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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生活與人間佛教
―讀星雲大師《佛法真義》

張家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前言

星雲大師畢生弘傳人間佛教，如今大師雖

然年逾九旬但仍著述不輟。大師每一部佛學著

作所述說的思想內涵，既有其一以貫之的基本

思想―這一基本思想無疑就是「人間佛教」

思想；同時，又各有其獨特的視角和特點。《佛

法真義》（三冊）是星雲大師繼《人間佛教

回歸佛陀本懷》之後，最新出版的一部佛學著

作。那麼《佛法真義》一書的獨特性何在呢？

筆者在閱讀該書時，《佛法真義》第一冊封面

上作為背景的「中道」二字，以及扉頁星雲大師親筆題寫的「中道

生活」四字，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隨後的閱讀過程中，也不時地

思考「中道」與《佛法真義》一書的內在連繫。

如果說，《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著主要是從歷史角度，

縱向地闡述人間佛教思想的發展脈絡，並將人間佛教的旨趣直指佛

陀本懷；那麼《佛法真義》則是從理（佛法義理）、事（佛門制度

及行事）等方面，橫向地辨析闡釋佛法的人間性，並將佛法義理還

原為佛陀所倡導的「中道」生活。

星雲大師一筆字〈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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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道是佛教之根本立場 

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中，對中國佛教三論宗所倡導的「中

道」思想似乎情有獨鍾。大師在〈自序〉中明確指出：「在中國佛

教裡，只有歷代禪師還有一些正見、還有一些佛法，其他像三論宗

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反而少人去研究、宣說了。所謂『正道

不昌，邪教橫行』，所以，不得不用這一本小書，來提供大家作

一點另類的思考。」1 中國佛教八宗（禪宗、三論宗、唯識宗、天

台宗、華嚴宗、淨土宗、密宗、律宗）之中，除禪宗以外，星雲

大師為何獨提三論宗，還特別強調「少人研究、宣說」的三論宗

的主張是「真正佛法的緣起中道」？個人認為，上述說法除表明目

前佛教界學界有關三論宗研究的欠缺與不足這一現狀以外，星雲大

師意在強調「中道」思想的重要價值和「中道生活」的現實意義。

那麼何謂中道？「中道」梵語為 madhyamā-pratipad，即離開極

端、邪執之二邊，不偏於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或觀點、方法。作為

佛法的核心要義，中道是佛教之根本立場，無論大、小二乘佛教，

還是印度佛教、中國佛教，無不重視中道。就中國佛教各宗來說，

丁福保在《佛學大辭典》「中道」條曾這樣說，中國佛教各宗無不

以「中道」表示其教理之核心，「法相以唯識為中道，三論以八不

為中道，天臺以實相為中道，華嚴以法界為中道」。2 不過相對而言，

三論宗是以諸法緣起性空的「中道實相」說為其中心理論，其「中

道」思想的理論特色無疑更為鮮明突出。

在《佛法真義》一書中，星雲大師還撰有〈中道〉一文，對佛

1.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 9月，頁
30。

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中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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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中道」之概念作了比較完整的詮釋。他指出：

世間法都是對待的，善和惡、是和非、好和壞、事和理，

甚至於對與錯、難與易、高與低、大與小、男與女等等。

佛法就不同了，佛法不講對立，講究中道。中道，是超越

有無、增減、善惡、愛憎等二邊的極端，但是，中道並非

折中之道或中庸之道，而是以般若智慧來調和事理，融和

有無，以便趨向解脫之道。3

接著，星雲大師還敘述了曾是琴師的佛陀弟子二十億耳出家後

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的情況，佛陀以「彈琴時琴弦太緊了會斷，

太鬆了則沒有聲音」為例，告誡他說：「太緊太鬆都彈不成調，唯

有急緩得中，才能彈出美妙的聲音；修行也是如此，過分急躁或是

3. 星雲大師：〈中道〉，《佛法真義 1》，頁 79。

彈琴時，琴弦太緊太鬆都彈不成調，唯有急緩得中，才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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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怠，都不是正常之道。」4

