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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麻天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如今在中國，在海峽兩岸、四地，無論到沒到過佛光山，沒有

不知道佛光山的；見沒見過星雲大師，沒有不知道星雲大師的。大

師是佛光山的創始人，是佛教界的翹楚，也是人間佛教的旗手，更

是走向世界的華夏民族優秀的子弟。他倡導並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的

人間佛教，不僅為佛教，也為世界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依佛陀之本懷，星雲大師創造了人

間佛教，人間佛教成就了星雲大師，佛光星雲鋪就了一條通向人間

淨土的覺悟之路，也是經世之路、光明之路。

佛光山，位於高雄市大樹區，與屏東隔河相望，五十年前還是

一座地處窮鄉僻壤，無人問津的山頭。其中五個小山，狀若蓮花，

雖不巍峨，卻不乏秀美，似乎等待著有緣人的開發。人們常說，山

不在高，有仙則名。星雲大師獨具隻眼，選中了這座山頭作為弘揚

人間佛教的道場，如「得仙人之舊館」，數十年間，篳路藍縷，摩

頂放踵，把這座原本不為人知的山頭建設成佛教的聖地，普世的人

間佛教事業在這裡風生水起，席捲全球。

記得第一次見到星雲大師時，他就說，最初選擇這裡作為弘法

道場，很多人認為地脈不合適：沒有宏闊的山勢，山體錯落不齊，

是一個鳥不拉屎，連鬼都不來的地方，難以建設成莊嚴的佛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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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師堅持，事在人為，無關風水。事實證明，佛光山就是藉大師

的願力，度化了這座籍籍無名的山頭。如果說，這是植根思想深處

的選擇，顯然也是大師人間佛教理念的最初嘗試。在他看來，一個

僧團，或者說一個社會組織的興衰，決定的因素不是超現實的某種

神祕力量，不是神，不是風水，而是人的智慧和凝聚的群體的力量。

人不離世間，無人則不成世間。人在世間，可以創造美，也可以變

醜為美，或許這也是「人成即佛成」的道理。

無可諱言，佛教創立至今已經二三千年，傳入中國也有兩千年

以上的歷史。無論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還是各種學派、宗派佛

教，都是以人為核心，或者說以人為關注對象的。星雲大師說，這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棲霞寺舍利塔佛陀「八相成道」圖。（從左至右）上排：降兜率、入胎、出胎、出家；
下排：降魔、成道、說法、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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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佛陀的本懷。釋迦月夜出走，就是因為有感於人的生老病死之

苦，菩提證道的落腳點也在於人對苦的解脫。

早期的中國佛教，雖然談空說有，但同樣立足世間，「墾植田

圃，與農夫齊流；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自宋而後，獨占天下

的禪宗，更是以「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飢來吃飯，困來

即眠」的原則，把禪道融入行住坐臥、擔水劈柴的日用家常之間。

至於晚近，佛法更是以菩薩行直接參與社會，一變成佛的超越追求

而為菩薩慈悲救世的靈丹妙藥。在星雲大師看來，佛法就在人間，

佛教就是人間佛教。

然而，佛教的終極關懷畢竟是成佛，是覺悟，是見性，或者說

回歸本性。它的基本理論是緣生，故，有非真生，無非真滅，色即

非色，空非真空。它的修證方法返觀內照，無我我所，在很大程度

上表現出超現實的，形而上的傾向。更何況，佛法的概念、辯證思

惟繁難艱澀，難以滿足普度眾生的要求。所謂「見性成佛」，何謂

性？何謂佛性？是成佛才有佛性，還是有了佛性才能成佛？其他比

如「非空非有」、「無善無惡」，「淨染同源」等一系列高難度的

思惟，都成為佛教發展空間的閾限。加之佛教末流為了迎合民間鬼

神信仰的訴求，於是乎尚神通，貴密道，經懺法事，超亡送死，與

鬼為鄰，總之一句話，偏離了佛教的人生關懷以及立足人間的軌道。

於是乎歷代高僧大德起而矯之。曹溪門下，五家七宗，皆以「平常

心是道」為宗旨，強調「但盡凡心，不作聖解」，把禪的精神普及

到大眾，使佛教走出了寺院，並向社會全面滲透。離相離念的禪的

超越性和心性哲學，一變而為關注人生，與日常生活中柴米油鹽、

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等瑣細小事休戚相關的大智慧。佛教的入世精

神在中國早已為普羅大眾所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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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太虛大師，有鑑於佛教末流，厭世逃禪，積重難返，或為

