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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論 01》 

             印可法師講授          

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今天是我們大家一起來研讀《大乘起信論》的第一堂課，在今天大家手上都有一本

課本，還有一本名相。當然同學會發現，這本名相比課本還大本，字是密密麻麻。在這

個地方跟同學解釋一下，這個名相是在輔佐用，並不是教學用的。也就是有的同學，初

初接觸到佛教一些名相的時候，會被這些名相給迷惑了，想說怎麼這麼多佛教的術語、 

專有名詞，我讀不懂、看不懂，所以在我們一起研讀的角度裡面，為了要讓大家能夠提

升自己在佛學上面的能力，就是你讀經典，會比較有那樣子的能力去瞭解它，所以同學

在做名相的時候，把它拆得很細。譬如大、乘、信，他就會這樣一個字一個字拆開，甚

至論，然後再把《大乘起信論》整個合併起來。這個無非就是要讓同學以後，你在讀任

何一部經典的時候，只要看到大方廣，你就知道大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所以這些名相來講，你要回去自己做功課，會幫助你除了這部論以外，這部經典以

外，別的地方也能夠觸類旁通，這樣的一個作用。至於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並不會一個

名相一個名相帶。所以如果你能夠自己做完了功課，在上課的時候就會比較輕鬆，也會

抓到重點。另外在《大乘起信論》它的整個研讀的過程裡面，我們會有科判來輔佐，也

就是所有的論述來講，它都是有個思想理路的。 

有一個思想理路，這個跟世尊所說法的時候，它重點的強調點不一樣。菩薩作論跟

世尊講經，它有一個是比較人性的，有一個是比較重思惟的，思辯法出來的。只要論述

的話，它是著重於思辯，就是在什麼樣的一個角度，切入這個佛性的主題。佛性呢，如

何證明每個人都有佛性；佛性呢，如果你看不到的狀態之下，你怎麼來開發來發現，來

發現來發明，然後如何修持，讓這個佛性全部展現出來，這就是一種論述。論述的時候，

它舉的例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一般來講，經論裡面讀論是最累的。 

如果說我們來讀世尊所講的任何一部經，它譬如的東西是比較貼切，但比較不會那

麼艱深，就是它比較溫和一點，讓你有一個思考的空間去思考。論述讀出來的時候，你

要思考的時候，你這個人的思想理路，要根據這個論述裡面的主題，也就是這個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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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這個角度進入思考。這就是所以為什麼經典讀起來，它可以有百種解法。百種解法

的時候，因為每個人對於世尊所說出來的法，祂所說的文字語言的結構裡面，可以換成

自己每個人體會的內容而下去補充它，因為祂給的空間很大，非常的大。 

如果論的話，它比較單一性，論的話比較單一性。也就是說，你必須照著這個作者

他的理路這樣去走。作者的理路來走的時候，任何一部論都曾經受過批評，每一部論都

是一樣的。今天有一個造了《大乘起信論》，就開始會有人說，他這個理路是錯的，因

為這是菩薩造論，它不是佛講經。並不是大家對論跟對這個菩薩有所懷疑，而是在造論

的過程裡面，它本身涉及到它是引發的路線來講，是從凡夫出發，是從菩薩出發，是從

怎麼樣發心的角度下去切入的。 

所以在讀論的時候，一般來講，坐得住的人，一直讀下去的人，人讀到最後他會有

法喜，他會感觸到這個論它的精髓，然後我會很認同。坐不住的人是很正常的，因為經

裡面它比較活潑，論的話比較生澀。這個論裡面呢？好讀的論不多，一般論都不好讀。

論要用科判來輔佐，是因為它的理路會更清楚，所以到下一堂課開始，師父會把我們要

講的，大致範圍的科判，單張的印給同學。印給同學，你上課可以使用，之後你可以帶

回去，就好好把它黏起來，好好的把它放在課本的後頁，就這樣一頁一頁的黏起來，以

後就很清楚，這是跟同學做一個交代。 

在進入《大乘起信論》之前，我們先要瞭解這一部論，它論述為什麼在我們中國的

哲學史，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部論來講，它時間點，譬

如說它翻譯的人，著作的人，翻譯的人，甚至於這一部論著作的點，在歷史上都曾經遭

遇過很強烈的激辯，所以這部論是非常有是非的論。為什麼大家最後統合，還是認定了

這部論在歷史上的重要位置？因為它講到了一個中心，非常基本的那個東西叫佛性，也

叫真如，有的人講阿賴耶，有的人講如來藏，這部論，這些名詞通通同時出現。 

同時出現，在所有佛的經典裡面，它用如來藏，這部經就完全用如來藏，它就不會

用阿賴耶，它分得很清楚。如果這部經典它講佛性，也叫做真如，這兩個比較同時有使

用到。像這樣的一部經典，它就不講到阿賴耶，它就一直講佛性，然後怎麼分？然後真

如怎麼樣？所以在這種經典跟經典的位置，跟它名詞的特殊使用上面，古德就開始爭論

了。古德就是爭論說，《大乘起信論》它把所有的東西加起來，是不是混雜了？是不是

弄不清楚了？它的論述之所以爭吵，是由這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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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個重點，也就是說每個人在翻譯的時候，所挑的這個文字，有文字的時

