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偉勳對當代佛學

研究的貢獻

●  景海峰

傅偉勳教授的佛學造

詣在學術界是公認

的，尤其是他對日本

佛教的稔知，中國學

者中無人能出其右。

於大乘佛學用力最

多、鑽研極深，正如

他自己所說：「大乘

佛法（生命的學問）與

佛學（學問的生命）算

是我這一生的學思歷

程 上 最 重 要 的 一

項。」

在當代中國哲學家中，能兼融儒

釋、橫跨中西的並不多見；而對佛學

有極深研究、又有良好的中西哲學素

養（尤其是當代西方哲學訓練）的更屬

鳳毛麟角；進而能以世界眼光打通

印、中、日佛教，並以當代哲學方法

一爐冶之者，恐怕不能不提傅偉勳教

授。傅先生的佛學造詣在學術界是公

認的，尤其是他對日本佛教的稔知，

中國學者中無人能出其右，最近出版

的《道元》一書即是顯例。自1971年任

職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他主

持該所的佛學與東亞思想博士研究班

長達二十餘年。在這期間，先後主授

六、七門佛學方面的課程，於大乘佛

學用力最多、鑽研極深，正如他自己

所說：「大乘佛法（生命的學問）與佛

學（學問的生命）算是我這一生的學思

歷程上最重要的一項。」1就知性生命

的格調而言，傅偉勳完全傾心於佛

教，學思的精彩處亦在於斯。他感歎

佛教思想的「洋洋大海」，「包容一

切、深化一切，本身卻無涯無底」，

更認為「世界上找不出一個哲學學派

或宗教傳統，能像大乘佛教的那樣博

大精深，最富於（心性體認的）精神超

脫性，（真實智慧的）義理深邃性，

（理路發展的）辯證開放性，（順應機

根的）方便善巧性，（普渡眾生的）宗

教慈悲性」2，所以對之心儀萬分，視

為「生命的學問」的最高理境，進而全

副身心地投入，探其妙徼。

深層探討

傅偉勳對大乘佛學的研究，至少

包含了以下幾項頗具創發性的內容。

一是大乘二十門模型的建構。面

對卷帙浩繁的大乘經論、各具風采的

眾多流派，以及綿延近兩千年、M枕

整個東亞地區的大乘佛教，如何用現

代的眼界重予分門別類、整理安排，

是擺在當代佛教研究者面前的一項重

要任務。傅偉勳用「層面分析法」與

「模型建構法」，嘗試將紛繁無比的大

乘佛法內容析解為二十門：（1）不二

門（亦稱真空門、中道門或真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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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偉勳用「層面分析

法」與「模 型 建構

法」，嘗試將紛繁無

比的大乘佛法內容析

解為二十門，其中包

含了理（勝義諦）、事

（世俗諦）的所有層

面，不僅含有學理分

析的意蘊，而且也直

揭了大乘佛教本身的

面相，既是歷史性的

疏理總觀，也是有很

強現實針對性的開

顯。

（2）二諦門（或稱般若門或慧智門）；

（3）實相門（亦稱妙有門）；（4）緣起

門（於華嚴特稱性起門）；（5）涅槃門

（或稱解脫門）；（6）心性門（亦即真心

門或佛性門）；（7）迷悟門（如用現代

語亦稱實存門）；（8）心識門（亦稱妄

心門，於唯識特稱八識門）；（9）業報

門（亦稱輪迴門）；（10）教化門（又稱

法施門、方便門或教育門）；（11）應

病門（亦稱治療門）；（12）時機門（兼

括機根、機緣、歷史等義）；（13）襌

定門（亦稱修證門）；（14）戒律門（或

稱道德門）；（15）教團門（亦即包括僧

俗的廣義僧伽門，或稱社會門）；

（16）生計門（亦即財施門或經濟門）；

（17）五明門（又稱學術門）；（18）藝術

門（亦即審美門）；（19）文化門；（20）

教判門（用現代語亦稱評價門）3。以

上二十門包含了理（勝義諦）、事（世

俗諦）的所有層面，不僅含有學理分

析的意蘊，而且也直揭了大乘佛教本

身的面相，既是歷史性的疏理總觀，

也是有很強現實針對性的開顯。按照

傅偉勳的構想，此一模型也可以應用

到大乘佛教與其他各大宗教在思想文

化上的比觀評較方面，通過各種形式

的創造性的對話交流，充實和提升大

乘佛法的義蘊，實現其具體內容的現

代化轉化。譬如心識門、迷悟門、

應病門等，可與西方各種精神分析

治療方法、心理學理論對談溝通，

發展出大乘佛學與襌道本位的新式

理論來。

二是新時代的判教十義。教相判

釋肇始於中國大乘佛學，自天台智顗

五時八教之判之後，判教理論成為大

乘各宗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判

教一方面表明各自立教開宗的本意，

說出自家對佛法的體認和獨特理解；

另一方面由於衡定高下、自標殊勝，

難免造成嚴重的門戶對峙，格局自

限。如何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

造的發展」來轉化判教理論的資源，

從而開拓出未來的新理路、新方法，

是大乘佛學現代化所不可或缺的一

環。傅偉勳在考察中日大乘各宗判教

理論、衡其得失之後，跳過所有宗

派，以不依任何一宗的公允態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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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教十義：（1）究竟平等義；（2）方