帝王神道設教之祭壇，或以鬼神禍福為愚民之工具，公開批評中國

佛教「未能趕上現代國家社會之建設」1 ，倡導以人生佛教，建中國

僧制、建人間淨土。於是，「人間佛教」的概念卓然獨立，作為一

面旗幟彪炳於世。二十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在大陸有趙樸初的人間

佛教思想，強調在新時期「發揚人間佛教的優越性」，為社會主義

建設服務；也有淨慧法師提出的生活禪，意在說明佛教中國化、大

眾化、現代化的特徵，並在此基礎上，在現實生活中學禪、行禪。

此外，除了極少數僧人，堅持離群索居，岩居穴處，高蹈避世

的傳統修行方法，表現出離世的傾向，絕大多數僧團、僧寺，本質

上奉行的也是人間佛教。君不見，幾乎每個寺院山門的兩側，都醒

目的閃耀著「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八個大字；更有如虛雲、本煥，

以及台灣的其他山頭，無不是以服務社會、奉獻人生相砥礪，只不

過他們不以人間佛教為標識罷了，故不再贅述。

據此而言：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現代轉型中的一面旗幟和口號，

是對傳統佛教的繼承和發展。

毋庸諱言，自釋迦到中國禪宗，自太虛到星雲、趙樸初和淨慧，

人間佛教的思想源遠流長，一脈相承—佛陀的本懷，更是「佛法

在世間」的理念和表現形式。但是，這並不等於上述人間佛教可以

同佛光星雲的人間佛教做等量齊觀。

太虛的人間佛教，重在革除積弊，以期恢弘佛陀六和主義 2 的真

精神。他首先要革除「神道設教的迷信」，革除「法派的私傳產制」；

1.太虛：〈三十年來中國之佛教〉。
2.見和同解—學術自由；利和同均—經濟均等；意和同悅—民主自由；身
和同住—居住自由；戒和同修—信仰自由；口和無諍—言論自由。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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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改革「度死奉事鬼神，改資生服務人群」。唯有破才能立，

唯有革除積弊，才能「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3 。換句話說，

太虛的人間佛教，是在當時佛教內外交困的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外有強權侵凌，波旬滋事；內則獅座蒙塵，象教垂危，「池無

九品之花，園有三毒之草」4。 為了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其重在僧制

改革，在於思想上的建設，而不在於有組織的人間佛教的推行。

至於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更是在批判唯心主義，視宗教為迷信

的特殊文化背景中提出的口號，其發展難免受到政治的影響。淨慧

的生活禪，與星雲的人間佛教遙相呼應，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也

嘗試藉助僧團之力，謀求佛教在新時期充分的發展。然而遺憾的是，

人生苦短，老和尚壯志未酬，只能有待來者了。

簡單的說，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間佛教和人間佛教思想，與佛光

3.《太虛自傳》。
4.同註 3。

2010年國際佛光會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於佛光山舉行，來自 50餘國、2千多位佛
光人代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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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不相同。他們或僅止於宣傳，或起步於嘗試，

或重在破除陋習，或傾向自我保護；雖然發其先

聲，但舉步維艱，難乎為繼；雖不缺乏理論上的系

統準備，卻缺少在僧團和社會上的實踐和推廣。

上個世紀，中國佛教，無論大陸，還是台灣，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一直處在改革和艱難的轉型之

中，加之僧才摧萎，內部就衰，大有「不問蒼生問

鬼神」的傾向；佛教自覺覺他，濟世度人，勇猛精

進的精神，在某些寺院幾乎喪失殆盡；故非變不能

求存，非改革不能發展。如此因緣聚合，呼喚高僧

大德出世入世。星雲大師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應時而生，應運而

立，培養、凝聚並率領高素質的佛光僧人，創立了佛光道場，高舉

人間佛教的火炬，照亮了人間佛教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把人間

佛教推向世界，推向現代化的進程。

竊以為，星雲大師盡其終生之力，不捨晝夜，追尋佛陀的本懷，

凝聚佛光僧團之力量，適應信眾乃至普通民眾之需求，實踐了人間

佛教精神：立足「緣生」的理論基礎，以成佛為終極關懷，以覺悟

眾生為使命；並且發揚了近代佛學的入世情懷和參與精神，表現了

不離世間，不捨世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傾向於建設人間淨土和自

心淨土。上契無生，下教十善，神聖人間，神聖人性！

這就是星雲大師，當代人間佛教的卡里斯瑪！

任何一個制度化的宗教，或者僧團，其發生、存在和發展，要

在於得人不得人耳—決定的因素是人，是有思想、有追求、有理

論的人。佛光山的興起、存續，無疑得惠於星雲大師的橫空出世。

「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看過星雲大師傳記的人都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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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體會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雖然有往聖之學可以繼承，但在

親歷親為的社會實踐中，星雲大師又經歷了多少個漫漫長夜，克服

了何等的艱難困苦。為了適應信眾和社會的需要，如何把他的人間

佛教理念，作為雅俗共賞，平易近人的教化，像種子一樣播撒大地，

星雲大師又傾注了多少心血。從早期的《釋迦牟尼佛傳》、《玉琳

國師》，到翻譯成近三十種文字的人間佛教著作及近期出版的《人

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從宜蘭鄉間小路上的講經布教，到紐約世

貿雙塔廢墟旁的弘法度生，星雲大師無時不在宣講他那通俗易懂的

人間佛教思想，把這一理論不斷深化並潛移默化到社會的各個階層，

各個角落。

理論是集團行為的指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是佛光

山人間淨土建設的行動指南。像天台宗的「一心三觀」、華嚴宗

的「六相圓融」、唯識宗的「唯識無境」，以及基督教的基督論

（Christology）、三位一體論（Trinitarianism）、救贖論（Soteriology）

等等一樣，同樣是它們各自的理論基礎。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在數十年的發展實踐中，不僅逐漸完善、深入、理性、系統，而且

以通俗淺白的話語表述為三句九字：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這樣的說教，雖然沒有形而上的名相分析，也沒有佶屈聱牙的