代性，還有他文字自己認知，這個文字給予我瞭解的定義，所以我來使用這個字的時候，

它有它特殊，這個作者他自己本身所認知的這個內涵。我們任何一個人對於一個字，或

是對於一個名相，對於一個名詞，都有他認知的道理，都有他認知的東西。 

譬如，只是譬如，譬如我們在《心經》的最後一堂課裡面，講到一個臺灣話叫做「青

烏冷灶」，記得嗎？有人打字就打，「青」青色的青，對不對？「青烏冷灶」，有人打什

麼？「青芋冷灶」，很合理啊！青的芋頭還沒煮，所以灶是冷的。對不對？我們傳統裡

面在講青烏冷灶是在講哪一個字？所以有的人就打這一個字，「青黑冷灶」，這樣也對，

因為黃昏的時候青青的，家裡暗暗黑黑的，灶是冷的。更傳統的字是用哪一個字？「青

烏冷灶」，天烏烏的烏，哪一個字對？瞭解意思？所以這個只是舉例。 

舉例說一個俚語一個時代，跟它要表達的東西，你透過不同時代的人，來瞭解它的

時候，你總是會走味，你沒辦法進入到它當時原始的味道。這個地方在論述裡面頻頻出

現，在一部經一部經裡面，頻頻會出現這種問題。所以很多論述跟很多經典，都有一翻

二翻三翻四翻五翻。因為隔個朝代，你是隋唐翻的，我到宋朝的時候，我讀起來不自然

不順。不順的時候，他就想要把那個原典再找出來，翻成現在的人順暢的，所以會有第

二次翻第三次翻。論比較少這種情形，經就有很多這種情形。 

《大乘起信論》這部論，我們現在回到一個主題了。《大乘起信論》在每一個大德

或是每一個修行人來讀這部論的時候，他都會有不一樣的體會。在我開始讀這一部論，

我把它讀過了之後，我講老實話，我把它讀過之後，我讀到的佛性，我個人在那個時候

讀到的佛性，我個人的體會是「寂靜」的。所以它裡面在講阿賴耶或如來藏，在我讀到

如來藏跟阿賴耶，它會講到如來藏染淨，有染相有淨相的時候，我個人認為在當時我是

不認同，老實說我是不認同的，那是我第一次讀《大乘起信論》。在佛性裡所體悟到的

狀態之下，它是乾乾淨淨、寂靜，它寂靜的狀態之下，那個時候你會去讀到它的染相嗎？

這是第一個階層，我坐在這裡老實說。 

當我再第二次讀《大乘起信論》的時候，我進入了度化眾生的過程。因為我第一次

讀它的時候是寂靜，是自修體會開發的時候，那個時候的心，那個所有的一切明明白白、

清清朗朗，那是對自己，那是對自己是寂靜的。當我第二次再來讀《大乘起信論》的時

候，我發現它裡面講的如來藏，染淨的部分是在指眾生的，也就是在指我未發現寂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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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前一段，那時候有染有淨。我如何從這個染相中走回淨？又如何從淨中去看到別人