便善巧義；（3）教理圓攝義；（4）真空

妙有義；（5）二諦融通義；（6）修證一

如義；（7）本心本性義；（8）實存主體

義；（9）自證獨特義；（10）機緣相應

義4。以上十義並非是創者的憑空鋪

排，而是在傳統的大乘佛學思想ô都

能找到相應的線索，是對古典資源的

現代性轉釋，因而有很強的歷史對應

性。但「新十義」又不是在諸宗之判以

外簡單另立一種，而是經過現代性的

淘漉和創造性的轉化，用當代比較哲

學和比較宗教學的方法嫁接綜會而

成，因而具有明顯的超越性和批判

性。正如傅自己所說5：

依我提出的新十義現代化地發展大乘

判教理論，可有兩種可能性。其一，

我們可以跳過所有大乘宗派，以超然

的態度重新進行判教，藉以批判地繼

承並創造地發展大乘佛學。其二，大

乘各宗經由一番自我反思，重新嘗試

本宗的教相判釋，藉以修正本宗原有

的判教理論。無論如何，大乘佛學的

現代化發展與傳統判教理論的哲學考

察不可分離。

因而，「新十義」既是哲學的（創造的

詮釋學的具體應用），也是宗教的（大

乘佛學判教理論的現代轉化）。

三是大乘倫理學的構想。中國佛

教自般若學始，慧學的發展一直循大

乘義理的路徑，而戒學則未完全放棄

《四分律》等小乘律藏的規定，始終採

取大小兼受戒的方式傳授並持守戒

律。傅偉勳認為，戒學本為佛教圈內

問題，與世俗社會並無直接關聯，但

在日益多元化與世俗化的當今世界，

中國佛教若要謀求自身的發展，就不

得不考慮戒律改革的問題。他比較了

中日佛教戒律觀的演變史及其現狀，

指出日本佛教的現代化之所以較中國

佛教的現代化要成功些，中日兩者戒

律觀的異質性恐怕是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佛教從最澄的戒律改革到道元、

日蓮的圓頓菩薩戒，乃至親鸞的無戒

之戒，皆堅持了大乘慧學與戒學的合

一形式，完全超克了小乘戒律觀的局

限性，故「日本佛教屢次的戒律改革

經驗不論成敗功過，應可提供中國佛

教界人士一些有益的參考資料與思維

靈感」6。站在教外學者的立場，傅偉

勳依據大乘佛法辯證開放的特點，更

嘗試提出了一套佛教戒律觀的現代化

重建可望借用的倫理學模型：（1）僧

伽本位的微模倫理對社會本位的巨模

倫理；（2）具體人格的慈愛倫理對抽

象人格的公正倫理；（3）動機本位的

菩薩倫理對效果主義的功利倫理；

（4）修行本位的戒律倫理對規則本位

的職責倫理；（5）無漏圓善的成佛倫

理對最低限度的守法倫理7。以上五

對名辭，前者本諸大乘佛教自身的道

德觀念，而後者主要是參照西方為代

表的世俗倫理價值。傅指出，現代化

的大乘佛教在倫理觀念上必須要面對

當今世界，很有彈性地吸納現代社會

運作過程中所操守的巨模倫理、公正

倫理、功利倫理、職責倫理、守法倫

理等等進來，依二諦中道做再詮釋，

使勝義諦真正向下落實到世俗諦層

次，才能發揮出佛法慈濟人間的實際

功效，也才能更好地促進佛教自身的

現代轉化。

四是緣起思想的詮釋學考察。傅

偉勳運用創造的詮釋學方法對大乘佛

學所做的研究，已完成的、最具系統

現代化的大乘佛教在

倫理觀念上必須要面

對當今世界，很有彈

性地吸納現代社會運

作過程中所操守的巨

模倫理、公正倫理、

功利倫理、職責倫

理、守法倫理等等進

來，依二諦中道做再

詮釋，使勝義諦真正

向下落實到世俗諦層

次，才能更好地促進

佛教自身的現代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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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大概要算對緣起思想的詮釋

