25年秋（1936年，31
歲）在普陀山佛頂山完成全藏之閱

讀。4從他出家到閱完全藏，前後有6
年時間，由上列7篇作品出版時間看
來，我們可以確定，這幾篇文章都是
在他閱藏之前寫的，也就是在出家後
不久寫的，這些文章可以視為他的
「早年習作」。雖然說閱藏常為「趕
進度」，且在缺乏問題意識情形下，
進行大量閱讀，難以深入體會經論奧
義；但閱藏對全體佛法之掌握與了
解，還是有很大的助益，對打開眼界
與心量格局上，也是一種很好的訓
練。  

為了解印順法師寫這幾篇文章
的時代背景，有必要說明一下他在這
段期間的經歷。民國20年2月（26歲
時），他到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
院，第二學期插入甲班，但暑期考試
還未終了就病倒，8月初，代院長大
醒 法 師 要 他 去 鼓 山 湧 泉 佛 學 院 教
課。民國21年上學期，大醒法師要他
為甲班同學講課。5據印順法師自
述，民國20年，是他寫作開始的一
年。在上學期，寫了〈抉擇三時教〉、
〈共不共之研究〉；下學期，在福州
鼓山湧泉寺，寫〈評破守培上人「讀
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6〈抉
擇三時教〉在印順法師的自傳中沒有
被遺漏，〈共不共之研究〉在剛發表
時題為〈共不共四句的研究〉，他如
〈論不立文字〉、〈理想中的偶像——
耶穌〉、〈真實論〉、〈三論宗二諦
與中道之研究〉、〈吉藏大師的法華
觀〉等篇，都被遺忘（漏）了！以下
先介紹被遺漏的幾篇文章之主要內
容，並就其與後來印順法師著作之關
聯性略加論述，以了解一代佛學大師
早年（「青年印順」）思想之一般。 

一、〈論不立文字〉：民國20
年10月1日寫於福州鼓山佛學院，發
表於當年12月10日出刊之《現代僧
伽》4卷4期。這篇是印順法師最早發
表的文章，依筆者理解，印順法師寫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破斥中國禪宗末
流忽視文字之非。他在文中批評說： 

更有進者，悟所證（不落言詮）
為能證，妄執不立文字，默然終日，
自謂禪宗正旨。卑學為教下，唯語錄
之是崇；哂戒律為小行，而清規之是
尚；上智不敢非，下智不敢議，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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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華數十萬僧伽，盡陷於迷信啞羊
之流，罪其誰歸！7 

印順法師因「觀此邪執，烏敢緘
默」，乃「本聖教正理，斥其『不立
文字』之非，而摧其貢高我慢之執」。
最可痛者是，禪家常執文字相，不了
文字當體即空，動輒言最上一乘不立
文字，「是欲使佛法陵夷，僧伽成啞
羊而已！」他進一步批評説： 

三藏經論，不必深究，諸祖語
錄，不可不讀；不知禪和子用意也何
在？弟子欲求學，強以坐香而誤之，
不離文字以毒之；青年失學，老大庸
劣，僧格墮落，世人清毀；其罪也誰
負？8 

印順法師認為，禪宗末流「僅知
文 章 之 為 文 字 ， 不 知 六 塵 皆 文 字
相」，「性、相、台、賢，尚罕見此」
邪執，故應斥之。「時至今日，佛法
衰微，瞎修盲參，比比皆是；廢棄義
學，罔知教理」。印順法師為治此邪
執，文中最後強調：「佛法妙玄，文
字能通；解理起修，因行證果；闡佛
法之光明，以文事而作佛事。」9 

