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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t reya），被認為是釋迦牟尼佛的繼任者，因而
常被尊稱為彌勒佛，而且還被唯識學派奉為鼻祖，

然而我們今天在寺院裏看到的「大肚能容，笑口常

開」的彌勒佛並不是印度原本的彌勒佛，而是中國

化了的彌勒佛，其原型乃

是唐末五代時期的寧波僧

人契此（？-916，亦稱布袋
和尚）。契此「雖是佛門禪

僧，可長期生活民間，他心

寬體胖，大肚常坦，身負

布袋，心繫百姓，走街串

巷，訪貧問苦，救苦救難，

想民所想，無所不能，因

此，他在浙江一帶產生極

大地影響，在人們的心目

中，他就是菩薩，就是彌

勒，不管誰有什麼困難都

願意向他訴說，他成為人

們崇拜偶像和心中的希

望」，從而被視為是彌勒

菩薩的化身，「今天我們

所信仰和供奉的彌勒菩

薩，就是我們中國的契此

禪僧，即布袋和尚。」「中

國奉化布袋和尚是印度彌勒的化身，布袋和尚是

著名的中國化、國際化、平民化的彌勒佛」。[3]中國

以這種「布袋彌勒信仰」為核心的「彌勒文化是佛

教文化的主要內容，但彌勒文化不但來源於印度，

也來源於我國民間，因此，民間佛教中的彌勒文化

具有大眾化、通俗化、實用化等特點，是廣大群眾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
—佛教中國化的佛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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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中國化現象素描

在中國文化史上，佛教中國化無論從哪個角

度看都是相當成功的。佛教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發

展，其結果就是印度佛教

被整個地翻轉成了中國

佛教，舉個例子來說吧，

比如印度佛教一般而言

還是「社區佛教」，佛教

寺院（或精舍）坐落在居

民區內或離居民區不遠

的地方以便於教化的進

行，但是佛教在傳入中國

後便漸漸地山林化了，哪

兒山遠林深就往哪兒建

寺院，以至於「天下名山

僧佔多」，弄得中國佛教

的主流最終變成了「山林

佛教」 [1]，而且這種「山

林佛教」的合理性還被唐

代書法家李邕（678-747）
在《東林寺碑》中從中國

文化的角度作了論證，

曰：

「古者將有聖賢，必應山岳：尼丘啟於夫子，鷲嶺

保於釋迦，衡阜之托恩，天台之棲顗，豈徒然也？」[2]

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但佛教寺院的位置移了

（當然隨之而來的還有佛教寺院的性質、結構、功

能等也都變了），而且佛教人物的形象也變了，比

如作為印度佛教八大菩薩之一的彌勒菩薩（梵文

摘  要：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後被成功地中國化

了，這具體表現在佛教寺院的中國化、諸佛菩薩

的中國化以及佛教思想的中國化等多個方面，有

目共睹。關於佛教中國化的原因，坊間有兩說，一

是「儒家包容」說，即中國的儒家文化有著博大的

包容性，容得下外來的佛教在中國大地生長發育；

二是「入鄉隨俗」說，即外來的佛教為了能夠在中

國生存下來，不惜主動改變自己以迎合中國文化的

需要。實際上，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動力還在於大

乘佛教一切以眾生為中心的思想，這一思想在《大

乘起信論》中表現為「所言佛法者，謂眾生心」，而

在《法華經》中則表現為以「眾生心」為導向的方

便教化原則。

關鍵詞：佛教中國化；儒家；《大乘起信論》；眾

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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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聞樂見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成是經歷逐步演