了8。緣起論乃佛法之根本，是一切

大小乘教義的最主要的一貫之道，對

理解和發揮大乘佛法辯證的開放性特

點尤其至關重要，也是能否講出、說

活大乘佛法的現代性並實現佛教批判

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之現代轉換的關

鍵所在。傅從創造的詮釋學五大層次

入手，分別探討了緣起思想的形成、

發展、義理展開以及其現代意義。在

實謂與意謂層次，中外學者對緣起

思想的研究存在�各種各樣的歧

見，爭持不下，難獲充分解決。而

在蘊謂層次，可從「依文解義」轉到

「依義解文」，明了「佛以一音演說

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的通詮道理，

可理會到緣起說的種種可能義理蘊

含與發展理路。若再轉進到當謂與

創謂層次，則緣起思想的深層結構至

少可含具以下幾點：一是能藉言詮的

緣起法點出不可思議的自內證解脫境

界，當下直入佛陀悟道之心。二是言

詮可及的緣起法與超越言詮的最勝義

諦保持�弔詭的相即不二的關係。三

是此義理能夠表達萬法的相依性或相

互關聯性。四是能夠對應道理世俗諦

的時間觀念，解答因果生起的問題。

五是能展現不斷重新詮解十二緣起說

的順觀（流轉門）與逆觀（還滅門）的無

限可能性，以此深深體會一心之轉的

生命意義。傅偉勳認為，若能依照上

述五點深層義蘊，重新建立具有「整

全的多層遠近觀」意味的新時代緣起

理論，「則當可期待大乘佛法的進一

步開展」9。由此，他還進一步提出了

從創造的詮釋學發展佛教詮釋學的可

能性構想。

上述四個方面只是傅先生佛學研

究中較為突出的部分，或者說是特別

有創造性的地方，其實他的新意、灼

見，不時閃現的思想火花以及優長

處，遠不止此。譬如他對大乘經論的

專題研究，對襌道相通性、一貫性以

及其審美性特質的深層挖掘，對襌佛

教與西方心理分析、實存分析的會通

性闡釋，對當代中日佛教的通貫性省

察等等，都有過人之處。特別是他具

有的現代性很強的科際整合理念，以

及訓練有素的當代哲學方法論，使得

他的佛學研究的學術視野十分開闊，

分析問題的穿透力極強，論說富有時

代感和創造性。

時代性指向

透過傅偉勳對大乘佛學的研究，

我們有一分欣喜，同時也更多一分沉

重，當代中國佛學畢竟有這樣優秀的

詮釋者和見證人，但這樣富有洞見和

創發性的學者又是何其少！對於現代

中國佛教的凋蔽不堪以及思想創造的

驚人乏力，傅偉勳不無沉痛地寫道bk：

中國大乘佛學在隋唐時期登峰造極，

產生了三論、唯識、天台、華嚴、密

教、襌與淨土等各宗，分別就佛法、

佛學本身的內在資源謀求各自的創

新，成績輝煌。到了宋元明時期，內

在資源的發掘殆盡，面對新儒家（宋

明理學）的挑戰，多半只有招架之

功，而無還手之力，始終採取三教合

一的折衷方式勉強維持本身的賡續，

逐漸喪失了中國大乘佛學原有的創新

動力。到了現代，情況仍舊。舉例來

說，對於大乘佛學頗有洞見慧識的第

一流中國思想家，如熊十力、唐君

毅、牟宗三等大師，一一成為新儒家

傅偉勳對推促中國佛

教的現代化、繁榮和

提升中國佛學研究的

格準，抱有某種分外

急切的心情。他對一

般學者貶低佛教或者

不重視佛學資源的偏

狹心態，常常痛下針

砭，有時甚至不惜以

護法的語氣和立場對

之據理以爭。這些構

成了他的佛學研究的

一個重要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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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條新路。相比之下，楊文會、太