的染而依然寂靜？這第二輪再讀的時候。這樣聽得懂？在度化眾生的時候，因為可能師

父的路線跟在座各位居士的路線不甚一樣，但我現在先說出來。 

當我第三次再要讀《大乘起信論》的時候，我更瞭解這部論在做什麼。因為它在講 

一個完成開發的時候，你能安住寂靜嗎？你看到眾生染淨的如來藏的時候，你會反觀自

己歷史，你本身過程的如來藏嗎？然後你會看到眾生在業感，在所有的一切裡面，阿賴

耶是在講什麼東西，它的路徑又怎麼來修行，這個時候我才把論讀完。 

當我們讀完這個論的時候，是讚歎這個菩薩的，他畢竟把一個完成點，回溯到一個

初點，在中間如何起承轉合全部講出來，就是這部論厲害的地方。所以當我一次二次三

次讀，讀過這個論的時候，我才瞭解為什麼歷史上有這麼多的爭論。因為那個爭論也就

是我們每一次在讀的時候你自己的位置，當你位置只看到你自己的那個部分，你就不曉

得這個論其他的部分，是在講你未完成的部分，你未看清楚的部分。當你愈走愈走，看

得都清楚的時候，你就知道這部論它講的是「完整開發式」，它這部論是在完整的從凡

夫地他開發的時候，你怎麼用這個辦法，這樣子。 

所以現在要跟大家介紹說，這部論在歷史上，在這個所有裡面的衝突，大家聽聽就

好，聽一聽就好。你如果沒有碰到佛性這個中心，這個東西的時候，這部論對你還是個

概念。同學在座我相信，如果我們上二十堂課都不打瞌睡，那你真厲害。因為很多人來

講，這是概念而已。大家既然選擇了這部論，就是表示有這樣的法緣。你可以真正進入

到自己每個人的心，這個地方佛性的東西，你如何很清楚的去掌握它，去開發它。 

現在開始就要介紹這部論，我們還沒有進入經文，今天應該是不會進入到經文裡

面。在講到這一部論，它的文字並不多，只有一萬一千個字左右而已，一萬一千字，比

其他的論來講小多了。這個流傳跟註釋是非常的廣，在中國的流傳跟註釋很多很多，這

部論發展也到歐洲也到日本去，也造成很大的迴響，在中國是特別特別的有影響，它思

想體系有影響。 

這個地方這部論它討論的有真偽問題，真偽就是它是真的還是偽的？佛教常常會出

現真偽的問題。當我們來看什麼叫真？什麼叫偽？如果以當時釋迦牟尼佛存在的那個空

間來講，它所記錄下來的經典，就是屬阿含部的。阿含部的這些小乘的經典，是最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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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難口述，戒律方面的由優婆離口述，還有一些《寶積經》總合的那些，是由其他的

富樓那、迦葉尊者，大家在場的，舍利弗口述，大家合併起來的這些經典。 

所以很多人在看這個經典的延展的時候，這部論是什麼時候作的？這部論是佛陀入

滅之後六百年才作的，西元一到二世紀才作的。所以很多人就會想說，這部論它所發展

出來的東西，它寫出來的東西，它不是佛。所以只要不是佛，我們都要懷疑它的真實性，

所以很多的真偽問題，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像很多人會講，很多人會講說《華嚴》不是佛所說的，雖然裡面《大方廣佛華嚴

經》它裡面就講佛境界，佛開口說這些東西。這個地方大家都會想，以小乘的角度來講，

這個不是佛所說的經。因為佛在的時候，當時祂的第一批弟子，並沒有把《華嚴經》鋪

設出來或是展露出來，所以大乘經典不是佛說的。這部經典譬如說《華嚴經》，它本身

是龍樹菩薩在龍宮拿出來的。所以對於這個，我們到底相不相信它是真是偽，重點是它

是真是偽，還是它提攜給你佛的訊息，跟你內心真實證實這個東西是所謂佛性的東西。 

佛畢竟在我們世間示現說法四十九年，我們把祂無限無量的說法累積起來，還是叫

有限，還是叫有限的文字、有限的語言。但佛自己的境界裡面，任何一個修行人都知道，

在境界裡面每個人內心所體悟的，是有的東西不可能用言詞表達出來，有的東西是無量

無邊的。所以在語言文字的有限裡面，又如何把這些無量無邊的東西延展，而真正的開

發出來，把它說出來，就是後面所謂的菩薩做的事情。這些菩薩做的事情，我們如何來

辨別它的真偽。 

這在歷史多年來，從佛陀入滅到現在，一直都有這個真偽的問題。為什麼後來大家

對於這個真偽的問題，有一個比較統合性的認知點？也就是這些大德開發、這些大德證

悟，開發跟證悟之後，他再來讀這些大乘的經典，再來讀這些論述的時候，他們會做比

對。或是他因為開發到某個程度的時候，他開始記錄。他開始記錄，把整個修行的過程，

跟眾生怎麼樣的狀態，那個狀態就是他自己以前的狀態，他把這個記錄下來、說出來，

這樣成為了論述。 

至於真偽的問題，在我們中國，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印度本身聽得懂佛陀當時所講

的話，跟佛陀當時所講的話就是翻譯出來的文字以外，其他都談不上真，也不能說是偽。

為什麼？因為朝代、時間、空間、語言、結構完全不同。語言這個東西是隨著地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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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思想、思考邏輯是不一樣的。你以一個中國人的思想，跟一個挪威的女子思想

會一樣嗎？你以一個傳統的中國雲南的一個女生的道德觀，跟丹麥女生的道德觀會一樣

嗎？不一樣！知道嗎？哪個對比性。 

所以現在不是在講，這個道德觀跟這個對比性的問題，而是語言文字本身它要表達

的是真實義。所以如果我們對文字比對文字，永遠找不到真。文字比對文字，我們現在

的經典，跟當時佛所說法的時候的口語化，那是差很多的。任何一個人講話，不會像我

們現在經典這麼順暢，他會有重複再重複。「各位同學：大家好！」「各位同學：大家午

安！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什麼」，祂一樣佛說法的時候是口語化，祂是人，以人的角度來