變和逐步完善的過程，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的彌勒

佛，中國的彌勒佛就有了中國的彌勒文化。」[4]「在

中國民間，彌勒是家喻戶曉並為民眾所敬奉的菩

薩，也是集大慈與大悲精神為一身的菩薩。彌勒信

仰，在華夏也是最早、最本土化的佛教信仰之一」
[5]，其所信仰的彌勒菩薩就是中國化的布袋彌勒。

「布袋彌勒信仰」乃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寫照，是

佛教中國化已經完成的眾多標誌性成果之一。當

然，「佛教的中國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由於

中國傳統文化內涵豐富而廣博，而佛教本身也是

一個由眾多要素構成的複雜體系，既有宗教的信

仰，又有思辨的哲學，還有相應的禮儀制度、僧伽

組織、宗教倫理和修行方法等等，因此，佛教的中

國化呈現出了極其錯綜複雜的情況，存在各種不

同的途徑和方法。它不僅表現在宗教信仰、神學理

論等方面，而且還表現在禮儀制度、組織形式和修

行實踐等許多方面。例如中國佛教改變印度佛教

托缽化緣的乞食制度而把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

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結合到自己的

修行生活中來，提倡『農禪並重』；隋唐佛教各宗

派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傳法世系

以維護自己的宗教勢力和寺院經濟財產，等等。對

於佛教中國化的途徑和方式而言，我們還可以從

佛典的翻譯、注疏和佛教經論的講習等不同的方

面來理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思想理論的層面
上看，漢地佛教的中國化大致可以概括為佛教的

方術靈神化、儒學化和老莊玄學化等三個方面。」
[6]正像有學者說中國人因為「敢想敢說敢幹，觀世

音便有了一個中國版本的傳奇」[7]，中國人在佛教

中國化的問題上確實是夠「敢想敢說敢幹」的，而

且正是藉著這種「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才創造

出了包括中國版觀世音在內的各種各樣中國化佛

教的表現形式。

在中國化佛教或佛教中國化的諸種表現形式

中，佛教思想的中國化是最為深刻的佛教中國化。

概括起來，佛教思想的中國化，一是表現在隋唐以

後成立的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

上，二是表現在所謂的「偽經」上。前者比如天台宗

的創始人智顗（538-597）通過在天台山的十年探

索，終於突破印度佛教的桎梏，「說已心中所行法

門」[8]，創立了一種基於「止觀」修行的佛學理論

體系，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中國佛教史上第

一個中國化佛教宗派天台宗的思想。中國化的佛

教宗派，其特色誠如明海法師以其所屬的禪宗為

例所說的：「我們知道，佛教淵源於印度，後來才

傳到中國，傳到中國以後，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

就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經過無數高僧大德的學習、

身體力行、實修實證，使佛教和中國的國情、中國

的語言文字融為一體，所以，漢傳佛教的佛學不同

於印度佛學，它有自己的特點。立足於禪宗來說，

就是非常重視體驗。禪宗大德們用中國本土語言

所講的開示，都是來自於他們的實修實證，其語言

是純中國化的，而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佛學著作，

多是翻譯過來的，不易找到那麼直接、親切的修行

指導，這並不是說印度佛學不如中國，恰恰是因為

語言文字的隔閡、文化的差異造成的，而古代的大

德們從自已的實修實證出發，用了我們中國本土最

親切的語言，告訴我們修行的道理，所以這一份遺

產是非常珍貴的。」[9]至於「偽經」，早在隋唐之前

就有了。「偽經」顧名思義乃是相對於「真經」而言

的。「真經」指的是從印度和西域翻譯過來的佛教

經典，而「偽經」則是中國人仿照著印度佛教經典

而自己創作的中國佛教經典，這些經典要麼以佛

教的方式來表達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比如宣揚

儒家孝道思想的《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要麼是

以中國本土的思想方式來言說佛教教理，如宣揚

「真如緣起」說、宣揚「眾生心」之能「一心開二

門」的《大乘起信論》，「吸收了許多中國道家和

儒家的思想，其中『眾生心』，似乎是《老子》中所

講的『道』或《易經》中所講的『太極』，而『一心

二門』，『有如太極生兩儀的含義』。」[10]總之，無

論是中國佛教的宗派思想抑或是為數相當可觀的

「偽經」都旨在將中國本土的思想觀念和方法納

入佛教體系，變成佛教的一部分。

縱觀中國佛教史其實就是一部佛教中國化

史。佛教中國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個明顯事實，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已經形成悠久而優秀文化