冷僻概念，但是，暢曉如話，如說家常，易懂易記，讓他的人間佛

教理論在信眾中，以至所有的追「星」族面前一覽無餘。

從形式上看，星雲大師的界定採用的是表法，這是方法；就內容

而言，類似墨家三表法認識事物，判斷是非的標準，可以說是邏輯。

佛說的，顯然是「本」，即墨子所說：「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

指的是前人的經驗。這裡強調必須有佛教經典的依據。



179

人要的，大體上合於「原」，即三表中的「下原察百姓耳目之

實」。 也就是現實的根據，自然要「實」。人要的，就是要符合人

和社會的要求。

善美的，相當於第三表「用」（「有用之者」），「觀其中國

家百姓人民之利」。換句話說，不僅要本之古聖王之言，佛陀之說、

滿足人的需求，而且要有益於百姓，利濟眾生，屬於積極地、進取

地，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正能量」，而非低俗惡俗。

正確的思惟，無需刻意追求，也會大體相似。星雲大師對人間

佛教的界定與墨家邏輯遙相呼應並非偶然，顯然揭示了人類思惟的

共性和思想發展的邏輯進程。由此可見，星雲對人間佛教的通俗化

解說，也可以說是「上本之古聖王之事」 ，同樣具有本、原、用的

深刻內涵—不僅要成佛，而且要存好心，做好人，行好事，即「人

成即佛成」。誠哉斯言！

首先，「佛說的」，用星雲大師的話說就是：「佛陀在人間對

人說的，當然是人間佛教。」5 毫無疑問，人間佛教首先必須從根本

上契合佛陀本懷；所願、所言、所行皆須有原始經典和佛教基本理

論作依據；其次，尤其注重，或者突出佛陀對世間的關注。

前者是我注六經，六經注我。

人間佛教的「人間」二字，乍聽起來似乎遠離成佛的終極追求

和超越的神聖的境界，其實不然，在星雲大師的心目中，恰恰是回

歸佛陀之本懷，立足人間，不捨眾生，引領眾生、教化眾生，與眾

生一起，實踐並實現佛教的根本教義—「三法印、四聖諦、十二

因緣」等。在星雲大師看來，人間佛教的根本教義上承佛陀的基本

5.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年，頁 90。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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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或基本理論，開啟了佛教的現在和將來。他指出：

佛陀對人間的看法，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是非常究

竟的。不過，後代弟子、信徒，因為對佛陀的教化沒有深

刻的體認，多從消極上講說人間的苦、空、無常、無我，

使得一般信徒都跟著從消極面去體會，讓人感覺到佛教的

人生沒有美景，沒有光彩。

遙想人間的佛陀都在社會上生活、托缽、乞食、說法，度

化眾生，後代的佛教徒卻主張要入山隱蔽修行，與社會脫

節，把積極救世的佛法轉為消極避世的意思，甚為可惜！ 6  

如此講說，一目了然，既說明佛光山人間佛教應運而生的歷史

文化背景，也從內在邏輯的層面上告訴人們，人間佛教的思想是對

佛陀根本教義的繼承和發展，與中國佛教的主流一以貫之，一脈相

承；與隱修的佛教、遁世的佛教、逃禪的佛教、鬼神的佛教，分道

揚鑣，絕不相侔。正因為如此，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基本理論熟稔於

心；對佛教經典無論何時何處都能信手拈來；於禪宗的公案，中國

的民諺和傳說，皆可引為譬喻而作深入淺出之說教。如此以「佛說

的」淺白的語詞詮釋人間佛教之根本，其理不能說不深，其意也不

能說不遠。

從另一個角度看，佛教的基本理論，如緣起、涅槃、實相無相、

即色即空、非有非無，乃至「不思善，不思惡」，即或是一闡提皆

有的「佛性」，對於普通人而言，不，應當說對於包括有高學歷的

知識分子在內的大多數人而言，依然是陽春白雪；形而上的名相分

6.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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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更是雲裡霧裡，讓人摸不著邊際。這裡需要的不只是知識，還

有悟性。所以，理論問題不是不用，而是看怎麼用；不是不說，而

是要怎麼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不僅要在理論上「六經注我」，

而且要在實踐中有更多地「創造」，或者說適應性的改造。關於人

間佛教的定義就是成功的例子：既契合佛教的根本教義，如理如法，

又直接明快，通俗易懂，淋漓暢達地突顯了佛教對生命、生存的普

遍關懷。在他的近期著作中，就是這樣講述人間佛教的根本教義的。

依星雲大師之見，佛說生老病死，苦空無常的究竟實義，是要

人們「進德修業，去除苦因，

得到究竟安樂；不是要讓我們

感到人間是苦，就厭離人生，

就感覺到裟婆如苦海，三界如

火宅，人生沒有意義，人生活

得沒有目標，因此不愛世間，

厭離世間」。其實，「苦是我

們的老師」，「是我們的力

量」，「能幫助我們成就」，

「好像泥土做的瓦罐經過火

烤，它就會堅實；瀝青被壓縮

之後，就會堅硬踏實，給人行

走；就說是黃金吧，也要歷經

艱苦讓洪爐來冶煉；就是白玉

吧，也要辛苦地讓工匠琢磨才

能成器」；「就是佛陀吧，沒

有六年苦行的基礎，後來的悟
苦是人生的增上緣，我們要自我訓練，以
苦為樂。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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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不是那麼容易。」