說法給人聽的。所以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祂會有重複再重複，把前面的重述，讓大家銜

接那個主題。所以過去的年代它有真偽的問題，因為翻譯。 

有的時候這個經典翻譯得太順了，大家說它是偽經。像《楞嚴經》翻得非常非常之

順，因為那是一個宰相下去參與。下去參與的時候，宰相當時是叫什麼？狀元，很多是

狀元的，所以他在中國文學的造詣非常的高。宰相，退休的宰相，他當然這個頒布過的

這種法令等等太多，文辭文藻上的修養，當然不是眾人所能及的。像這種情形之下，因

為他翻譯的太順，所以它叫偽經，這個道理是不對的。 

那什麼叫做偽？還有什麼叫做真？如果我們要照翻照翻照比對來講，那麼生澀的吞

不下，因為語詞的結構不一樣。這部經的真偽問題，在歷史上也曾經抨擊很久，就是這

個說，這個語詞不像馬鳴菩薩所說的話，這個翻譯者，這個語詞，他翻譯的手法，這個

結構，也不像真諦，就是我們這個翻譯家，這個翻譯是叫梁三藏法師真諦，就是說也不

像他的。所以這個真偽的問題一直存續，一直到近代，近代不討論真偽了，不討論真偽。 

因為經過這麼多歷年來，兩千多年來，所有大德他在體悟的過程，他在開發的過程，

他們懂得《大乘起信論》它所講的價值是什麼，它能幫助眾生的東西是什麼。如果佛在

的時候，祂依然會用這種辦法來開解，來開演給眾生聽，所以真偽不是真偽問題了。這

個問題就不是所謂我們在文學或是學術探討裡面的主題，而是要探討這部論它的主要價

值、它的思想、它本身的內容是什麼，與佛所說的有沒有相違逆？沒有！所以不再討論

真偽。這個地方我們先瞭解，要不然以後人家會說，這個哪部經是假的？哪部經是假的？

哪部經是假的？這個假與不假，就看你能不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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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又看《起信論》，我們用的這個《起信論》全部都講是馬鳴菩薩所造。光這個

馬鳴菩薩所造，就還是爭論不已。因為馬鳴有兩個，在歷史裡面，印度的馬鳴菩薩有兩

個菩薩，講的第一個，就是講他是原著作者。這個馬鳴菩薩，他開始並不是佛教裡面的

人，他是一個詩人，他是一個思想家、哲學家，他在印度的時候很有名，大乘佛法是他

後來因為他的哲學思想跟他的文學各方面都造詣很深，後來他跟一個論師去辯論，因為

哲學家很能辯的。他跟一個論師去辯論的時候，他發現了這個思想佛教的思想是他所沒

有的，是他欠缺的，所以之後他才進入研究佛學。進入研究佛學之後，把他哲學上的成

就，把他詩詞上面、文辭上面的那種能力發展出來，所以馬鳴菩薩根據經典歷代大德評

估為八地菩薩，八地菩薩，菩薩造論。 

所以從這個馬鳴菩薩的這個角度裡面，還是爭議不休，為什麼？因為馬鳴菩薩歸順

佛法，弘法的過程裡面，他作了這一部論。後來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又有作大乘佛學，

他是大乘佛學家，所以他有《大莊嚴論》，還有其他的論述。他就用《大乘起信論》就

是馬鳴菩薩所作的這個論為他的思想主軸，又去發展出思想來。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都要懷疑了，大家就要懷疑說，龍樹菩薩之前的這個馬鳴是原著作，還是另外還有

一個馬鳴？另外一個馬鳴是年代比較後面的，是龍樹之後的馬鳴，那個馬鳴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爭議，因為那是在龍樹之後，這個只是跟同學做介紹。（此段頗有疑問，詳Ｅxcel 檔） 

這個馬鳴菩薩，為什麼叫馬鳴？據說他很能宣講佛法，他宣講佛法的時候，聽到的

人內心都會心開意解，心開意解去體悟到佛法所說的東西，連馬也為之悲鳴垂淚，七日

不食，所以名字叫馬鳴。這個人很會講法就對了，他這樣說說說，每個人因為他理路非

常的清晰，哲學家他的理路很清楚的，他非常的清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帶，一步

一步的開演，於是所有的人都能心開意解，馬也在旁邊聽了落淚，七日不食，悲鳴、讚

歎。所以在這裡講說，眾生有佛性，也能相應，所以他的名字叫馬鳴。其實他的本名不

叫馬鳴，他的本名翻譯出來叫阿濕縛窶沙，字很長。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翻譯者，連這個翻譯也在歷史上爭論不休。今天大家聽聽就好，