傳統的國度扎根，必須適應這裏的思想、文化土

壤。從其傳入的那一天起，就進入了『中國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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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逐漸建設起自成體系、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佛

教。中國佛教文化伴隨著中國佛教的建設和演變

而不斷發展和充實，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

要構成部分。」[1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荷蘭萊頓大

學教授、漢學家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
才說「佛教征服中國」（Budd h is t Conquest of 
China），1959年許理和以論文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獲得博士學位，該論文於當年出版後久享
盛譽，其中譯本《佛教征服中國》也已面世（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許理和的《佛教征服
中國》乃是我們瞭解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窗口文本，

而他用「佛教征服中國」這一富有衝擊力的說法無

非是想說明佛教中國化之徹底。

二、佛教中國化何以可能？

作為一個文化史或佛教史事實，佛教中國化

乃是有目共睹的。所謂佛教中國化，「是指印度佛

教傳入中國以後，為了適應中國社會與文化的需要

而不斷地調整乃至改變自己，在與中國社會政治、

經濟和文化的相適應過程中最終演變發展成為具

有中國特色的、表現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風貌與

特徵的『中國佛教』。」 [12]那麼佛教何以會中國

化？佛教中國化又是如何實現的？對於這個「佛教

中國化何以可能」的問題，一般的答案不外乎從以

下兩個方面來申述：一是「儒家包容」說，即中國

的儒家文化有著博大的包容性，容得下外來的佛

教在中國大地生長發育；二是「入鄉隨俗」說，即

外來的佛教為了能夠在中國生存下來，不惜主動

改變自己以迎合中國文化的需要。乍一看，這兩個

觀點都不無道理，但細究起來卻又都不夠圓滿。

先看「儒家包容」說。從理論上講，儒家確實有很

大的包容性，《論語·學而》中曰：「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句千

古傳誦的名言無疑對儒家的包容性作了最為生動

形象的注腳；又《論語·子路》中曰：「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裏的「和而不同」簡直就可

以看作是在給儒家的包容性下的定義，即「和諧而

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

共存，不同以相輔相成」[13]，然而，在現實中，被

董仲舒（前179-前104）「獨尊儒術」以後的儒家是

不是還有包容性那就另當別論了。如果儒家的包

容性是一種實存的形態，中國古代何以會綿綿不

絕地產生以儒家為意識形態的專制政治體制？退

一步講，即使儒家在對待佛教時體現了包容性，但

是它如此偏激地排斥同樣是外來的基督教，你能

說儒家對待佛教的那種包容是真正的包容嗎？有

選擇的包容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包容！要知道，真正

的包容是不作取捨的。儒家的包容因為是有取捨

有選擇的包容，所以它在面對佛教時，雖然總體

上是接受的，但隔三差五也會反佛排佛，並且造就

了歷史上儒家陣營中像韓愈（768-824）、李覯
（1009-1059）、王夫之（1619-1692）、顏元（1635-
1704）等人那樣的反佛急先鋒，比如韓愈在《原
道》中主張對佛教實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王夫之在《〈周易〉內傳》中指斥佛教「執天