印順法師在民國57年出版的〈談
入世與佛學〉一文中，10他將佛學分
成二類：一是重知識的甲型，二是重
經驗的乙型。前者重視知識，尊重客
觀立場的研究，屬於「智增上」型。
後者著重經驗，略於事相分別，重於
行果之發揚，偏向「信增上」。印順
法師自己是重知識的甲型，傾向於客
觀的研究者。他認為，中國佛教的衰
落，不僅是空疏簡陋，懶於思惟，且
高談玄理，漠視事實；輕視知識，厭
惡理論，致陷於籠統混沌境界。11「中
國佛教特重於行，義學且廢；義學
衰，而重行之佛法亦衰。」12以撐持
中國佛教千餘年的禪宗為例，雖曾經
隆盛到極點，但因禪者專重向上，專
重直觀，輕視嚴密義學，遂使中國佛
教從平淡而貧乏，由貧乏而衰落，禪
宗也就失去開創時代的活力與創新
精神，變成叢林祖制的保守者而已。
13禪宗之衰，因輕義學，「不立文字」
是義學衰之主要原因，可見印順法師
在出家不久就看出中國佛教衰弱的
主要癥結。印順法師是學問僧，畢生
精力完成集中在研究義理上，由「青
年印順」最早寫的這篇〈論不立文
字〉，對照他後日對中國佛教（或禪
宗）的批判，前後思想脈絡頗為一
致。 

二、〈理想中的偶像——耶穌〉：
這是印順法師最早寫的評論基督教
的文章。印順法師在宗教信仰的抉擇
上，並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佛教，而是
經過一番徬徨時期，在選擇佛教之
前，他曾讀過仙經，進過同善社，也
學過靈子術與催眠術，「對於神道教
的仰信，暗中摸索了兩三年」，「出
入老、莊、孔、孟，有四五年之久」，
後經朋友介紹，才接觸到基督教，並
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說： 

我研讀《新舊約》，閱覽《真光》、
《靈光》、《基督徒》等雜誌；我實
行禱告，參加過奮興會，然而我終於
不能成一基督徒。外緣是：那時掀起
反基督教運動，雖無關於基督教義自
身，而基督教會憑藉國際背景，不免
有文化侵略的罪嫌。主因是，某種思
想的難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
永火。不以人類的行為（內心與外行）
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強烈的
獨佔的排他性；除屬於己方以外，一
切都要毀滅。階級愛的底裡，顯露出
殘酷的仇恨。又如靈是神那裡來的，
從神而來的靈，經肉的結合而成人。
照基督教義（重生才能得救）看來，
走向地獄是大多數。全知全能的神，
歡喜被稱為自己兒女的人類如此，這
可說是莫測高深，也可說豈有此理！
我不能信賴神是慈悲的，所以也不信
耶穌可以為我贖罪。14 

可知印順法師對基督教義並不
陌生，這篇〈理想中的偶像——耶穌〉
發表於民國21年5月，當時他出家才1
年7個月，而接觸基督教《新舊約》
則是在民國15年間。15由〈理想中的
偶像——耶穌〉，我們可以知道印順
法師對基督教的看法，他說：基督徒
「重感情，薄理智，不願意運用自己
的思想，抉擇事理的是非。縱然有機
會，真理顯示在他們的面前，但結果
的效用，仍舊是等於零」。印順法師
認為《聖經》有簡別的必要，絕不能
一句「上帝說」、「耶穌說」來搪塞；
他肯定耶穌的人格，但對某些基督徒
的過於神化耶穌的作法卻不茍同，他
說： 

論到理想中的耶穌，從四福音
中，看到耶穌的心與行，實在值得我
們欽崇。他那慈悲的心胸，巨大的的
犧牲，偉大的願力，高潔的人格，律
於佛法，確然是一大菩薩。但是一般
基督徒，把他神化了，把他真相隱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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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滿面的烏煙瘴氣，戴上了上帝的
假面具，這是多麼胡鬧！16 

最後，印順法師歸結說：「現在
的耶穌，完全是理想中的偶像，是邪
見妄想的結晶，誘人沉淪的魔王。依
真理為歸宿的人們！起來！消滅這
異端與邪說！」17這時期的印順法
師，對基督教的態度是堅決的、毫不
妥協的！ 