總之，「苦是有積極向上、成長的意義」，「苦行也不是修行

必經的過程，但是能夠吃苦的人生，必定前途會有作為、有成就。

所以，人生對苦，應該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它是我們的增上緣，不

是我們的仇敵。假如能自我訓練，以苦為樂、以苦為有、以苦自得，

那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7 佛家四諦的究竟實義，經星雲大師娓娓

道來，便成為「但盡凡心，別無聖解」的普遍追求，不僅如理如法，

而且積極向上、生動鮮活、雅俗共賞。星雲大師就是這樣，經典熟

稔於心，說法方便宏闊，意義簡潔明快，語言流暢，譬喻精當。這

就是「佛說的」人間佛教。

從根本上說，人間佛教就是要「秉持佛陀的本懷，容納空，容

納萬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遍滿虛空。星雲大師引《華嚴經》

說：「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所謂法身者，就是

遍滿虛空，充塞法界，無處不在，無處不有。」星雲大師進一步引

用馬祖答龐蘊居士偈云：「心空及第歸」 8，說明「世界是我們心裡

的世界，眾生是我們心裡的眾生，萬物是我們心裡的萬物」，「佛

陀就在我們的心裡」9 ，我們就是世界的主人、萬有的主宰。如此，

人間佛教超越空有的神聖性不辨自明，同樣也表現出中國佛教心性

哲學的特徵。

「佛說的」是本，在大師的著述中，其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這裡沒有必要作太多的引述。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佛說的」這句

7.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年，頁 63-70。

8.偈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9.同註 7，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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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白的話，實際上是因明三量中的聖言量。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界

定不僅與墨家三表法合本，顯然也是佛家聖言量，或者說聖教量的

直接表述。

其次，「人要的」，近似三表中的「原」。如果說「佛說的」

是指導思想，是必須遵循的聖言量，那麼，「人要的」便是具體行動，

是佛教思想的踐履，就是滿足人類社會所需之實，也是直接親證、

冷暖自知的現量。其意鮮明，婦孺皆知，無須做畫蛇添足的解釋。

需要說明的是，「人要的」比墨子三表之原—察百姓耳目之

實—還要務實；因為他關注的不止於百姓耳聞目睹之先驗，更應

當是眾生主觀上想要、實際上需要，和事實上所要的實在。事實上，

如何以佛法為指導，真正做到自覺覺他，普度眾生，滿足人之所想、

所需、所要，遠比堅守「佛說的」，即熟悉經典，要難得多。因為

這不僅要引領眾生實踐「佛說」，而且要身體力行，履行釋迦弟子

之責，把「佛說的」化作「人要的」，在社會實踐中做人間佛教之

楷模。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服務社會，奉獻社會」。

其實這也是佛光星雲人間佛教的重點。星雲大師一生致力於此，

創造於此，也成就於此。耳目之實是感知，現量必須親證，「人要的」

指的就是直面人生，直面現實，如何實踐才是至關重要的。理論上

的詮釋要不就是博士買驢，三紙無驢；或者便是畫蛇添足，用禪門

的話講也正是「說似一物即不中」，這裡沒有必要做這樣事倍功半，

費力不討好的事。只要看一下星雲大師對此如何躬行實踐，運斤成

風，就能夠深切體會到「人要的」之豐富內涵和普遍意義。

毫無疑問，佛光星雲倡導的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等， 無處不在

滿足人之所需所求，充分體現了「人要的」人間佛教精神。即便對於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　　　　　》學報‧藝文│第十四期

184

燒頭香這樣的民間信仰，佛光山也方便施設，給人歡喜和希望，乃至

在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付之以親切的關注和甜蜜的微笑。

至於創辦老人院、幼兒園、小學、中學，辦電台、電視台、報

紙等，都是「人要的」產物。還有「百萬人興學」，佛光山白手起家，

一改建寺廟、創叢林之傳統，在海內外創建了五所大學（南華、佛

光、西來、南天、光明），更是人間佛教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創舉。

正如星雲大師所說：「只要是社會需要的，我覺得都應該全力以赴，

給予佛法的布施成就。」10  人如其言，事如其言，誠哉斯言！

曾記得，在星雲大師的祖庭──宜興大覺寺初建時，大師就向

主持建寺的弟子們提出要求：首先要知道人們來寺院禮拜佛陀，最

需要的是什麼？答案出乎意料：是洗手間！

每一個坐著汽車長途奔波，匆忙趕到山中，進得寺院的信眾，

自然要先解決內急的問題。一個真正以人為本，利濟眾生的佛教道

場，方便的衛生間設置也就成了頭等大事。這樣的答案，仔細想來

雖然出乎所料，卻也在意料之中。吃喝拉撒，事無巨細，但凡關係

到人的切身利害，就應當認真對待。以小觀大，見微知著，對小小

的洗手間的思考，明顯含有禪宗思惟的特徵，也可見佛光星雲人間

佛教對人的普遍關懷。

從大的方面說，海峽兩岸是統，還是獨；是一個中國，還是一

中一台，顯然是政治問題。中國歷史上的佛教，儘管有「不依國主，

法事難立」，積極或被動地參與政治的傾向，甚至以帝師王佐的身

分，於朝野叱吒風雲，縱橫捭闔，但其主流還是「沙門不拜王者」，

追求超越，高蹈避世，與政治保持相應的距離。然而，政治是人類

10.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年，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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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說是重要的組成部分，顯然也是「人要的」。