地之體以為心，……異端之愚，莫甚於此」，李覯

在《富國策》中將「釋老」即和尚和道士列為社會

之「冗者」（也就是多餘的人）而欲驅趕之而後快
[14]，而顏元則更是在《存人編》中像潑婦罵街那樣

地對佛教破口大罵。[15]總之，儒家對佛教的寬容始

終是有限度有條件的，亦即儒家對佛教也還有著

不寬容的一面，可以說，儒家對佛教的這種不寬

容，自從漢代佛教傳入中國開始就程度不同地存

在著，沒有斷絕過，直到今天都還餘韻猶存，因

此，說佛教能夠中國化即在中國成功地落地生根

並開花結果實現從印度佛教向中國佛教的華麗轉

身是由於儒家文化的包容，這種觀點並不十分周

全。

與「儒家包容」說不能有效地解釋佛教中國

化一樣，「入鄉隨俗」說也差強人意。佛教在儒家

並不十分寬容的文化環境中確實是「入鄉」了，但

卻並沒有完全「隨俗」—佛教的「隨俗」也像儒家
的「包容」一樣是有限度的（佛教的「隨俗」和儒

家的「包容」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也就是說，

佛教並沒有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無條件地放棄

自己本位的東西而曲意迎合儒家文化，該堅持的

還是堅持住了並將之發揚光大，慧遠（334-416）的
《沙門不敬王者論》和《沙門袒服論》堅決維護佛

教禮節的純粹性而使之不混同儒家的規矩；僧肇

（384-414）的《肇論》破斥「六家七宗」對佛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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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思想的曲解和誤解，「以『非有非無』的哲學思

辨，比較完整而準確地闡發了般若性空學說，……

為佛學結束對傳統思想的依附而走上相對獨立發

展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貢獻」[16]；與僧肇差不多同

時代的竺道生（355-434）為了堅持大乘佛教「一切
眾生皆有佛性」的觀念而忍受被逐出僧團的恥辱，

至於他所認同的大乘佛教「頓悟成佛」和「善不受

報」思想更不與儒家思想同調；隋唐時期成立的各

大佛教宗派雖然在教義上有許多不同於印度佛教

的地方，但卻自始至終圍繞著作為印度佛教根本

目的的「解脫」而展開言說；就是在入宋以後中國

佛教大談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歲月裏，佛教徒們也

沒有隨便放棄佛教的立場，反而在儒佛道三教的

比較中更加推崇佛教並以佛教為平台來融合三

教，從而進一步突出佛教在三教中的主體地位。不

過，最能說明佛教「入鄉」而沒有「隨俗」的是，在

中國佛教史上，有許多高僧大德開始時都是忠實

的儒生，後來接觸佛教後都為佛教所折服而棄儒

入佛，甚至對儒學不屑一顧，如剛才提到的慧遠，

「十二歲，從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通六經，尤

通周易、莊、老之書。二十一歲，欲渡江，與范宣子

俱隱。值中原兵戈塞路，聞道安法師居太行山，遂

與弟慧持俱投之，聽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嘆

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與弟投簪落髮，常以

大法為己任。」[17]又如丹霞天然禪師（739-824），
「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

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

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

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

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
[18]，放棄科舉儒業當和尚去了。一直到近代，這樣

由儒入佛的僧人也還不少，比如太虛大師（1890-
1947）就曾在《蓮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塔銘》中說，
印光大師（1861-1941）「本由儒入佛，歷遊禪、教而
歸於淨業。適儒士被棄於民初歐化之際，故清季以