〈理想中的偶像——耶穌〉是印
順法師所寫第一篇破斥外道──基
督教的文章，一直到民國52年，亦即
在經過31年之後，他才又寫了三篇。
事情的起因是，當年青年節前後，臺
北和平東路某教會信徒到慧日講堂
來訪，並贈送《新舊約全書》，希望
印順法師「研究研究」，他受此「刺
激」，所以寫了〈上帝愛世人〉，〈上
帝與耶和華之間〉二篇文章，18後來
收入《妙雲集》下編之六《我之宗教
觀》中。《我之宗教觀》另有一篇〈上
帝愛世人的再討論〉，所以合起來共
有三篇，這三篇文章，發表於民國52
年7月至53年8月間。19 

將印順法師前後兩次批判基督
教的文章加以比較，前一次（民國21
年）是他主動寫的，後一次（民國52
－53年）則是被動而寫，他對基督教
的態度，前後一致，且第二次的批評
更中要害，這可用他在〈上帝愛世人〉
一文中說的看法為呈現，他說： 

希伯來的一神教，連耶穌先生的
福音在內，正是淵源於奴隸社會的時
代，現實世間的主奴關係，被反映而
鑄成宗教意識。……我是中國人，無
法養成耶和華與耶穌先生所要求的
奴性。我一向不願意作誰的主人，也
不願作誰的奴隸。所以我非常抱歉
的，離開了耶穌先生而進入佛
教。……「上帝與人為主奴關係」，
是讀通「聖經」的總線索，也可說是
「聖經」的一貫之道。確認了這，上
帝愛世人的微言大義，才明白地顯露
在人的眼前。20 

三、〈真實論〉：民國21年7月
15日寫好，翌年4月10日發表，這篇
文章旨在探討「宇宙、人生之真理
（相）」。印順法師以為，能徹底顯
發宇宙之真理者，即是我人讚禮皈依
稱為佛陀之釋迦牟尼佛也。此文共分
五節，除一、五節外，其中第二節為
「真實之定義」，第三節為「真實之
體相」，第四節為「真實之探索」。

印順法師以為：世人以佛法為一種神
秘之法門，而不肯研求。不知佛法無
所謂神秘，唯指示人以真實之事理而
已。「佛教徒不了佛法之為真實，尤
不了於世間極成真實之重要，致佛法
成為一種特殊之宗教，欲離社會而獨
立。所謂弘法利生，等於虛話。使之
世間極成真實之意義，則五明為所當
學，即世法而成佛法矣。」21佛教徒
當學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
內明等五明，五明中又以內明最為重
要，文中印順法師還提到：「欲知宇
宙萬有之真相者，當多聞薰習（至教
量）、如理作意（比量）、法隨法行
（修得有漏現量）、如實證得（無漏
現量）」。22 

接下來的兩篇——〈三論宗二諦
與中道之研究〉與〈吉藏大師的法華
觀〉，是有關三論宗研究的文章。據
印順法師自述，早在民國16年，開始
閱讀佛典，第一部便是《中論》，在
師友中，他「是被看作研究三論或空
宗的」，「出家後，曾一度留意唯識，
但不久即回歸空宗──嘉祥的三論
宗」。23可知，在印順法師出家前及
其剛出家後幾年，對中國八大宗派之
一的三論宗接觸較多，也比較有好
感。這段期間，印順法師與三論宗的
關係是這樣的：民國21年上學期，在
閩院講《十二門論》。民國23年正月，
為閱覽三論宗的章疏，到武昌佛學
院，寫了〈震旦三論宗之傳承〉。同
年6、7月間，赴廈門閩講院講《三論
玄義》。9月15日，在《海潮音》發
表〈中論史之研究〉。民國24年4月，
以「啞言」為名，在《海潮音》發表
〈三論宗大旨〉。

24
我們可以說，印

順法師在這幾年中，三論宗是他關注
的重點。以下進一步介紹這兩篇他研
究三論宗的早期作品。 

四、〈三論宗二諦與中道之研
究〉：是印順法師早年研究三論宗思
想的第一篇文章，此時期他對三論宗
評價甚高，他說： 

三論宗，肇源於龍樹，傳譯於羅
什，大成於吉藏。其為言也：蕩滌情
慮，類杲日之當空，而無幽不顯；化
被群庶，如時雨之滂沱，而根莖俱
潤。高高而不測其極！深深而莫知其
底！言而無當，破而不執。凡我佛
徒，宜同探究！25 