人間佛教的政治參與功能也就順理成章了。在兩岸關係上，星雲大

師奔走大陸與台島，以其創建的人間佛教做紐帶，主張一個中國，

一個中華民族，積極推動兩岸統一，為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做出

了應有的貢獻。

星雲大師多次用「五指爭大」的故事，譬喻兩岸統一，說明只

有握緊拳頭，才最有力量。他說：大拇指說我排第一，我最大。食

指說我接觸的東西最多，我排第一。中指說我最長，我應該排第一。

無名指也不甘心，戒指什麼的都套在無名指上，我最富有，我應該

排第一。小拇指不同意，雖然他最小最邊，但他很自信地說，當我

們合掌時，對父母、聖賢、菩薩來說，我是最靠近的。「現在兩岸

三地如手，五指爭大，誰也不要爭誰大誰小，兩岸三地都是中國人，

合起來成為一個拳頭，拳頭就是力量，中國一定能夠強大，這就是

『中國夢』。」星雲大師就是這樣，以獨特的幽默和平易近人的風

格，以及低沉但富有穿透力的聲音，緩緩地講述世界和平，中華民

族興旺的道理。和平、民族的興旺發達，固然是歷史潮流的大趨勢，

是政治的，同樣也是「佛說的」、「人要的」的人間淨土。

我常常想，上個世紀七○年代，中國領導人用乒乓球打破了中

美關係的堅冰；二十一世紀初，兩岸關係的解凍是同佛教分不開的。

於此，佛光星雲，功德無量。

記得在上海的一次聚談會上，星雲大師即興說：「有人說我是

工具，這話沒錯，說明我還有用。我就想做工具，如果我做不成工

具，我就沒有用了。」此話同樣說明佛光山人間佛教以人為本，作

「人要的」的工具和自度度人的舟楫，在政治上的參與也就成為人

間佛教的合理化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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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的」不僅是滿足人類社會生活之所需，而且要同「佛說

的」一以貫之。如若不然，當以「人要的」為準則，既要滿足人生

之所需，又要符合佛教的基本精神，而不同佛說相違逆。在這裡，

尤其能夠顯現出佛法不離世間的人文關懷。比如佛家戒殺，在很多

環境中與「人要的」恰成悖論。但在星雲大師看來，佛生活在人間，

說法在人間，度化眾生也在人間，「佛說的」必定是「人要的」，「人

要的」自然也就是「佛說的」。

毋庸諱言，生命是值得尊重的，人尤其是世間最可寶貴的。不

僅佛家，古今中西，都主張保護生命。中國儒家更有「君子遠庖廚」，

「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之說。這既是不忍之心，也有戒殺之意。

佛家既認為眾生一體，同體共生，無人相，無我相，無分別相，故

傷生即傷人，殺人即殺己。星雲大師說：

所謂殺生，顧名思義，就是使對方沒有辦法生存，斷絕生

路，包括自殺、教殺、贊殺。殺生有行為上的殺生，有語

言上的殺生，乃至有意念上的

殺生，甚至「我不殺伯仁，伯

仁因我而死」，這種無心之殺

雖有殺生之行，但無殺生之心。

也就是說，殺生有「殺行」和

「殺心」之別，都屬殺生之戒，但

有輕重之分。大師還講：

以人為本的佛教，對於殺生的

諸多問題，只有功過上的輕重

比較，但也不是絕對的。過去
戒殺生，主要是長養慈悲心，這才
是「人要的」佛陀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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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殺一救百」，殺一個強盜而救了成千上萬的百姓，

表面看起來是不慈悲的，可是為了救更多的人，其實是在

行大慈悲。此即說明佛教戒律不但是消極的行善，更重視

積極的救人。尤其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既

有世間法，就不能不顧及社會人生的實際生活，否則與生

活脫節的佛教，如何為人所需要？

既然佛教以人為本，自然應當以救度眾生為己任，所以重視的

是積極的救人，而非消極的行善。「殺一救百」不僅不為過，而且

是大慈悲。

更進一步說，佛教雖然主張尊重所有的生命，但事實上每時

每刻都在無意間傷生害命。「例如呼吸時空氣裡沒有微生物的生

命嗎？茶食之間沒有微小的生物嗎？甚至打針吃藥、開刀、火葬、

土葬，難道沒有傷害寄附吾人身上的生命嗎？」如此無「殺心」

之殺，雖然說也是罪過，但只要「深深懺悔」，還是符合佛教的

根本精神。

如上所舉，無論是殺一救百、無意傷害其他生命，以及殺行、

殺心之別，目的在於告訴所有人，「戒殺生，主要是長養我們的慈

悲心」11 ，而非膠柱鼓瑟式的愚妄之執。記得大師還講過另外一則

故事，說的是，河上行舟，船行駛時傷及許多魚蝦小蟲。船上一個

秀才問同行的和尚，如此傷生，是船夫的罪過，還是乘舟人的罪過？

和尚斷然回答：是你的罪過！因為你多管閒事。顯而易見，罪由心

生，秀才之憂，實在是佛教所破之我執，故為有過；唯有長養「慈

悲之心」才是「人要的」佛陀本懷，才是「佛說的」終極關懷。這

11.上引均見《普門學報》第 27期〈當代問題座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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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也是臨濟禪思惟的特點。

其三，「善美的」，「淨化的」，是「有用之者」，即「廢（發）

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通俗地講，就是在政策實

施的過程中，必須符合國家百姓的利益。這是判斷是非的標準、善

惡的標準、美醜的標準。上述「人要的」顯然以此為準繩，而加以

審度、取捨。這也是因明三量中的比量。

佛教說「一闡提人皆有佛性」，禪宗尤其喜歡講「不思善，不

思惡」的本來面目，儒家受佛教的影響，也有「無善無惡心之體」

之說，意在突顯超越對立、破除分別，回歸本性，眾生平等的終極

追求。事實上很難認識，更難做到。何謂本心？何為佛性？對待如

何破除？分別如何消泯？無善無惡終究還是善惡分明。

中國社會各階層，從高官到庶民，從學者到江湖術士，人們輾

轉引述的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果報思想和結果。善惡、

美醜依然是判斷是非的標準。佛光山索性揭起「善美的」旗幟，作

為人間佛教利益眾生之「用」，既是釋迦之本懷，也是佛光星雲人

生佛學之創新。

誠然，善惡、美醜是現實世界的比較與選擇，但也是通向覺悟

的終極境界的道路和橋梁。簡單地說，善美就在人間！人間的真善

美就是佛教的人間淨土。所謂「平常心是道」、「人成即佛成」，

指的就是這樣的事實。因此，「善美的」就是躬行人間道德、政治

和法律，也就是孔子說的「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基於此，星雲大師也像近代高僧大德一樣，高揚「地獄不空誓