來，曾讀儒書而被導入淨土法門者獨多也。」[19]—
這些棄儒入佛、由儒入佛的僧案無不在向我們很

有說服力地表明，佛教在傳入中國後，透過這個隊

伍頗為龐大的棄儒入佛、由儒入佛的僧人群體而

保持住了佛教的風骨，使得佛教不至於過分「隨

俗」而被儒學所同化，這就意味著「入鄉隨俗」說

同樣也不能完全解釋佛教何以能中國化。

既然坊間所常提到的「儒家包容」說和「入鄉

隨俗」說都不足以圓滿地回答佛教中國化何以可

能這個只要談中國佛教就迴避不了的問題，那麼

問題的答案究竟在哪裏呢？還是讓我們回到大乘

佛教吧。我們都知道，大乘佛教千經萬論，汗牛充

棟，大乘佛法無量無邊，甚深廣大，佛教中國化實

乃大乘佛法內在邏輯在中國的一種外化和展現，

那麼究竟什麼是大乘佛法呢？從其內容容量上來

衡量，大乘佛法有三個尺度，一是「小尺度的大乘

佛法」，系指印度佛教最初相對於小乘佛法的大乘

佛法，這是狹義的或純粹的大乘佛法；二是「中尺

度的大乘佛法」，系指按照《法華經》的思想，把

小乘佛法作為大乘佛法之「方便」的包含了小乘佛

法的大乘佛法；三是「大尺度的大乘佛法」，系指

在中國佛教中將儒家和道家等中國本土思想（被

稱為「人天乘」）也作為大乘佛法之「方便」的包含

了儒家和道家等中國本土思想的大乘佛法，也就

是包含了所謂「外學」或「世間法」的大乘佛法，這

是最廣泛意義上的大乘佛法。就中國佛教最廣泛

意義上的大乘佛法亦即「大尺度的大乘佛法」而

言，大、小、顯、密、性、相、禪、教、律、淨、內、外、

世間、出世間，大乘佛法的內容非常龐雜，彼此之

間甚至還互相矛盾，乍一看似乎難以一概而論給

其下個定義，即使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理論上較為

嚴密的種種「判教」學說，比如天台宗的「五時八

教」判和華嚴宗的「五教」判，充其量也只是對「中

尺度的大乘佛法」作了個分類，還不曾達於關乎

中國佛教實質的「大尺度的大乘佛法」，更沒有對

「大尺度的大乘佛法」下個定義，不過，不要急，這

個足以為佛教中國化奠定堅實理論基礎或足以圓

滿解釋佛教何以能中國化的定義—一個準確的定
義就是一個濃縮的理論精華—倒是在《大乘起信
論》的不經意敘述中就給出了。

三、《大乘起信論》：「所言法

者，謂眾生心」

《大乘起信論》雖然標明「馬鳴菩薩造，真諦

三藏譯」，但學界有人認為《大乘起信論》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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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造的「偽經」，並非譯自印度佛典。這裏我

不想糾纏於在現代學術史上已經爭論了近百年而

且再爭論下去也不可能有什麼結果的《大乘起信

論》的真偽問題，而是本著「英雄不問出處」、「味

美何問廚師」的精神，不去追問《大乘起信論》的

來源，但看其思想內容及其對解釋佛教中國化的

效用。

《大乘起信論》，顧名思義，就是論述如何對

大乘佛法生起信心的一套思想體系，因而可以看

作是大乘佛法的總綱。它深入到大乘佛法內部去

概括和總結大乘佛法，可謂是「入其壘，襲其輜，

暴其特」，「入其藏而察之」[20]。它對大乘佛法下

了這麼個定義，曰：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

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摩訶衍」是「摩訶衍那」之略，系梵文

Mahāyāna的音譯，意為「大乘」，其中Mahā（「摩
訶」）是「大」的意思，而Yāna則是「乘」亦即交通
工具的意思。《大乘起信論》通過上述定義告訴

我們，就大乘佛教而言，（一）「所言法者，謂眾生

心」，也就是說，大乘佛法是依「眾生心」而定的，

「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即依「眾生心」來顯

示「大乘義」；（二）大乘佛法透過此「眾生心」而

「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合二為一簡單地說
就是，大乘佛法是「眾生心」，包括世間法和出世

間法，這就是《大乘起信論》對大乘佛法的界定或

定義。

要準確地把握《大乘起信論》對大乘佛法所

下的這個定義，理解「眾生心」是關鍵，同時也是

難點。按照一般的看法，所謂佛法，也就是佛所說

的法或佛的思想，所以佛法應該是「佛心」才對，

怎麼會是「眾生心」呢？「眾生心」乃是未解脫的

凡夫俗子之心，凡夫俗子之心又焉能算是佛法？

種種疑慮歸結到一點就是我們究竟該如何來理

解「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或「大乘佛法是『眾生

心』」這個命題。還是讓我們先來看一下趙州從諗

禪師（778-897）的一個著名「公案」：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

云：「既有，為甚麼卻撞入這個皮袋？」州云：「為他知而

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

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州云：

「為伊有業識在。」[21]