印順法師認為，「三論宗旨，言
以不著為先，心以無住為貴，宜因指
以得月，勿守筌而喪真；若有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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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增病耳。」26二諦與中道是三論宗
重要的宗旨，「二諦中道者，一往言
之，二諦明其言教，中道彰乎理實，
能顯之教有多，統攝總歸二諦；所明
之理不二，無別唯言中道。然教是即
理之教，故即中道為二諦；理是即教
之理，故即二諦為中道。即中道為二
諦，非一非異而有異；即二諦為中
道，非一非異而言一。非一即非異，
非異即非一，二諦中道，互攝、互融。
由二諦故，不著於中；由中道故，不
墮於邊；兩邊不著，中間不留，無以
名之，名之曰二諦中道」。27 

對於中道，印順法師在《空之探
究》一書，有更精確的說明，他說： 

中道，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
唯一原則。一切行為，一切知見，最
正確而又最恰當的，就是中道，中是
不落於二邊──偏邪、極端的。以行
來說：《拘樓瘦無諍經》說：耽著庸
俗的欲樂是一邊，無義利的自苦行是
一邊，「離此二邊，則有中道」，中
道是八聖道。……正確而恰當的中
道，不是折中，不是模稜兩可，更不
是兩極端的調和，而是出離種種執
見，息滅一切戲論的。……中道是離
二邊的，也就是《中論》所說的八不。
依中道──八不的緣起（假名），能
成立世俗諦中世出世間一切法；依中
道──緣起的八不（空），能不落諸
見，契如實義（勝義）。28  

五、在〈吉藏大師的法華觀〉一
文中，印順法師對三論宗的集大成者
──嘉祥吉藏大師推崇備至，文中
說： 

他的思想，建立在《般若》的磐
石上；圓融博大，絕非一般底『破相
教』的觀念所能窺見。他的佛法觀，
是平等一味；雖隨機見不同，而有偏
重與增勝，但價值的估定，依然是平
等平等。平等，確是佛法中最可寶貴
的中心思想。 

一般人太漠視了他，──他是三
論宗的代表者──把他的真意義蒙
蔽認為是迴邪入正，迴小入大的工
具，「破」便是他整個思想的界說，
因之，三論就落在「第二時」、「始
教」、「通教」的範疇裏。 

吉藏大師說：「若專守破斥之
言，斯人未體三論者也」。要知他的
三論學，──般若──乃是整個的佛
法，不是局部的。他視線的集中，不
在破而在那非破可破的真實；唯證知

方的妙法；從無相而相歷然，相歷然
而無相的佛教。29 

印順法師認為，唐朝以前的「法
華師」，並不像後來「定天台為一
尊」，南方的成論師、三論師，北方
的地論師、四論師，都以自己的教義
來解說《法華》。吉藏大師是當時的
法華師之一，宣講《法華》300多遍，
還著有《法華經義疏》（12卷）、《法
華經玄論》（10卷）、《法華經統略》
（6卷）、《法華經遊意》（2卷），
可見他對《法華》用力之深。印順法
師通過上述著作，指出吉藏大師的法
華觀，是建立在般若上，融攝了世親
的《法華論》，在其著作中，隨處可
以看到他對光宅的批評。30據《續高
僧傳》〈法雲傳〉載，光宅法雲講解
《法華》極妙，時無倫比，其說法由
門人輯為《法華義記》。此書曾經高
麗傳至日本，聖德太子據以完成《法
華義疏》。天台智顗著有《法華玄
義》，對《法華義記》也有所批評，
但《法華玄義》還是從《法華義記》
的基礎上加以揚棄而成，可以說是從
《法華義記》中脫胎而出的。31 

