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阿含經的成立與佛法的分類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2），說明佛教聖典的成立，分為

三個時期：流傳世間的一切佛法，可分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

法」──三類。「佛法」是：在聖典中，還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對立；在佛教史上，

是佛滅後初五百年的佛教。對於這一階段的「佛法」，近代學者每分為：「根本

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分類與含義，學者間還沒有明確一致的定論。

我以為，佛陀時代，四五（或說四九）年的教化活動，是「根本佛教」，是一切

佛法的根源。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與上座部(Sthavira)分立以後，

是「部派佛教」。佛滅後，到還沒有部派對立的那個時期，是一味的「原始佛教」。 

 

(一)  佛法在印度流布所成的三期 

佛法在印度的長期（約一千六百年）流傳，分化、嬗變，先後間有顯著的不

同。從不同的特徵，可以區別為三類：一、「佛法」；二、「大乘佛法」；三、「祕

密大乘佛法」。 

一、「佛法」：釋尊為弟子說法，制戒，以悟入正法而實現生死的解脫為宗。弟

子們繼承了釋尊的（經）法 dharma與（戒）律 vinaya，修習宏傳。西元

前三００年前後，弟子們因戒律（與法）的見地不同而開始分派；其後一再分

化，有十八部及更多部派的傳說。如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 S/rilan%kâ（即錫

蘭）等地區的佛教，就是其中的赤銅鍱部 Ta^mras/a^t!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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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乘佛法」：西元前一世紀，有稱為大方廣 maha^vaipulya 或大乘

mahâya^na者興起，次第傳出數量眾多的教典；以發菩提心（因），修六度等

菩薩行（道），圓成佛果為宗。這一時期，論義非常的發達；初期「佛法」的

論義，也達到精嚴的階段。從西元二世紀起，到八世紀中（延續到一一世紀初），

譯傳於我國的華文教典，就是以「大乘佛法」為主的。 

三、「祕密大乘佛法」：西元五、六世紀起，三密相應，修天瑜伽，迅速成佛的

願望流行起來，密典也就不斷的次第傳出。傳入西藏的佛法，「大乘佛法」以

外，主要是屬於這一類的。佛法有此三大類型，也就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三大時

期。這一切，從出現於印度來說，都是流傳於印度人間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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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記事略表 http://agama.buddhason.org/book/buhis/t0.htm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莊春江 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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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佛法與聖典的來源 

（1）聖典的來源 

佛法，源自佛的自證。聖典包含佛陀的「言教」──教法、律制──與他的「身

教」。佛滅前，乃至佛滅後，佛弟子依教奉行，內自證後，或表示自己的悟解，

或為了教化，宣說自己的理解與體驗，也是佛法，成為初期佛教聖典的內容。 

（2）聖典的成立 

佛陀四十五年不斷說法，弟子依各自的能力「受持」後，編為簡略的文句予

以「傳誦」。 

依據經律傳說，這種「傳誦」而來的佛法，要經僧伽大會的共同審

定。在第一結集中，以憶持力最強的阿難為主持人。這樣的共同審

定，名為「結集」，才被公認為真正的佛說。所以不同的傳誦，大

同小異的文句，只要不違佛意（當時的共同意識），就一切都集錄

下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2-13) 

佛弟子所說，大多是當代的名德長老所說，也大致經歷「受持」、「傳誦」、「結

集」三階段。原始佛教聖典中，還有諸天、夜叉等說。這些，多數來自民間，

不是僧伽內部的傳誦，理智成份淡，情感興味的成分濃，缺乏分別精嚴的佛學

特色。在大眾共同審定下，承認是佛法而結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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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集與結集的傳說  

（1）結集的實際情形 

結集(saṅgiti)是等誦、合誦的意思。 

1、結集的形式，是僧伽會議，不是個人或三二人私自纂輯。結集時，由上座

發問，主持結集者誦出，再經大眾審定。 

2、結集的過程，大致經三個階段。 

（1）誦出：就記憶所及背誦出來。 

（2）共同審定：誦出的文句經過大眾共同審定，認為是佛說或佛法，才名為

結集。 

（3）編成次第：誦出的經與律，分別編集為四阿含與二部毗尼、犍度等。結

集必分部類，編成次第，再結為嗢陀南頌以便憶持。 

《分別功德論》卷 1：「阿難撰三藏訖，錄十經為一偈，所以爾者，為將來

誦習者，懼其忘誤，見名憶本，思惟自寤故，以十經為一偈也。」1 

 