不用看到課本。這個書有兩個譯本，一個是梁代的真諦，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是叫做大周實叉難陀，大周就是武則天，武則天就是大周，實叉難陀又

翻譯一次。兩個比對出來，為了要上這個課，我還特地去請了兩個版本放在一起去比對

出來，比對出來的差異，讀起來是這個版本比較順，但是裡面的文字簡潔性來講，實叉

難陀中間有一段，它的文字表達那個緊湊性，是比這一部論，我們現在真諦的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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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還更濃縮得，這個重點還更好一點，但是各有長短，我們還是使用這個真諦的版

本。 

這個地方為什麼還是有爭議呢？既然已經標了這麼清楚，真諦跟實叉難陀為什麼有

爭議？因為在真諦他自己，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翻譯了什麼經典什麼經典什麼經典的時

候，他裡面的記錄並沒有說他翻譯《大乘起信論》，他沒有。譬如說：好！可師父有做

日記，可是等到我老了，我死了之後，人家翻我的日記，他並沒有說他翻譯這部論，可

是這部論為什麼是真諦翻的？所以這個地方大家又在講了，到底真正翻譯的是誰？如果

沒有翻譯者，表示這部論根本就不是馬鳴作的。聽懂嗎？不應該是馬鳴作的，因為真諦

他沒有說他有翻，那又從何而來？另外大家又在講，這部論真奇怪！無中生有，因為找

不到梵本，梵語的原本。因為找不到梵語的原本，所以大家就在懷疑，這一部論又推到

前面，又推到第一個問題，真偽問題。唉呀！這部論原來是中國人作的，大家都這樣推

了，不是印度作的。然後歷史就開始戰啊戰啊戰，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又開始戰，說這一

部論不要讀，這部論不要讀。愈是大家說不要讀，大家愈讀，就是這樣子。所以這部論

就一直去強調，就一直要去瞭解它的思想史，所以這部論是很有爭議的論。 

但是爭議的情形還有更多的主題，爭議的情形更多的主題就是回溯到剛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的，它講到如來藏的時候，跟世尊在講別的經典的如來藏，又有不一樣的地

方。世尊講如來藏的經典，很有名的一部經典叫做《勝鬘經》，《勝鬘經》就是講如來藏。

但是《勝鬘經》在講如來藏的時候，它把如來藏講的如來藏的內容是淨，它強調一個淨，

所以它只是有顯現跟沒顯現，它講的是乾淨的。 

這個論《大乘起信論》裡面講的如來藏，它就是眾生心，它一直強調這是它的思想

基礎。它思想基礎就是說，如來藏就是眾生心，眾生心有染有淨，所以這部論它講的如

來藏，跟《勝鬘經》的如來藏角度有點不一樣。這個狀態之下大家就開始說，因為它是

中國人寫的，它不是世尊講的，所以它講的如來藏跟那個不一樣，沒有辦法統合。 

但是很多人，現在回到一個主題，我們每個人，你有體悟的人，我們現在很多同學，

你可能小小有體悟，那也好；瞥見空性的人更好，證空性的人更好。你來看你自己，眾

生心。我們現在為什麼後來會證實這部論的位置？你來看你自己，你過去是不是染淨都

有？有瞥見空性的人，當你瞥見空性的時候，你是不是知道你可以乾淨起來？對不對？

你是永遠在染嗎？不是！在染，你永遠在染嗎？不是！那你染中是不是有淨？是！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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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些所有的東西，是不是讓你能夠得悟？能夠體會那個佛性的光芒，能夠現出來？對