對於「狗子還有佛性也無？」這個同樣的問

題，趙州禪師對甲僧說「有」，對乙僧說「無」，一

會兒說「有」，一會兒說「無」。無獨有偶，興善惟

寬禪師（755-817）也有一個類似的有關「佛性有
無」的「公案」，曰：

有僧問興善惟寬：「狗子還有佛性否？」他答稱：

「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

切眾生。」[22]

宗舜法師將上述兩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公案」捆綁在一起並作了如下解讀：

有人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他說無；再有人

問，又說有。到底有沒有呢？其實這裏面已經不是在討

論真的有沒有的問題了，是在「逗機」。什麼叫「逗機」

呢？「逗」就是挑逗的逗。（你們在北京久了知道逗蛐

蛐—逗的時候拿小草葉子去捅它一下，你要不停地去
挑逗它。）明明狗子都有佛性，你為什麼要故意這樣問

呢？沒事找事，所以回答「沒有」。既然狗子有佛性，和

尚有沒有佛性呢？有一位惟寬禪師（馬祖弟子、南泉的

同門，相當於趙州的師叔或師伯級的人物）也遇到過一

次這樣的問題。有人問他：「狗子還有佛性否？」（看來

這是當時的一個流行話，大家都特別喜歡問這一句，有

點像今天的「賈君鵬，你媽喊你回家吃飯」之類。）惟寬

禪師說：「有。」這個話好像很平淡。問話人一看佔了上

風，馬上就問：既然狗子有佛性，那和尚你有沒有佛性

呢？惟寬禪師說「我無」（我沒有佛性）。這種「有」、

「無」，大家要從活句上會，不要從死句上去理解。禪宗

講「截斷萬流」，就是在當下電光火石的剎那之際把你

的妄念全打掉，為什麼呢？你第一句可能是有疑而問，

得到一個答案之後，第二問就有耍嘴皮子的意思了，所

以這個時候禪師不跟你玩，一句話打掉你的妄念。你不

是故意想問，我跟狗比我有沒有佛性嗎？不陪你玩，我

沒有，行了吧？所以，從這樣的公案，你可以知道趙州禪

師非常有趣。[23]

在宗舜法師看來，無論是趙州禪師還是惟寬

禪師，他們在說佛性「有」或佛性「無」時，都「已

經不是在討論（佛性）真的有沒有的問題了，（而）

是在『逗機』」，那麼，什麼是「逗機」呢？「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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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問者—這裏不妨寬泛地理解為是眾生—的根
機，所謂「逗機」就是根據眾生不同的根機特徵亦

即眾生當下所處的不同心境來給他開示佛法，逗

引他進入佛道，比如趙州禪師和惟寬禪師就分別

根據自己對問者不同根機狀況的判斷，對一個人

說佛性「有」而轉過臉來對另一人則說佛性「無」，

但不管是佛性「有」還是佛性「無」，兩者都是佛

法，即相對於不同根機狀況的人的佛法，或者說相

對於不同眾生的佛法。在大乘佛教看來，不同的眾

生有不同的佛法，不同的眾生需要有與他們不同的

「心」相應的佛法來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心性問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大乘起信論》才說「所言法