3、結集成的經律，賴專業持誦而保存： 

結集成的經律，仍是存在於心念口誦之中，為了保持經律的部類、次第、

文句不致忘失錯亂，佛教有專業持誦的人才。憶持經法的，名「多聞者」

(Bahussuta)，或稱「誦經者」(sutrnatika)；憶持戒律的，名

「持律者」(vinayadhara)。如《中阿含經》的《真人經》，說到「誦

經、持律、學阿毘曇」。《中部》《善士經》，就分別為「多聞者」、「持律者」、 

1 CBETA, T25, no. 1507, p. 32, 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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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者」。誦經與持律者的分工，為了憶持不忘（文與義）。在漢譯中，

每泛稱經師、律師。來中國傳譯經律的大德，能持誦一部廣律，或一部兩

部「阿含經」，就很難得了！ 

 

《分別功德論》卷 2讚嘆說： 

「頌云：上者持三藏，其次四阿含，或能受律藏，即是如來寶。」2 

(2) 佛教界公認的兩大結集 

佛教結集傳說非常多。其中，「第一結集」──「王舍結集」或「五百結集」，

「第二結集」──「毘舍離」或「七百結集」，是一切部派公認的結集。 

1、王舍結集 

釋尊的法身──釋尊所說的法，所制的（戒）律，一向是傳誦、實行於出家的

僧伽中，也部分傳誦在民間。現在釋尊入滅了，為了免於法、律的遺忘散失，

各地區佛教的各行其是，所以舉行結集。這次結集，由大迦葉發起，在摩竭陀

首都王舍城的七葉窟，集合一部分阿羅漢（傳說五百人），共同結集，以免遺

失訛誤；這是合情合理，出家眾應負的責任。 

結集的意義，是合誦。誦出法與律，經大眾的共同審定，確認是佛所說所制的，

然後加以分類，編成次第。 

當時主持結集戒律的，是優波離；主持結集經法的，是阿難。 

 

 

2 CBETA, T25, no. 1507, p. 34, c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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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毘舍離結集 

第一結集（或稱「五百結集」）以後，佛法不斷的從各處傳出來，由「經師」

與「律師」，分別的審核保存。到佛滅一百年，為了比丘可否手捉金銀，東方

毘舍離比丘，與西方的比丘，引起了重大的論諍，因而有毘舍離的第二結集（也

稱「七百結集」）。由於人數眾多，雙方各自推派代表，由代表們依經、律來共

同審定。 

對於引起諍論的問題（西方系說共有「十事非法」3），依現存律藏的記載，

東方派承認自己是不如法的，所以僧伽重歸於和合。由於集會因緣，對經、

律進行第二次的結集。 

3（1）《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30（大正 22，192a-b）： 
一、鹽薑合共宿淨；二、兩指抄食食淨；三、復座食淨；四、越聚落食淨；

五、酥、油、蜜、石蜜和酪淨；六、飲闍樓伽酒淨；七、作坐具隨意大小淨；

八、習先所習淨；九、求聽淨；十、受畜金銀錢淨。 

（2）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p.61-62)說明並評論十事的內容：「 
一、角鹽淨：聽許貯鹽於角器中，食時取著食中食之。淨即聽許之意。 