不對？佛性的光芒現出來。你的染跟你的淨，在過去染對你的淨沒有幫助嗎？老實說有

沒有？有！這個就很大聲了。你的染對你的淨有沒有幫助？有！ 

你在染中是不是不安？同學再問一個問題，你現在大家是不是在染污中？是不是你

在煩惱中，煩惱相中？對不對？你是在愚癡無明當中，我們都有無明。你在愚癡跟無明

當中，你是不是不安？你是不是不安？你為什麼會不安？你為什麼會不安？不知道嗎？

你為什麼會不安？不知道嗎？因為你有淨。因為你有淨，你才知道不安；你如果只有染，

你就安在全染。因為你有淨，就有一個力量在拉你，有一個要平衡下來，它要靜下來，

剛剛有講寂靜，它就是有一個基本的點，它會一直震盪，就是一直擺盪，就是為了要平

靜下來，所以你會感到不安。所以染對於淨，淨跟染之間，是不是兩個互熏？是不是兩

個互熏？那有沒有幫助？有！所以現在要不要討厭自己恨自己？不用！因為那就是過

程。 

這部論就是把這個東西提出來，這部論就提出這個東西來，它很有價值的。因為很

多人讀了這部論之後，他才懂得我有機會。有很多人看不到自己的佛性，佛性在哪裡？

每個都有，眾生皆有佛性，我的佛性在哪裡？它是一個很抽象的東西，你摸不到。可是

這部論的存在它告訴你這個，你才知道真的是這樣。然後你照著這個辦法，信分、修行

分這樣去修，真的有人，因為他是馬鳴菩薩，他很能思惟的，思辯有夠厲害，所以很多

人從這裡面得到很大的啟示。 

所以最後在真偽的問題跟作者的問題，大家又不談了。因為真諦裡面，他的記錄裡

面他沒有翻譯，可是為什麼又有出現馬鳴，又有出現真諦？這個歷史我們也回不去，所

以大家最後也不談。知道？由你開始修行跟你體悟，跟你這些大德有證悟，證悟到某個

程度，他們知道《大乘起信論》點出了很明確的東西。 

接下來再來看，這部論在中國裡面，它有三個大德作的論述非常有名，現在大家幾

乎都用這三個大德裡面的其中的一個或是兩個來輔佐，來研讀這個《大乘起信論》。第

一個就是隋朝淨影寺慧遠，他有作一個《起信論義疏》四卷，叫《淨影疏》，這是第一

個疏，「疏」就是解釋它的意思。慧遠他是淨土宗的初祖，淨土的初祖。所以我們在這

個地方要懂得一個事情就是說，這部論你給它讀出來，你會找不到淨土的影子，因為它

裡面沒有說什麼，「什麼」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把淨土太狹隘的看法。第一個論疏《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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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疏》是慧遠大師作的，他是淨土宗的始祖，現在要把淨土宗拉進來，給同學聽解釋。

淨土它講的是所謂佛的淨土，他講的就是畢竟的淨土，他並不是講一個偏差狹隘的往生

淨土而已。這樣知道意思？所以他的淨土是廣角的。 

但是歷史慢慢沿革下來，為了適應眾生，「眾生」我第一個要入門的時候，我已經

面臨到我生命層層的關卡，來與去的問題。所以來與去的問題，我把我要的淨土設定為

我要的淨土，而不是當時淨土宗慧遠所講的畢竟淨土。這樣知道意思？所以這個狀態之

下，《起信論義疏》裡面它講的是個佛性的中心，他的疏大家同學你可以讀，如果你要

的話師父可以印給你，它是淨土宗作出來的。這個疏裡面你慢慢讀才知道，慧遠師父慧

遠大師他在講的淨土，是跟佛所說的淨土是一樣的。 

我們如何使用他的辦法來佛國淨土？真正從自心淨土來建立淨土給同學，建立淨土

給所有的人，給大家能夠回歸到這個淨土裡面。它涉及到一個東西叫意生身，這個是同

學在裡面可能找不到的，先把它講出來，我們後面讀的時候會談到這個合併進來。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裡面，都有他的概念跟軌跡，都有他生命的一個組織結構，跟他

所有的東西。每一個人在自己認為自己的存在，肯定這個存在的時候，你這個身的存在

就肯定了。當你沒有辦法看破生死，你沒有辦法毫無罣礙，能夠把自已回歸到所有一切

在在處處的時候，你這個身的概念是在的。這個身的概念在的狀態之下的眾生都有其

意，都有他意念的存在。這個意念的存在，菩薩有意生身，修行人有意生身，所以淨土

概念的存在，或是《大乘起信論》它最後也匯歸念佛，最後它也匯歸念佛，就是為了符

合凡夫跟修行人當中，他沒有辦法摒除掉的意生身。這樣可以聽得懂？ 

這個意生身的存在就必須有什麼樣？就必須有你歸屬的層次，你歸屬的地點。所以

這些東西的歸屬地點，從哪裡可以找得到？從佛在介紹佛國，佛沒有把它講得很明白，

佛沒有把它講得很明白，祂就說我們往生到哪一個佛國？哪一個佛國？因為眾生有意生

身，因為眾生的身的概念是存在的。這種狀態之下，所以有這麼多佛國，這個也是方便，

也是眾生的歸依之處。聽這樣會不會頭很痛？會不會頭很痛？還沒有辦法瞭解，對不

對？有人瞭解嗎？有人瞭解。好！沒關係！你慢慢聽，你慢慢聽。 

因為在高雄四月要開《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就是淨土裡面的大部經。現在來講

這個還是拉進來先介紹，這是一個淨土的大師作出來的疏，我們可以摒除掉所謂這個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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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中心，跟禪門跟任何的一個理路，你華嚴宗、你唯識宗、你什麼宗，它最後都是講