者，謂眾生心」或大乘佛法是「眾生心」；同時，佛

教界所常說的「佛之所以說自己說法四十九年，沒

有說一句佛法，就是因為佛法都是給那些鈍根眾

生而設，目的是為了讓他們通過聽經聞法這樣一

種方式，進而修證成佛。」[24]佛已經成佛了，所以佛

不再需要佛法；只有那些沒有成佛的眾生才需要

佛法，而眾生所需要的佛法當然是基於「眾生心」

的佛法而不是基於「佛心」的佛法，因而當佛菩薩

或祖師大德為眾生說法時，必須針對「眾生心」說

合乎「眾生心」的佛法，惟其如此，才能完成大乘

佛教普度眾生之偉業，而此時的佛法，或者說大乘

佛法，其內容就是「眾生心」，簡言之即大乘佛法

是「眾生心」—《華嚴經·夜摩天宮品》中所說的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

差別」亦含此意。

順著大乘佛法是「眾生心」推論下去，我們必

然能得出大乘佛法包括世間法和出世間法，比如，

佛教傳入中國後，按照大乘佛教的規則，要教化中

國的眾生必須要用中國的佛法，而中國的佛法又

必須是中國的「眾生心」，那麼什麼是中國的「眾

生心」呢？中國的「眾生心」，其外在表現形式就是

中國文化，就是中國本土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形態

以及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等社會形態，而這些文

化就是相對於佛教出世間法的中國世間法。很顯

然，一方面，中國的佛法，既然也是佛法，那麼就

需要繼承印度佛教原有的出世間法；另一方面，中

國的佛法，既然要教化中國的眾生，那麼就必須要

切入中國的「眾生心」，切入中國文化亦即中國的

世間法，於是乎，中國的佛法就必然包括世間法和

出世間法。至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說，佛教

中國化乃是大乘佛教自身的內在要求，這種內在

要求以所要教化眾生的「眾生心」為導向來建構

佛法體系，從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也就必然要以

中國的「眾生心」即中國文化為導向並產生中國化

的佛教。《大乘起信論》中的「所言法者，謂眾生

心」，若具體到中國佛教，就是「所言中國佛法者，

謂中國眾生心」，這就是佛教中國化的根本原因。

在科學上，無所謂中國科學、印度科學之分，但在

佛學上，絕對有中國佛學、印度佛學之別。印度佛

學是印度的「眾生心」，中國佛學是中國的「眾生

心」。

四、結語：《法華經》以「眾生

心」為中心的方便教化

佛教起源於印度，後來漸漸傳播到了包括中

國在內的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佛教不管傳到哪

裏，也都像在中國那樣，以合乎所傳播地區的「眾

生心」的方式來創立和言說佛法。由於每個地區

的「眾生心」不一樣，所以不同地區的佛教也都各

不相同，印度的佛教不同於中國的佛教，中國的佛

教又不同於日本的佛教，日本的佛教又不同於泰

國的佛教，即使在中國，內地的漢傳佛教又不同於

藏地的藏傳佛教，其間的不同，就像是兩種宗教

間的不同而不是一種宗教內部的不同教派之間的

不同，比如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之間的差別可能

要大於中國佛教與中國道教甚至中國基督教之間

的差別。造成不同地區佛教之間有著如此之大差

距的就是大乘佛教據以組織其佛法的那個「眾生

心」，印度有印度的「眾生心」，中國有中國的「眾

生心」，日本有日本的「眾生心」，總之，世界各個

地區有各個地區的「眾生心」。

有關大乘佛教是如何重視「眾生心」以及如

何以「眾生心」為導向來實施「方便」教化，被日本

思想家和佛學家池田大作譽為「東方聖經」的《法

華經》作了重要的開示，其中有兩個故事與理解

「眾生心」在大乘佛教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有關，一

個叫「火宅之喻」，另一個叫「窮子之喻」。

「火宅之喻」出於《法華經·譬喻品》，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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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富貴的長者家裏著了大火，但是，他的「若

十、二十或至三十」個孩子卻「於火宅內樂著嬉戲，

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已，心不

厭患，無求出意。」為了將孩子們救出火宅，「長者

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祴，若以幾案，從

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

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

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

勿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

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湣，善言誘喻，而諸子等

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

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

視父而已。」看來長者所設想的這些方法都不足以

讓孩子們出離火宅，於是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為

了讓孩子們能順利並樂意地出離火宅，長者遂巧

設「方便」,「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
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