實際上，作為佛法要義的「中道」觀念，其思想內涵十分豐富：

中道既有哲學層面所說的一切存在之本體（諸法實相）的含義，其

所指乃是融合空與有、性相於一體的「中道實相」；而且更為重要

的是，中道更是指中觀的般若智慧。作為指導眾生修行的依據和標

準即「中道觀」，其所指向的乃是一種智慧的生活即「中道生活」。

佛法的中道，是空與有、常與變、性與相、究竟與方便、煩惱與菩

提、立與破的有機統一。

二、中道乃「諸法實相」

就哲學維度（存在論）來說，「中道觀」所揭示的一切法「緣

起性空」，是「非空非有」的「畢竟空」，是空有不二的「真空妙

有」。佛法所揭示的「諸法實相」，是「性與相」的融合，「空與有」

的統一，是為「中道實相」。

在中國佛教諸宗中，以中觀三論（《中論》、《百論》、《十二

門論》）為經典依據而成立的三論宗，又稱「中觀宗」，其基本思

想正是為了遣去「生滅」、「常斷」、「一異」、「來去」等諸種

對待，故稱「八不中道」。《中論．觀四諦品》說：「以有空義故，

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正是「空」成就了萬「有」，「空」也不能離開萬「有」之外

單獨存在，故此，「空」只能通過「有」方能得以顯現。然而，「像

佛法裡一個『空』字，千百年來，讓社會上的人士認為佛教『四大

皆空』，就是空空如也，什麼都不要，什麼都沒有了」，在星雲大

4. 同註 3，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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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看來，這是對佛法歪曲認知的「斷滅見」。5 正如大師所說：

事實上，「空」不是沒有才叫空，反而「空」了才能讓我

們「擁有」。所以「空」並不是「沒有」，空是「無」，「無」

就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空」的「容量」無限。6

作為佛法之要義，佛陀宣說的「緣起性空」、「空有不二」的

「中道」，是內在於萬法（存在）本身的「諸法實相」，「中道實相」

乃佛陀之發現，而非佛陀之發明，所謂「法爾如是」，即「如其所

是」地呈現萬法之「法身」。因此，作為佛法核心教義的「中道實

相」，自當年佛陀宣說以來，

就一直未曾有過改變，也不會

有改變。正如《心經》中所說，

這一「諸法空相」，「不生不

滅，不增不減」。然而，從歷

史和現實的立場上來看，佛法

並非遺世獨立的空中樓閣，而

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呈現出不同的理

論形態。

諸 佛 世 尊「 以 一 大 事 因

緣」故出現於世，即「欲令眾

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

然而眾生的根機卻不盡相同，

5. 星雲大師：〈自序〉，《佛法真義 1》，頁 19。
6. 星雲大師：〈空〉，《佛法真義 1》，頁 69。

三獸渡河，水無深淺，跡有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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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千差萬別。星雲大師常引用經典上的一個比喻說：「三獸渡河，

水無深淺，跡有深淺；三鳥飛空，空無遠近，跡有遠近。」7 所謂「水

無深淺」、「空無遠近」，是指「水」、「空」的「中道實相」；

所謂「跡」有遠近、深淺，是對「三獸」、「三鳥」來說，「水」、

「空」有深淺、遠近之不同。故佛法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

為因應不同的大眾的種種煩惱，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和分別。也

就是說，歷史地看佛教又一直處在變遷之中。如所謂大、小乘佛

教，南北傳佛教，中、印、日佛教等等。從佛教哲學的角度來看，

所謂「空有之爭」也一直沒有停止過，中國佛教內亦有所謂「八

宗」之別。

上述種種「佛教」，雖然同為佛教但又表現不盡相同。實際

上，所謂「空有之爭」、宗派之見的實質，並不是在諸法「中道

實相」層面的差異，更多的是佛法在因應眾生根機不同、面對不

同眾生的種種煩惱而在對治方法上的差別。這體現了佛法之「對治

義」、「方法義」。為表明此義，三論宗還立「真、俗」二諦以方

便為眾生說法：「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

義諦。」8

真諦，又作勝義諦、第一義諦，即出世間之真理；俗諦，又

作世諦，即世間之真理。有、空是相對的假名，真、俗二諦原本

亦是不二的，只是因為眾生根機不同，為方便說法而有真、俗二

諦之安立。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稱「三論宗」為「空宗」實有

不妥。

7. 同註 5，頁 17。
8. 《中論．觀四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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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當

年，佛陀出家修行並在菩提樹下體悟佛法真諦，佛陀悟道之目的並

非只是為了建構一套佛法思想體系，而是旨在度脫眾生的煩惱、使

其覺悟成佛。因此，佛法從一開始就沒有脫離世間，世間法與出世

間法，是打成一片的。

由此可見，佛法的中道思想並不止於一種理念、思想理論，而

更是一種須落實到世間生活之中的般若智慧。正如星雲大師在〈中

道〉一文中所說：「中道的思想，是空有融和的智慧，可以直接契

入世間實相。有中道的般若智慧，就能在現世生活中幸福快樂。」9

中道思想有體有用，是體用不二的：其以「中道實相」為體，而以

「中道生活」為用；若能以中觀的般若智慧融入世間生活，則不僅

可以提升眾生福祉，進而則可解脫煩惱，增進智慧，覺悟成佛。星

雲大師畢生弘傳的「人間佛教」所倡導的人間生活，也正是在佛法

指導下的合乎「中道」原則的智慧生活。

那麼，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該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呢？誠