虛大師、歐陽竟無乃至印順法師，或

為僧制改革，或為經論詮釋、或為舊

學復興窮其畢生精力，卻對佛法、佛

學的現代發展無能為力，遑論新時代

的思想創造了。

反觀東鄰日本的當代佛教，從語

言學、文獻學的基礎工作，到專書、

專人、專題，以及各個歷史時期、各

個主要宗派教義的研究，都有輝煌成

績。更通過比較研究、科際整合和廣

泛的交流對話，不但將大乘佛學打入

了西方世界，擁有了襌佛教的話語權

和解釋權，而且產生了具有獨創性思

想、英才輩出的京都學派這樣一個高

度整合了大乘佛教與西方思想的現代

哲學系統。更不用說已經完全現代化

了的、以大乘文化為基底的諸新興佛

教團體在當代日本社會所展現出來的

巨大活力。佛學研究的國際視野和對

日本佛教情況的特別熟悉，常常使傅

偉勳感到一種壓力，因而對推促中國

佛教的現代化、繁榮和提升中國佛學

研究的格準，抱有某種分外急切的心

情。他在文章中總是不斷地找差距、

想措施，對中國佛教界思想創新的貧

弱大有恨鐵不成鋼之慨。而對一般學

者貶低佛教或者不重視佛學資源的偏

狹心態，常常痛下針砭，有時甚至不

惜以護法（信仰者）的語氣和立場對之

據理以爭。這些構成了他的佛學研究

的一個重要側面。

傅偉勳對大乘佛學的偏愛和某種

真情的擔當感，並不妨害他以學者的

身分對之進行冷靜地研究，也絲毫未

減損他所秉持的「辯證的開放性」的學

術原則。相反，在所謂「客觀」、「純

學術」的知性生命以外，我們或許稍

能體味出一點他所說的「生命的學問」

的義蘊。傅偉勳對佛法與佛學在當前

究竟如何發展的思考，比較集中地表

達在〈生命的學問與學問的生命——

佛法與佛學的現代發展雙重課題〉一

文中，他在此提出了一套囊括十項內

容的解決方案：（1）配合日益民主自

由化、多元開放化的時代大趨勢，推

行佛教本身的現代化啟蒙教育工作；

（2）重新發現佛法與佛學雙重發展的

內在資源與外在資源，而予以開發動

用；（3）建立具有大乘佛法基礎的現

代精神醫學與精神治療法；（4）銜接

現代佛學與科際整合，以便充實現代

佛學研究的學問性、學術性；（5）探

求佛學所需的佛教詮釋學等方法論課

題；（6）進行佛教人物類型的分類研

究，作為培養各種佛教人才的理論基

礎；（7）推進佛教傳統與其他世界各

大宗教傳統之間的創造性對談交流；

（8）推進大乘佛學（佛教哲學）與西方

哲學傳統之間的創造性對談交流；

（9）發展具有現代化意味的佛教美學

或文藝理論，配合現代式佛教文學藝

術的創造與鑒賞；（10）早日完成傳統

佛教倫理的全盤性現代化重建工作，

俾使佛教倫理道德及其學說能在現代

社會繼續發揮它的功能。上述所有的

內容都關涉到中國佛教的現代化，關

涉到佛教在日益錯綜複雜、多元互動

的當今世界何以自處，關涉到佛教智

慧如何與時俱進、保持它歷久彌新的

恆遠性和隨機應法的功能性等等。這

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的落實和解決，

端賴於佛教自身的全面改革開放、全

面對話交流、全面的自我更新。只有

站在時代的高度，順應人類文化與世

界潮流發展的大趨勢，做種種不懈的

從表面上看，傅偉勳

對當代新儒家持激烈

否定的態度，他的某

些批評，言詞之峻、

否定之過、問題之一

針見血、批判之體無

完膚，恐怕不在林毓

生等人之下。但在深

層，他實際上是接P

牟宗三等人的終點在

向前開拓、創新、發

展，所以他的批評是

內緣的而非外在的，

是超越性批判而非否

定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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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才能走出封閉、打破自限，在

多元文化的互動中闖出機運、謀求發

展。

餘　語

傅偉勳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家中

有大願力的一位，可惜他的早逝，宏

願未盡，天地常留遺憾！現在，正值

傅先生病逝一周年，學界的朋友們都

在追念他對學術和海岸兩岸學術交流

的貢獻。關於他的思想和對當代中國

哲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本文只及大

乘佛學。其實，他的哲學創作的多面

性遠不止此，譬如說他對儒學的研究

就很有個性、很有深度。從表面上

看，傅偉勳對當代新儒家持激烈否定

的態度，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批評文字

（有專文、有夾r），包括去年12月號

《二十一世紀》刊出他最後的那篇遺

作〈佛學、西學與當代新儒家——宏觀

的哲學考察〉，也是集中批評新儒家

的。他的某些批評，言詞之峻、否定

之過、問題之一針見血、批判之體無

完膚，恐怕不在林毓生等人之下。但

在深層，他實際上是接�牟宗三等人

的終點在向前開拓、創新、發展，所

以他的批評是內緣的而非外在的，是

超越性批判而非否定性批判。正因為

如此，他對儒學資源的開發、對儒學

思想的現代轉化，乃至於對當代新儒

學發展難題的化解，都下了不少工

夫，同樣表現出一種承擔感，只不過

方式比較獨特罷了。正如美國杜克大

學教授德利克（Arif Dirlik）所說bl：

傅氏將儒學的問題理解為一種解釋學

問題，此一討論的複雜性超過如杜維

明等人所給出的任何討論，因而傅對

儒學討論做出重要貢獻。但是意料之

中的是傅氏的觀點未引起多少注意。

我想這多半是由於只看其言而未及其

意的緣故。諸如儒學研究這一類的問

題，我們還可以從傅偉勳所做的工作中

找到很多，也許同樣能發現它的創造性

和獨特價值，這只能俟諸另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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