稀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

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游戲。汝等於此火宅，

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

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

競共馳走，爭出火宅。」然而，等孩子們出了火宅

後，長者既不是給他們羊車、鹿車，也不是給他們

一般的牛車，而是給了他們每人一輛比曾經許諾的

羊車、鹿車和牛車都要來得豪華而莊嚴的大白牛

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周匝欄楯，四面懸鈴；

又於其上，張設幔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之；寶

繩絞絡，垂諸華纓，重敷蜿蜒，安置丹枕，駕以白

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

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是時諸子，各乘

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歡喜踴躍。[25]這個故

事在《法華經》中被用來比喻「會三歸一，開權顯

實」的「方便」佛學 [26]，其中的「方便」便是合乎

「眾生心」的意思。孩子們在火宅中嬉戲玩耍，不

知危險，不願出來，為了讓孩子們出離火宅，脫離

危險，他們的父親，也就是那位長者，起初想的辦

法是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抱出來或威脅他們說處於

火宅之中有多麼地危險，但前者沒法實施，後者被

當「耳邊風」不管用，最後父親根據孩子的心理特

點即「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

著」，巧設「方便」，說火宅的門外有他們所喜歡玩

的「羊車、鹿車、牛車」，叫他們趕快出來拿，每人

一輛，孩子們一聽，爭先恐後呼啦一下全都跑了出

來。至於故事的後半部分孩子們最終拿到的不是

父親事先許諾的「羊車、鹿車、牛車」而是比這三

車都還要好上百倍千倍的「大白牛車」，我們暫且

不去管它，我們只關注長者父親根據孩子們喜歡

珍奇玩物的心理特點而說火宅門外有好玩的「羊

車、鹿車、牛車」並以此來把他們勸誘出火宅—
《法華經》正是用這個比喻來闡明大乘佛教要以

貼近「眾生心」的方式為「方便」來教化眾生，唯其

如此，才能有效地救眾生出煩惱「火宅」而至清涼

佛地，而《法華經·信解品》中的「窮子之喻」亦表
達了同樣的意思。限於篇幅，我這裏就不詳細介紹

了，讀者諸君可以自行去到《法華經》中去瞭解。

《法華經》借助「火宅之喻」和「窮子之喻」

這兩個比喻故事來闡明大乘佛教以「眾生心」為

導向的「方便」教化原則，從而為大乘佛法是「眾

生心」作了一個很好的注腳。可以說，佛教中國化

就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照顧中國「眾生心」以中國

「眾生心」為導向來設計佛法理論和方法的一個

結果。我們都知道，佛教畢竟是印度文化的產物，

如果你在中國一開始就直奔主題講佛教，許多中

國人可能接受不了，因為你沒有考慮到中國「眾生

心」的特點。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你先對中國人講

講合乎他們之「眾生心」的儒家、道家甚至中國民

間的周易八卦算命測字等，或者把它們和佛教摻

和在一起講，然後俟時機成熟再將他們引導到純

粹的佛教上去，這就好比你對一個正坐在教室裏

看書大學生說，你出來，我送你一輛奔馳轎車，這

個大學生肯定不會相信你而走出教室，即使你千

真萬確地要送他一輛奔馳轎車，但是你若先說，

你出來，我送你一輛自行車，他就有可能相信你並

走出教室，而等他走出教室後，你送給他的其實並

不是一輛自行車而是一輛奔馳轎車，這時他肯定

大喜過望而你也達到了送奔馳轎車給他的目的，

這就是剛才所述的《法華經》「火宅之喻」的意

境，這就是大乘佛教以「眾生心」為導向的「方便」

教化理念。這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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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ddha Dharma refers to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Buddhism Basis of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Chen Jian(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Buddhism was successfully Sinicized 
after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which is 
manifes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image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oughts, which is obvious to all. Regarding 
the reason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re 
are two theories. One is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inclusiveness “, that is, China’s Confucian culture is 
broad and inclusive, allowing Buddhism to grow and 
develop in China.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do as the 
Romans do”, that is to say, in order to survive in China, 
Buddhism do not hesitate to change itself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ese culture. In fact,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lies in 
all sentient beings centered thoughts of Mahayana 
Budd hism, which is expressed as “ the Budd ha 
Dharma refers to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Mahayana, while in 
Saddharma Pundarika Sutra, it is shown as the principle 
of convenient education oriented by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Key words: Si n ic i z a t ion of Bu d d h i sm , 
Confucianism,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Mahayana, 
the mind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