然佛教講「苦諦」，「有所謂二苦、三苦、四苦、八苦、無量諸苦」

等說法，這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佛教提倡苦行，反對享受人生，

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當年佛陀出家後曾經六

年苦行，結果一無所獲。佛陀正是在放棄了「苦行」，並接受了牧

羊女的乳糜供養後，最終方在菩提樹下證道的。不過另一方面，「苦

行」對於佛陀的開悟有沒有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定有幫助。

只是當時佛陀認為苦行不究竟，只是過程」。10

9. 星雲大師：〈中道〉，《佛法真義 1》，頁 80。
10. 星雲大師：〈苦行的意義〉，《佛法真義 1》，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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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鑑於社會上一部分人對佛教「苦諦」的消極理解，星雲大

師強調「苦對人生有更為積極的意義。人要能接受苦，才能成長，

不能吃得苦中苦，哪能做人上人？」11 因此，佛教所反對的是外道的

盲目的極端苦行，但同時又認為「修行苦行需要有智慧……才能成

為助道的資糧」。12 這個「智慧」就是中道的般若智慧，佛教中道

智慧所倡導的人生態度，應是一種離開苦樂二邊、「非苦非樂」的

中道生活。

不過，在對待人生種種欲望的態度上，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

既不主張禁欲主義，更反對縱情肆欲，而是主張「少欲知足」，強

11. 星雲大師：〈苦〉，《佛法真義 1》，頁 65。
12. 同註 10。

苦，是一種力量，也是一種磨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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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愛欲的昇華」。人生在世，有「所謂財色名食睡五欲；五欲沒有，

那人生的生命又寄託在哪裡呢？人生又怎麼能活著呢？所以欲是生

存、欲是生活、欲是希望、欲有未來……」。13 在此，星雲大師首

先肯定了欲望是人生生存的必要前提，然而，「欲有好，有不好；

有善法欲，有染汙欲」，14「善法欲要增上，染汙欲要減少」。15 人

之所以不同於禽獸，就是在於人懂得知恥，就是對欲要有節制。星

雲大師進而提出，要努力實現「愛欲的昇華」。

如何實現愛欲的昇華，星雲大師也在文中給我們提示了如下若

干「處理之道」：一、讓愛欲昇華成為慈悲；二、愛欲可以代替（如

以求知欲代替情欲）；三、用思想、意念，化解情欲、愛欲；四、

用勞動服務，可以減少欲望；五、用唱歌、投身大眾活動化解愛欲；

六、用正念對治邪念、染汙等等。16

人間佛教是人間生活的佛教。在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無處不

在，是現代人社會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那麼佛教徒對於政治，究

竟是應該積極參與，還是消極觀望呢？星雲大師贊成現代佛教改革

領袖、現代人間佛教思潮的開創者太虛大師的「問政不干治」立場

和觀點，認為這一看法「可以說是最為客觀中肯、最具有智慧的見

解」。17 

星雲大師還引歷史上東晉道安大師所說的「不依國主，則法事

難立」的主張，以及梁寶誌禪師、唐賢首法藏、隋智者大師、唐清

13. 星雲大師：〈愛欲的昇華〉，《佛法真義 1》，頁 296。
14. 同註 13，頁 295。
15. 同註 13。
16. 同註 13。
17. 星雲大師：〈佛教與政治〉，《佛法真義 2》，高雄：佛光文化，2018年 9月，
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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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澄觀、清玉琳通琇等高僧都曾受封為國師的事例，這些大師可以

說都是「問政不干治」的典範，「因此，佛教自古以來與政治都不

是對立的，所有歷史上的改朝換代，佛教從不參與，哪一個帝王當

家作主，佛教就擁護誰，協助維護社會道德，淨化人民心靈，促進

社會秩序，改良社會風氣，佛教實際上對政治是有幫助的」。18 太

虛大師、星雲大師「問政不干治」的立場和態度，無疑正是人間佛

教的中道智慧在佛教與政治關係上的具體體現。

當代世界是一個文化多元共存的時代，全球化更是彰顯了多樣

性共存的事實，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也日益加劇。在這樣的大背

景之下，人類社會的未來出路何在？人間佛教的中道生活或許可以

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誠如星雲大師所說：

人間佛教有擁有的生活，也有空無的生活；有群居的生活，

也有獨處的生活。如能把世間所有的一切都調和起來，過

著中道的生活，思想不要偏激，不要走極端，不要用二分

法，用圓融才能中道。中道，世間才會太平；中道，世間

才沒有紛爭；中道，人生才能有樂趣；中道，才有美好的

生活。19

18. 同註 17，頁 227。
19. 星雲大師：〈中道〉，《佛法真義 1》，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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