不成佛」的菩薩行，不以成佛為追求，而以菩薩在人間慈悲度世。

不同的是，星雲大師以一種建設性，而不止於批判的態度，把「善

美的」廣布人間，實現人生的圓滿自在，如此，「把人做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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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不能成佛嗎？」 12 

星雲大師指出：

在人間佛教的修行裡，就必須提升自己，要求自我能比別

人、比過去更好更高。人間佛教的六度萬行等菩薩道都是

我們行為的準則。例如在《維摩詰經》裡，就分別依眷屬、

朋友、飲食、衣服、居住、交通、教育、娛樂、資用、修

行十個項目，描繪出人間佛教藍圖的具體內容。 13

一個家庭裡，父母兒女要互相精進合作，才能創造美滿的

家庭；一個團體機關也是要靠大家協力打拚，才能讓事業

發展。如果今天普世的人民都能加一把勁，將一點快樂給

人；人人都能有此想法，世界還不安樂美妙嗎？ 14

他還引經據典說：「女人光是容貌端正，身材姣好，不名為美人，

更不值得驕傲；唯有心行端正，具備賢淑的女德，受人尊敬，方可

名為美人。」 15 說到底，三好、四給、五和等就是善美！

星雲大師關於躬行人間道德的說法比比皆是。一般認為，割髮

出家，就是斬斷情絲，尤其是斬斷男女之情愛；在星雲大師的人間

佛法裡則不儘然。他引述「三茅道士」的事蹟說：有三兄弟到茅山

修道，途中，小弟為照顧生活在貧困中的寡婦和四個孩子的一家人，

改變初衷，全心全意為這個殘缺的家庭，奉獻了九年的青春年華，

12.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年，頁 91。

13.同註 12，頁 89。
14.同註 12，頁 87。
15.同註 12，頁 55。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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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此成道。兩個哥哥雖在茅山苦修，最終也未能修成正果。星雲

大師借此而言：

俗情寄託於占有，聖情寄託於悲願。絕情絕愛可以成道，

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 16

可見，佛門並非一概排斥情愛，人間佛教就是要把情愛落在實

處，落在現實的倫理道德上。這就是善美與淨化。星雲大師為我們

講述的另一件真實的事例，同樣說明了「善美的」本質和要求。

一個佛光山的信徒，因兒子遭遇車禍痛不欲生，於是懷疑菩薩

救世的願力。她求教星雲大師說：我一直深信菩薩利益眾生，救苦

救難，燒香拜佛、拜觀音，應當說心誠則靈，可是為什麼菩薩不能

保護我兒子的平安呢？大師不無幽默地回答：菩薩是靈的，只是你

的兒子跑得太快，連菩薩也追不上啊！認真品味大師的話，誰都會

會心地微笑。這不僅是對這位受了傷害的母親的開示，同樣也是對

廣大民眾的說教。話是善美的，揭示的道理更具有普遍的意義。這

讓我想起一副觀音大士的對聯：

若不回頭，誰替你救苦救難；如能轉念，何須我大慈大悲。

星雲大師的應對，不止說明觀音慈悲為懷，更為眾生指點迷津：

萬法心生，心淨則佛土淨，自造因，自受果。若不能堅守人世間的

善美，違逆道德、法律和社會秩序，誰也救不了你。可見，行為善

美的人就是菩薩，善美付諸眾生者就是君子，就是佛。

不僅如此，處處留心皆學問，時時不忘盡善美，「善美的」還

滲透在生活的細枝末節中。星雲大師經常飛行在地球的上空，飛機

16.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 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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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用餐簡潔方便，營養衛生。如此常人司空見慣的小善，在大師

的眼裡也如燦然的蓮花，開啟了他心中的大光明。大師從中受到啟

示，便在佛光山宴請賓客時，採用飛行套餐，賓主歡坐席間，一人

一份，各司其責，既方便交流，不失溫馨；又互不影響，潔淨便利，

還顯得獨具一格，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其實，佛光山滴水坊的設立同樣把餐飲和休閒結合在一起，與

快節奏的都市生活相適應，只不過散發著濃郁書卷氣息的優雅舒適

的環境，保障的是在用餐前後悠遊讀書，而不是普通的娛樂。正因

為如此，滴水坊也成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一張光鮮「善美的」名片。

在宜興召開的素博會，倡導素食文化、生態環保相結合，引領綠色

生活潮流，又是佛光星雲「善美的」人間佛教新作。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紐西蘭北島佛光山滴水坊深具人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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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如安樂死的問題，星雲大師說：