一樣的。它全部都是在講真正你開發到所有的一切跟佛一樣，所有指向都是一樣，中間

的文辭都是過程，你來比對這個疏就可以看得出來。 

再來第二個重點的疏，第二個重點的疏是元曉《起信論》疏兩卷，叫《海東疏》，

這個《海東疏》，這是第二部疏也很有名。第三個疏呢？是賢首大師法藏所作的《起信

論義記》，這個是第三個疏。賢首是什麼宗？華嚴，華嚴賢首，賢首宗，華嚴宗就叫賢

首宗。華嚴宗的賢首，華嚴是不是佛境界？是不是佛境界？以佛境界的以讀《華嚴》的

人，他要來註述這個論述的時候，表示什麼？這個論述所說的東西，其實就是佛境界裡

面的所謂思惟法，所謂它的結構法。所以以這樣的歷史，這三個論疏是最重點最有名的。 

其實不僅於此，不僅於此，還有好多好多論，我隨便唸一下，華嚴四祖《起信論》，

華嚴五祖宗密也有《大乘起信論注疏》，還有憨山德清，憨山德清是什麼？禪宗，憨山

大師！憨山大師有作《大乘起信論直解》。蕅益智旭，蕅益大師是什麼宗？淨土宗，他

又作《大乘起信論裂網疏》。還有很多很多大德，不講了，這些全部都在註述這個《起

信論》。表示《大乘起信論》是不是中心？他們在論述的時候都能夠瞭解，而且呼應是

相吻合的。所以到最後的時候，大家對於這部《起信論》，到底是印度作的，是中國人

作的論，都不重要了，都不再重要了。就變成說它確實是一個精髓，是在談我們佛性的

開發。凡夫的佛性怎麼走向清淨，菩薩看到自己佛性光芒的時候，如何把那個染相，如

何染相看到他的啟動？無明的啟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修行人，在座我相信有些同學你有經驗。好！你悟得一點好了，你也知道

了一些，可是你生命有習氣，你有起心動念。你在起心動念跟習氣的過程裡面，就是你

在修的染相轉淨的過程。對不對？你染相轉淨的過程裡面，在這《起信論》它描述得非

常的清楚，這就是幫助了這些菩薩，他整個在修為裡面，有很高標準的指標，這個地方

是跟同學介紹。所以歷代剛剛所講的這三個論，叫做起信三疏，《起信論》的三疏。 

今天都講概念。再來介紹關於《起信論》，人家講馬鳴菩薩，然後很多人說不是馬

鳴菩薩，後來就說是中國作的。中國又是哪一個人作的？就開始比來比去。後來就講到

說地論師，地論師就是《十地經論》，《十地經論》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論，那部論比這部

論大多了。《十地經論》最主要就在講菩薩十地從初開發，它是根據《華嚴經》的〈十

地品〉，就是菩薩的〈十地品〉作出來的論述，我以前在土城的時候講過《十地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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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時間沒有辦法完成，所以講到五地還是六地菩薩而已，如果可以，希望有生之年可

以再把它講完。 

這個《十地經論》這個地論師，他們也是對於菩薩道，你從初初開發，一直到你完

成十地的時候，你中間會產生的心路歷程，跟你證量問題，跟你度眾生的瓶頸，他在這

個論述裡面講得很清楚，所以那個也是思惟非常非常細膩，非常細膩，實修過程的一種

記錄。所以《大乘起信論》跟《地論》就是《十地經論》裡面有很多重疊處，所以這個

地論師，有的人就說這個一定就是照《十地經論》，他們以《十地經論》為他們的宗旨

修行的這些人裡面的某一個大德所寫的，於是就是這樣懷疑的，這個懷疑也很合理，其

實是很合理的，因為它裡面有很相像的東西。以論述來講，講得比較細的是《十地經論》；

講的一個主旨指標比較清楚的，只有把它的思惟理路標示簡單化的是《大乘起信論》，

這樣子跟同學介紹。 

接下來講到日本，日本他們得到《大乘起信論》的論述之後，他們也產生了很大很

大的衝擊。很大的衝擊，他們又在懷疑說，奇怪它這個思想－《大乘起信論》的思想非

常靠近中國思想。因為中國人的思想裡面，它有孔子、孟子，它有孔孟，它有老莊。孔

孟的思想差異是什麼？老莊的差異是什麼？孔孟的思想是世間有為的最高標竿，它是世

間有為法的最高標竿。可是它的有為法的背後，就涵蓋人性真實的那個東西，人應該怎

麼做怎麼做，它在相上表相上規定得非常清楚，人應該如何相處來表達。 

如果你把菩薩道的內心證量，他的法身部分跟菩薩道的行徑，把兩個拆開，就是老

莊跟孔孟，它拆開就是這樣子。一個在講相，一個在講無為的內心，所以《大乘起信論》 

它有孔孟的表相加上老莊的思想在裡面。但佛法跟老莊的思想，佛所講說的法身，佛所

講說菩薩證量到達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它是超越老莊。意思它連這個空的概念也不再強