二、二指淨：日影過中，橫列二指之長，亦得進食。 

三、他聚落淨：到他聚落得復食。 

四、住處淨：在同一界住者，不必一布薩，得隨所住而各別行羯磨。 

五、贊同淨：得先為議決，後於僧中追認之。 

六、所習淨：即聽許先例。 

七、不攢搖淨：未經攢搖之乳，即未去脂者，得取飲之。 

八、飲闍樓凝淨：未醱酵及半醱酵之椰子汁，得取飲之。 

九、無緣坐具淨：造坐具得不用邊緣而隨意大小。 

十、金銀淨：即受畜金銀。 

此十事，現存各律並判為非法。然以吾人所見，則一、二、三、七、八、

九，事關飲食，應即小小戒可捨之例。六，為環境慣例之適應，其不礙解

脫可矣，正不必一一與世俗爭也。四、五，疑出於僧事日繁，而多眾和合

之不易。受畜金銀寶物之戒，緣起於摩尼珠髻聚落主，蓋禁其為嚴飾也，

故曰：「若自為受畜金銀珍寶清淨者，五欲功德悉應清淨」。其銅錢、貝齒

等課幣，縱有所禁，亦突吉羅而已。然則商業發達，金銀成為社會常用通

貨之時，「乞以購易所需」，是否如耶舍所見之絕對不可，亦有所難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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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雜阿含經  

一、阿含字義   

「阿含」為梵語 Āgama的譯音，（ā-√gam）字源，原義為「來」，引申為「傳

來之教訓」。佛陀在世時 諸弟子以佛陀金口所宣，傳承於弟子間的教授、教

誡稱之謂「阿含」。 

二、阿含有：來、傳來，歸、趣之意義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84-485)： 

阿含是「展轉傳來」的意思，也可以簡譯為「傳」。然所說的「展轉傳來」，不

只是文句的師弟傳授，而更有實質的意義。……āgama是由彼而此──「來」

的意義。如四果中的「一來」sakṛdāgāmin、「不來」anāgāmin，都是譯

āgāmi為來的。阿含是「來」，是「展轉傳來」，有傳授傳承的意思。……。 

我國古譯阿含為「趣」與「歸」。如： 

◎晉代道安，解為「秦言趣無」。4 

◎僧肇《長阿含經序》說：「秦言法歸。……譬彼巨海，百川所歸， 

故以法歸為名」。5 

 
 
 

4 道安的《四阿鋡暮抄解》卷 1：「阿鋡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

又採撮其要逕至道法。為四阿鋡暮，與阿毘曇及律，並為三藏焉。」(CBETA, 
T25, no. 1505, p. 1, a5-7) 

5 僧肇的《長阿含經序》：「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譬

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為名。」(CBETA, T01, no. 1, p. 1, a13-19) 
※淵府：指財物或文書等集聚的地方。（《漢語大詞典（五）》p.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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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雜阿含經(相應阿含) 

『雜阿含』或『相應阿含』為梵語（巴 saṃyuttāgama，梵

saṃyuktāgama）之華、梵及意、音合譯而成。Saṃyukta 有二義：一、

connected with相應的(事相應的)。二、mixed with雜處的(間

廁 鳩 集 的 ) 。 āgama 義 為  a traditional doctrine or 

collection of such doctrine「傳來的聖教」或「傳來的聖教集」。

兩字合稱即是：傳來的事相應聖教(集)。如『瑜伽師地論』說：「即彼一切事

相應教，間廁鳩集，是故說名雜阿笈摩。」「如是四種(阿笈摩)，師弟展轉傳

來於今，由此道理，是故說名阿笈摩。」阿笈摩即 āgama 的譯音。 

四部阿含的宗趣 

一、古德對四阿含之宗趣的判攝 

1、《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1： 

「佛隨物適時說一切法，後諸集法藏弟子以類撰之，佛或時為諸弟子制

戒輕重有殘無殘，撰為律藏。或時說因果相生諸結諸使及以業相，集為

阿毘曇藏。為諸天世人隨時說法，集為增一，是勸化人所習；為利根眾

生說諸深義，名中阿含，是學問者所習；說種種隨禪法，是雜阿含，是

坐禪人所習；破諸外道，是長阿含。」 

2、《瑜伽師地論》卷 85： 

「即彼一切事相應教間廁鳩集，是故說名《雜阿笈摩》。即彼相應教，復

以餘相，處中而說，是故說名《中阿笈摩》。即彼相應教，更以餘相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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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是故說名《長阿笈摩》。即彼相應教，更以一二三等漸增分數道理

而說，是故說名《增一阿笈摩》。如是四種，師弟展轉傳來于今，由此道

理是故說名阿笈摩。」 

 