有時一個病患看似病得很嚴重，也許醫生已宣告他的生命

只剩半年、一個月，甚至一個禮拜就要死了，但其實也不

一定。有一些人被送到太平間，卻又活了回來，這種實例

我就親眼見過好幾個。如果這時你給他一針，讓他安樂死，

他就沒有機會重獲生命了。所以安樂死牽涉的問題很複雜，

最重要的是要減輕病患的痛苦，對臨終的病人要安慰他、

鼓勵他，給他求生的意志與力量，讓他心理上不痛苦，這

是最重要的，至於是生是死，那是自然的結果。17 

毫無疑問，與比較流行的觀念不同，星雲大師更重視的是生死

的自然結果，以及生命的尊嚴，當以「善美的」價值觀念對待死亡，

讓死神親近善美，同樣體現了三好、四給積極向上的精神。

上述對佛光星雲人間佛教的印象，從思想方法上也可以概括為：

本源論、工具論，以及目的論，或者價值論。

佛說的，就是佛陀的本懷，或者說佛教的基本理論，即立足「緣

生」的理論基礎，以成佛為終極關懷，以覺悟眾生為使命。這是本

源論。

人要的，就是不離世間，不捨世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就是普

度眾生的入世情懷和實踐。這是工具論。

善美的，顯然是人間淨土和自心淨土。上契無生，下教十善，

神聖人間，神聖人性！這是目的論，或者說價值論。

綜上所述，以簡表見示：

17.《普門學報》第 16期，〈佛教對安樂死的看法—星雲大師新加坡醫學座談
會紀實〉，高雄：普門學報社，2003年 7月，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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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佛光山人間佛教推動了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首

先取決於星雲大師卡里斯瑪式的個人品質的召感，在思想上得益於

系統的人間佛教理論的指引。此外，一個團結一致，堅守一個宗旨，

奉行同一理論，而且素質高，朝氣蓬勃的佛光山僧團，無疑是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在台灣，在海峽兩岸，乃至在兩半球的現代生活中示

範和發揚光大的切實保障。

佛門三寶，佛、法、僧，佛則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這

是《壇經》中的無相三皈依。佛法在人間，僧是佛法的實行者。佛

法能否不離世間，在世間得以實現，卡里斯瑪式的高僧固然重要，

僧團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忽視。用世俗的話講就是「人才問題」。所

謂淨，就是「善美的」和「淨化的」，是僧團的素質和進取精神。

近世佛教頹落，僧人素質普遍下降，所謂「池無九品之花，園

有三毒之草」。更有甚者，半起白徒，名字未識，何論經教？ 18 專

事鬼神，不問蒼生，人的佛教大有變為鬼的佛教、神的佛教，或者

死人佛教的傾向。僧人素質更是在這樣的頹勢中愈降愈濫。佛教革

新勢在必行。僧質提升，僧團改革，自然也就成為首要的任務。星

雲大師初起宜蘭，適逢其會，承荷使命，繼於佛光山親力親為，培

養、凝聚了一批高素質（高情商、高智商、高才能、高效率、高學

18.章太炎語。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對照

內容     墨家三表 因明三量 思想方法論

佛說的 本 聖言（教）量 本源論

人要的 原 現量 工具論

善美的、淨化的 用 比量 目的論或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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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勇於任事的佛光僧人，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見和同解，

續佛慧命，讓人間佛教崛起台灣、南亞；影響所及，遍於中國，並

以世界佛光會為載體，在世界範圍內風生水起。

佛光山是一個高情商的僧團。

佛教雖然主張絕情禁欲，但並非絕對排斥一切情欲。誠如大師

所言：「俗情寄託於占有，聖情寄託於悲願。」也就是說，情有聖、

俗之別。悲憫眾生、利益眾生，救世的悲願，對眾生的悲願，不僅

不應當禁絕，而且要發揚光大。基督教說：「神愛世人」；儒家講「仁

者愛人」，佛說「利益眾生」、「愛人即愛己」，甚至說「我不入

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無論中西古今，人世間

情愛無處不在。元好問有詠雙雁詞曰：「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

生死相許。」情至極處，生死罔顧。禽鳥尚且如此，人又怎能心如

止水？佛光星雲倡導的「三好」、「四給」，正是慈悲為懷的聖情

在世間的集中體現。

對此，每一個佛光僧人都身體力行，把悲憫眾生的清涼雨露遍

灑娑婆。星雲大師說「給一點微笑」，正是這一點微笑中蘊含的熱

情和周到，把佛光僧團的情商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可以這樣說，佛

光僧團的情商同樣得益於星雲大師的典範作用。

君不見，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由無錫轉往台北，一個耄耋老

人，精神矍鑠，滿面春風，站立在台北機場出口旁，同每一位參加

會議的嘉賓握手致意，驅散了異鄉的縷縷寒意。

君不見，在滴水坊、在傳燈樓、在大大小小的會議室，大師不

憚其煩，和顏悅色，同每一個來訪者親切交談：或暢談人間佛教，

交流學術心得；或徵引民俗掌故，異域見聞……指點迷津，妙語連

珠，機鋒四伏，談笑風生，更讓人樂不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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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就是一位高情商的大德大慧。

常言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佛光山有這樣的師父，自然要帶出

雖然出家，卻不忘世，能夠親近世人，笑對含靈的徒弟，無時無刻

不以情為接引眾生，登上覺岸的舟楫。

在台灣，我去過幾乎所有佛光山的道場，從宜蘭到高雄，從台

北到台南；在海外，曾經造訪洛杉磯的西來寺，也經過巴黎即將建

成的佛光山歐洲總部，無論哪裡，都能看到充滿佛光的笑容。他們

「處眾以謙恭為有禮」，「待客以至誠為供養」，笑容自然真誠，

顯然是發自內心而非得自訓練。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於 2017年舉辦第五屆「人間佛教座談會」，星雲大師四
度蒞臨現場，足見大師對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梁清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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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佛光山的歡迎詞，