調了，它不再強調。它強調什麼？它強調般若智慧跟實相，你如何完成菩薩道，所以它

變成解行合一，所以你有為無為兩個是理事圓融的。 

所以這個《大乘起信論》它涵蓋了中國式的這種東西，所以日本也就開始在懷疑，

這個是中國撰的，這個是中國，這個只有中國的特色。因為佛在講經的時候，祂講得很

明白，譬如今天菩薩來問如何安住，安住這個心？菩薩如何發這個菩提心？每一個眾生 

每一個菩薩來問問題的時候，都是單一問題。所以佛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根據這個

眾生的根器，你要問的是現象，祂告訴你現象；你要問的是內心的結構，祂就告訴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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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結構。但祂告訴你內心結構的時候，祂有講在現象上面，你應該如何來以眾生的考

量為考量，你要具足方便善巧，但是祂就不再描述太多文字。 

如果說你在問現象的問題，佛陀會跟你講，你如果春天生病，應該穿什麼衣服，吃

什麼，然後你要怎麼休息；如果你秋天，應該幾點起床，你秋天應該吃什麼食物；如果

冬天，你應該幾點起床，吃什麼食物，請問大家有沒有讀過這種經？沒有，我讀過。因

為我就是要瞭解說，世尊祂到底說法的時候，是不是全部講無為法？不是，祂連養生法

都有講。祂連養生法，有人問，有人問說世尊，我地水火風四大，我地水火風生病的時

候會怎麼樣？世尊這部經裡面全部講地水火風，你地生病會怎麼樣，你水生病會怎麼

樣，你風生病會怎麼樣，暈眩怎麼樣，你水生病的話會怎樣，這種經也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在悟解的過程，我們在局部局部去涉獵佛經的時候，我們把很多佛的精髓

的東西拿出來廣為流傳，我們就以為佛只說這個東西，我們就以為佛只說這個東西。其

實佛說的所有宇宙人生、現象、事情、道理、內心、境界、智慧所有的東西，甚至於你

在什麼樣狀態之下，它就是表達意義的某一種發生，這個叫占卜。知道？占卜經。所以

曾經有一個人他問我說，可師父請問一下，你們佛教有占卜術嗎？我說有，但是不盛傳

也不強調，因為有人問，世尊在大藏經裡就有，佛也有。這個地方是為了安撫眾生，為

了眾生他已經完全失去安住，他的內心非常的混亂，無人可問的狀態之下，他求諸於諸

佛菩薩，然後希望得到一個啟示，這種經典也有，但佛不恭維這個。這樣知道？ 

所以再回到《大乘起信論》，《大乘起信論》因為日本人他在研究它的時候，他把佛

經，佛所說的這個一個區塊一個區塊，它是拆開的。可是《大乘起信論》竟然把它融合

在一起，所以他認為《大乘起信論》是中國人作的。因為裡面有老莊的思想，有孔孟的

思想在裡面，所以他們認為這是偽經。可是日本的另外一派的思想家，他就認為說不對

不對不對，你如果完成的去看，到後面比較後來的時候，去看到佛在講《涅槃經》，比

較後面的經典的時候，它就有融合的現象。祂在講《法華》、《涅槃》，這個時候就有融

合了。所以他們又開始認為說不對不對不對，這個應該是印度作的，那是比較後期的，

比較後期的，所以應該是馬鳴菩薩作的沒有錯，又再還給他一個身分地位，這個是這部

論在日本引起的迴響。 

所以大家都認為，現在大家都認為你哪裡作的都不重要了，根據上面所說的這些都

不重要，因為它確實是有價值，而它確實是直指菩薩道的修行，凡夫如何發心，如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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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悟你自己的佛性。 

接下來再介紹說，這個《起信論》大家熱烈研究它的時候，在歷史上有幾位大德，

他們是非常非常肯定它的。剛剛所唸的那些論述，什麼法藏等等那些，那個是比較古代

的，近代也有。近代代表性的是印順導師，他在他的論文裡面他有講到，他有「起信平

議」，他對《起信論》的真偽，他就不再討論了，近代的人也就不再討論真偽問題。他

也有講，他說，印順導師他不是寫《成佛之道》嗎？印順導師他說《起信論》它把佛教

的演化過程，就是說一個思想，我們一個佛性的開演未明之前，跟我明確初初體悟到我

這個清淨佛性開始這個演化過程，跟一直達到畢竟清淨的這個過程，他有作一個論述，

所以《起信論》的價值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