二、阿含的宗趣，可對應龍樹的四悉檀與覺音的四部注釋名稱 

（一）阿含的宗趣，由來已久 

 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探求中，發現了一項重要的判攝準則。南傳

佛教的覺音(Buddhaghosa)三藏，我(導師)沒有能力讀他的著

作，但從他四部（阿含）注釋書名中，得到了啟發。他的四部注釋，《長

部》注名「吉祥悅意」，《中部》注名「破斥猶豫」，《相應（即「雜」）

部》注名「顯揚真義」，《增支部》注名「滿足希求」。四部注的名稱，

顯然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四宗，四理趣）有關，如「顯揚真義」與第

一義悉檀，「破斥猶豫」與對治悉檀，「滿足希求」與各各為人（生善）

悉檀，「吉祥悅意」與世界悉檀。深信這是古代傳來的，對結集而分為

四部阿含，表示各部所有的主要宗趣。 

四阿含 《長阿含》 《增一阿含》 《中阿含》 《雜阿含》 
四部 長部 增支部 中部 相應部 

覺音四部注 吉祥悅意 滿足希求 破斥猶豫 顯揚真義 

龍樹四悉檀 * 
《大智度論》卷 1 

世界悉檀** 各各為人悉檀 對治悉檀 第一義悉檀 

《薩婆多毘尼毘

婆沙》卷 1 
破諸外道 為諸天世人 

隨時說法 
為利根眾生 
說諸深意 

說種種隨禪法 

 勸化人所習 學問者所習 坐禪人所習 
智顗四隨 

《摩訶止觀》卷 1 
隨（好）樂 隨（適）宜 隨（對）治 隨（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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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悉檀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p.29-p.31：  

施教宗旨：佛法是適應眾生的根機而安立的，需要什麼，就為他說什麼。如

《智論》所說的四悉檀，即是佛陀應機說法的四大宗旨。說法的宗旨雖多，

但總括起來，不出此四。 

一、世間悉檀，以引起樂欲為宗。……〔中略〕……  

二、為人悉檀，以生善為宗。……〔中略〕……  

三、對治悉檀，以制止人類的惡行為宗旨。……〔中略〕…… 

四、第一義悉檀，這以顯了真義為宗，這是佛陀自證的諸法實相。不信解

這甚深的真義，而修行趣證，是決不能了脫生死，圓成佛道的。所以佛依

第一義悉檀說，是究竟的了義說，這才是佛法的心髓。龍樹說：「三悉檀可

破可壞，第一義悉檀不可壞」。……〔下略〕…… 

** 世界悉檀  印順導師 《佛法是救世之光》p.416-417 

佛是德行的智慧的宗教家，他著重於引人離惡向善，斷惑證真。對於世界

的情況，只是隨順世俗所說的世間悉檀。換言之，佛說的天文地理，是隨順當

時印度人所知的世界情況而說，並不是照著佛陀知見的如實內容來說。如母親

要幼兒服藥，幼兒卻仰望天空，說烏雲中的月亮跑得真快。慈母不必要糾正他

的錯覺，因為他還不能了解「雲駛月運」的道理。說也徒然，也許會越說越糊

塗，倒不如順著他說，勸他趕快把藥丸吞下。如來說法也如此，有「隨眾生意

語」，「世界悉檀」，有「嬰兒行」，「婆婆啝啝」的順著愚癡眾生，說些不徹底

話。「黃葉止兒啼」，「空拳誑小兒」，這在佛法中，都是善巧方便，如語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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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釋尊而生於今日，或不生於印度，他所說的世界情況，當然不會隨順古代