這是佛光山的接引歌，

這也是佛光山對外交流的一張光鮮的名片。

尤其對於我們大陸的學者而言，去一趟台島，需要通過各種各

樣的手續，還要有無盡的焦急等待，故常常視之為畏途；然而，佛光

山的熱情好客和周密的安排，很快就讓人融入賓至如歸的家的感覺。

感覺畢竟帶有主觀的偏向，還是讓我們看看南京大學的一個研

究生是怎樣描述她在佛光山的日子。她說：在佛光山的「第二分驚

喜則是七天的禪學營學習，喜在萬千人之中的你我相識。」她第一

個認識的人是星雲大師，第二個是佛祖，接著說：

我認識的第三個人是佛光山。為何將一座建築視作一人而

論道？我想答案自在每一位青年心中。幾日下來，佛光山

成了我們的家，見面蓮花指祝願吉祥，法師慈悲照料著起

居生活，每個人踐行著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

動。在這裡，每個人似乎卸去了平日的偽裝，不再擔心自

己受到虛情假意的欺騙甚至漁翁得利的提心吊膽，不再畏

懼無家可歸抑或他鄉異客的孤獨，做一次真實的自己──

真實的相信每一個人，真實的付出自己每一分慈悲與關愛，

真實的祈願每一位眾生安康而吉祥。與其說是認識了佛光

山，倒不如說認識了一個沒有偽裝的自己，原來世界還有

愛，我還有愛。

我認識的第無數個人即是幾千的同齡青年，他們一樣心懷

國如家的企盼，給人信心，給人希望；他們一樣迫切的尋

求和諧眾生的出路，相信因緣與善果，給人方便，給人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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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行堂、出坡、山水禪、早課、傾聽開示⋯⋯一起生活

的日子稍縱即逝，但於我，卻是再也難以忘卻，那一段光

陰，那一段情。

雨天的傍晚，我不止一次的站在窗前遙望著這座山，這個

城市，這些人，遙想著世界的每個角落，如若都如佛光山

一般親切而美好，那世界該是怎樣的一番景象，自然也不

會有戰亂爭鬥抑或偷盜行竊等等的紛擾了吧⋯⋯

正是佛光山人的親切與美好，正是那一段光陰，那一段情，讓

她看到了整個世界，以及她自己還有愛，並因此「難以忘卻」。也

正是這一分情愛，才凝聚起世界各地佛光會百萬的僧俗才俊，才吸

引了兩岸四地，乃至世界各國不同信仰的粉絲們的密切關注，才使

得人間佛教在當今社會如火如荼。

毫無疑問，人間佛教原本就是佛陀的本懷、佛家弟子的大智慧；

佛光山人間佛教固然得力於星雲大師的倡導與躬行，同樣也是佛光

山僧人集體智慧的結晶。佛光僧團的高智商自不待言。而他們卓著

辛勞，兢兢業業，雷厲風行，精益求精的任事風格，即使是年逾古

稀的師長，同樣在弘法利生的第一線不捨晝夜的盡心盡責，充分顯

現出佛說「勇猛精進」的才能與效率。

佛光山的核心佛光僧團，比丘、比丘尼計不足二千，但是，他

們在世界各國設立近三百間道場，有自己的廣播、報紙、出版社、

電視台；大師著作多達三十九種文字；還在海內外創辦五所綜合大

學，還有中小學、養老院、幼兒園以及其他教育和慈善機構，其效

率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在我認識，乃至僅有一面之緣的佛光僧人中，

無不精力充沛，腳踏實地，勇於任事，不辭辛勞，既符合「集眾作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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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叢林清規，也適應現代社會科學

高效的工作方式。

以我們比較熟悉的學術刊物《普門學報》（即此《人間佛教學

報 ･ 藝文》的前身）而言，編輯僅有二位法師，每年刊行六期，每

期近二十萬字，與其他學術刊物相比，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毫不遜色，

可是很多學術刊物的編輯人員遠在《普門》之上。佛光山的工作效

率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星雲大師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人間佛教，而且筆耕不輟，每

天都要在佛光山的報紙──《人間福報》上發表文章。大師關於人

間佛教的論著，及時地翻譯成世界各國流行的語言計三十九種，其

種類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不說是數一數二，至少也可以說

是名列前茅。這些皆得力於多才多藝的佛光弟子們的通力合作。

還有佛光山的藏經整理工作，也是以小博大──藉少數人之力，

成就百年大業。總之，只有深入到佛光山內部，才能對他們盡心、

進德，高才、高效的山風，或者說門風感同身受。

至於高學歷，儘管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甚至有人會提出一千條、

一萬條的理由，說明學歷的無用，但在現代社會，學歷畢竟同其自

身的素養和知識結構有相應的關係。或許正因為如此，也有鑑於近

世僧人素質每況愈下的前車之鑑，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前期就注意到

弟子們的學歷教育。

在早期的弟子中，多數都在日本獲得文學、史學、宗教學的學

位；其後更是遣送優秀弟子到歐美各國專攻博士、碩士學位；再後來，

又將一些德才兼備的年輕僧人送往內地著名大學，攻讀哲學、宗教

學博士，學成歸來，現在已經是佛光山的後起之秀，為佛光事業做

出了應有的貢獻。同時，還在佛光山內部設立專司僧眾教育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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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卓越僧才。無可諱言，人間佛教對人才的選擇

與培養，既是大師的卓識遠見，事實上，也讓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後

繼有人，來日方長！

我期待，也看到了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將來。

人間佛教重視的是現世人生的富樂，人間佛教就是要把淨土建

設在人間，讓人當生就能「現證法喜安樂」，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

死後才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人間佛教語錄

佛光星雲──人間佛教印象

1977年星雲大師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40多年來，已陸續出版 8大類、
277冊《佛光大藏經》。（慧延法師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