以上介紹了「青年印順」的5篇
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印順法師這幾
篇文章，都是用「印順」名義發表；
筆者前些年編寫《印順法師年譜》時
發現，印順法師用過的筆名，前後有
有「啞言」、「力嚴」、「竺緣」、
「善慧」、「僧政」等5個，主要出
現在兩個時段中：第一個時段在中國
大陸時期，用了「啞言」、「力嚴」、
「竺緣」三個筆名，第二個時段是在
來臺以後的民國42年，接掌《海潮音》
社長時，曾用「善慧」、「僧政」兩
個筆名。在民國20–22年間，印順法
師還沒有用筆名發表文章，他最早用
筆名，是在民國23年6月在《海潮音》
第15卷第6號刊出之〈震旦三論宗之
傳承〉，及民國24年4月15日，在《海
潮音》刊出之〈三論宗大旨〉，均係
以「啞言」筆名發表。32也因為本文
所介紹的這些他的早年作品，都是以
「印順」之名發表，所以我們可以確
定是他寫的文章。 

    做為當代漢傳佛教最重要的佛
教思想家──印順法師，他的大部分
著作均在其生前結集出版，在教界、
學界廣泛流通。本文所介紹的這5篇
被作者「忽視」、「遺漏」的文章，
又有甚麼特別意義？這裏謹歸納三
點個人淺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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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重要思想家之研究，除
留意其思想業已成熟的部分外，對於
其早年較不成熟的思想，也值得加以
追蹤探討，這樣才比較能掌握其思想
全貌。在哲學界，有對「青年黑格
爾」、「青年馬克思」之思想加以研
究探討者，對於佛學思想家──印順
法師的早年思想，也是值得我們留
意、探索。 

二、印順法師〈抉擇三時教〉、
〈共不共之研究〉這兩篇寫於在閩南
佛學求學期間，沒有被印順法師本人
遺漏，可能與這兩篇文章較具思辨
性，且曾受太虛大師嘉勉或評論有
關。其中〈抉擇三時教〉，「係對智
光的三時教，唯識宗的三時教，抉擇
而予以融貫，主要是學習虛大師的融
貫手法。」33〈共不共之研究〉在初
發 表 時 題 名 為 〈 共 不 共 四 句 的 研
究〉，此文曾引起太虛大師注意，太
虛大師在評〈共不共之研究〉一文中
云：原文根據識論之所說，義誠正
確。但於解釋「用」義、「變」義，
與對於基師或破或救諸義，則猶多缺
誤之處。34此為太虛對師撰述之首次
評論。 

前文據印順法師所撰《平凡的一
生》，提到他於民國20年在福州鼓山
湧泉寺，寫有〈評破守培上人「讀唯
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35此文發
表於民國22年2月15日出版之《海潮
音》雜誌，題目稍有不同，是為〈答
守培師駁評破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
論後的意見〉，文章從：不顧史實、
未窮教理、成見太深、一性五性、依
他有空、三性三無性、真如問題、一
能變與三能變、顯識與分別識、唯識
四分等各方面，以答守培法師之駁
斥。36這篇文章，有著「青年印順」
的盛氣。守培法師在民國44年捨報，
印順法師在翌年2月15日，在《海潮
音》月刊發表〈悼念守培上人〉，讚
嘆守培法師是「一位敢於向舊有佛教
提貢不同見解的勇士」，印順法師對
勇於思考、勇於突破傳統的人，是充
滿敬意的。37 

三、就印順法師思想歷程言，從他
在民國19年（25歲）在普陀山福泉庵
出家，到民國25年（31歲）在普陀山
佛頂山完成閱藏，可以視為其思想準
備蘊釀期。往後又經過幾個重要的研
究書寫，其思想才比較趨於成熟。其
中包括：1、民國29年（35歲），在
貴陽大覺精舍，寫成《唯識學探源》

一書，進入了認真的較有體系的寫
作。2、民國30年（36歲），上學期，
回住漢院。這一學期，以力嚴筆名，
發表〈佛在人間〉，〈法海探珍〉等，
突顯了他對佛法的觀點。3、民國31
年（37歲）：住合江縣的法王學院，
完成《印度之佛教》的寫作。38此書
之完全，標誌著一代佛教思想家之誕
生，就印順法師個人學思歷程而言，
是由青澀的學習階段，逐漸走向創發
階段。39如果對照前面介紹的幾篇印
順法師「早年習作」，更可以讓我們
了解「印順思想」的全貌，而這正是
筆者撰寫本文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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