印度人的世界觀而說。如忽略了這點，把曲順世俗的隨他意語，看作天經地

義，那就「根本違反了佛陀的精神」。 

     （二）宗趣的個別說明 

1、「吉祥悅意」，是《長阿含》，「世界悉檀」。如《闍尼沙經》、《大典尊經》、

《大會經》、《帝釋所問經》、《阿吒囊胝經》等，是通俗的適應天神信仰

（印度教）的佛法。思想上，《長含》破斥了外道，而在民眾信仰上融

攝他。諸天大集，降伏惡魔；特別是《阿吒囊胝經》的「護經」，有「守

護」的德用。 

2、「破斥猶豫」，是《中阿含》，「對治悉檀」。《中阿含》的分別抉擇以斷疑

情，淨除「二十一種結」等，正是對治的意義。 

3、「顯揚真義」，是《雜阿含》，「第一義悉檀」。 

4、《增壹阿含》的「滿足希求」，是「各各為人悉檀」。適應不同的根性，

使人生善得福，這是一般教化，滿足一般的希求。 

徹底的說起來，佛法的宗旨，佛法化世的方法，都不外乎這四種。每一

阿含，都可以有此四宗；但就每一部的特色來分別，那就可說《長阿含》

是「世界悉檀」，《增一阿含》是「為人悉檀」；《中阿含》是「對治悉檀」；

《雜阿含》是「第一義悉檀」了。6 

6  (1)《寶積經講記》p.276~278 : 

如來適應眾生根性，說些易行易成法門，唯與法相應的法行，才是第一義悉

檀。如說極樂世界種種莊嚴，為易行道。這是說極樂世界修行容易穩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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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一阿含皆有四悉檀 

民國三十三年秋，我(導師)在漢院講《阿含講要》，先講「四阿含經

的判攝」，就是依四悉檀而判攝四阿含的。在原始聖典的集成研究中，知

道原始的結集，略同《雜阿含》，而《雜阿含》是修多羅，祇夜，記說等

三分集成的。以四悉檀而論，「修多羅」是第一義悉檀；「祇夜」是世界悉

檀；「記說」中，弟子記說是對治悉檀，如來記說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

佛法有四類理趣，真是由來久矣！這可見，《雜阿含》以第一義悉檀為主，

而實含有其他三悉檀。進一步的辨析，那「修多羅」部分，也還是含有其

他三悉檀的。所以這一判攝，是約聖典主要的理趣所在而說的。 

 

《雜阿含》 
修多羅 祇夜 弟子記說 如來記說 

第一義悉檀 世界悉檀 對治悉檀 各各為人生善悉檀 

 
 

定能不退轉菩提心，並非說容易成佛。生了淨土，還得修行，一直到得無生

忍，才能通入法性大海，一帆風順！還有些說欲樂為方便，容易成佛，那無

非世界悉檀，以欲鉤牽，使人樂於修學而已。又有些經文，為了懈怠眾生，

聽說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就心怯引退。所以說三生、一生，即可成佛。那是

對治悉檀。有的不知佛法人人可修，人人可成，懷疑自己。於是佛說一切眾

生有如來藏性，眾生即佛；指心本淨性為成佛因，以啟發向上向善的菩提心，

那是為人悉檀。然約究竟義說，唯般若與法相應，才能入法性海，疾成佛道。 
 

 
(2)《大智度論》卷 1〈1 序品〉：「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

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四悉檀中，總攝一切十二部

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CBETA, T25, no. 1509, p. 59, b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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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參考網址、資料來源與參考書藉 : 
 
參考網址 : 

※http://www.fuyan.org.tw/ 福嚴佛學院網站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導讀)  

http://www.lwdh.org.tw/ 慧日講堂 

※※http://www.yinshun.org.tw/firstpage.htm  

印順文教基金會《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V4.0u 

http://agama.buddhason.org/SA/index.htm  

南北傳雜阿含經對讀、漢譯阿含經辭典、漢譯南傳巴利文本的《相應部 SN》經

文等資料。註解內含用作以比對的英譯 SN，採用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 

Wisdom Publication, 2000 年版英譯本，是非常優質的網路學習資源。 

http://www.kyba.org.tw  印順導師著作《聞思篇》課程影音資料 

http://www.dhalbi.org 法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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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與參考書藉 : 

 
書名 作者 建議 備註 

雜阿含經導讀 黃家樹 基本教材 導讀及選釋經文 
佛法概論 ※※ 印順導師 基本教材 阿含經基礎法要，內容主要部分是導師三

十三年下學期，在漢藏教理院講《阿含

講要》的講稿。7 
雜阿含經論會編 ※※ 印順導師 經論對讀

深入研究 
經論對讀--瑜伽論標目解釋契經宗要。 
(雜之本母) 雜阿含經的最完善讀本 

釋迦牟尼與原始佛教 于凌波 基本教材 人間佛教的佛陀傳 
瞿曇佛陀傳 中村元 基本教材 依據史實而寫成的「人間佛陀」傳記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 印順導師 專門研讀 聖典結集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順導師 深入研讀 思想史 
印度之佛教※※ 印順導師 專門研讀 印度佛教史及思想史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 莊春江 編著 基本教材 適合作為初學者的入門引導 
阿含要略 楊郁文 專門研讀 內含四阿含資料、巴利文對勘及註解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   
佛光電子大藏經  

佛光大藏經

編修委員會 
基本教材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 內含巴利文註

解及經文提要 
印度佛學思想概論 呂澂 深入研讀 印度佛教哲學與思想史 
原始佛教 水野弘元著 入門研讀 日文漢譯 
印度佛教史 ※ 平川 彰 深入研讀 莊崑木譯 

 

 

7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a1-p.a3自序： 

三十三年秋，我在北碚漢藏教理院，講「阿含講要」，十三講而止。講稿陸續

發表於《海潮音》，由於文字通俗，得到讀者不少的同情，但這還是沒有完成

的殘稿。今春(*民國三十八年)講學廈島，才將原稿的十三講，除去第一講

「阿含經的判攝」，把其餘的修正補充而重編為九章，即今第三章到十二章。

其中第七章，是採用舊作「行為的價值與生命」而改寫的。前面又補寫緒言

與初二章，略論佛法的根本──三寶。又寫了十三章到二十章──八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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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佛者淺深不等的行證。三十三年秋，我在北碚漢藏教理院，講「阿含講 

要」，十三講而止。 

講稿陸續發表於《海潮音》，由於文字通俗，得到讀者不少的同情，但這還

是沒有完成的殘稿。今春講學廈島，才將原稿的十三講，除去第一講「阿含

經的判攝」，把其餘的修正補充而重編為九章，即今第三章到十二章。其中

第七章，是採用舊作「行為的價值與生命」而改寫的。前面又補寫緒言與初

二章，略論佛法的根本──三寶。又寫了十三章到二十章──八章，說明學

佛者淺深不等的行證。關於佛法，我從聖龍樹的《中觀論》，得一深確的信

解：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緣起

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當然，阿含

經義，是不能照著偏執者──否認大乘的小乘者，離開小乘的大乘者的見地

來解說的。從佛法一味，大小異解的觀點去觀察，對於菩薩行的慈悲，利他

的積極性等，也有所理會。 

深深的覺得：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大乘

的應運而盛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大乘

的真精神，是能「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的，確有他獨到的長處！佛法

的流行人間，不能沒有方便適應，但不能刻舟求劍而停滯於古代的。原來，

釋尊時代的印度宗教，舊有沙門與婆羅門二大類。應機設教，古代的聲聞法，

主要是適應於苦行，厭世的沙門根性；菩薩法，主要是適應於樂行，事神的

婆羅門根性。這在古代的印度，確乎是大方便，但在時異境遷的今日，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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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多少無上妙方便，已失卻方便大用，反而變為佛法的障礙物了！所

以弘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這才

能使佛光普照這現代的黑暗人間。我從這樣的立場來講阿含經，不是看作小

乘的，也不是看作原始的。著重於舊有的抉發，希望能刺透兩邊，讓佛法在

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為了避免一般的──

以阿含經為小乘的誤解，所以改題為《佛法概論》。 

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是以身心的篤行為主，而達到深奧與究竟的。 

從來都稱為佛法，近代才有稱為佛學的。佛法流行於人間，可能作為有條理，

有系統的說明，使他學術化；但佛法的本質，決非抽象的概念而已，決不以

說明為目的。佛法的「正解」，也決非離開「信」「戒」而可以成就的。「法」

為佛法的根本問題，信解行證，不外乎學佛者傾向於法，體現於法的實踐。

所以本論雖是說明的，可說是佛法而學的，但仍舊稱為佛法概論，保持這佛

法的根本立場。我願意讀者，本著這樣的見地去讀他！ 

舊稿積壓了四、五年，由於廈島講學因緣，才續寫完成，得以印行流通。這

一切，都得到學友妙欽法師的助力，特附此誌謝！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校畢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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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地圖 佛教中國 (佛陀遊化往來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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