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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對臨濟禪的詮釋 

 

麻天祥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中哲史室主任 

 

提要：縱觀中國佛教的歷史，顯而易見，星雲是在世界範圍內實踐並推動人間佛教的工程師。

他說：「人間佛教就是佛說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

[註 1]基於這樣的理念，他數十年如一日，奔走人海，摩頂放踵，百挫而無反顧。如果說太虛

在中國近代史上提出了人間佛教的概念，並嘗試系統化的理論論證，那麼，星雲無疑是全面

實踐人間佛教的第一人。從表面上看，星雲的人間佛教模式是對太虛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實

踐，其實不然；從思惟邏輯和歷史發展上講，星雲的思想顯然是對佛法世出世間的全面理解，

是對中國佛教歷代高僧大德實現覺悟之路的契合，是對臨濟禪的現代詮釋。 

毋庸置疑，佛教以覺悟為終極追求，以覺行圓滿為最高境界，覺悟諸法因緣所生，故萬

象皆假、皆幻、皆空，也就是中。所以「佛」，即此「覺」為佛教修行的最高果位。然而，

覺行圓滿有賴於自覺、覺他，佛的最高果位也需藉悲智雙運、利益眾生的菩薩行方能成就。

換句話說，實現覺悟成佛的超越追求，必須以現實人生為依託，引領世間眾生同趨覺路。這

就是「上求無生，下教十善」，即禪門常說的「不離世間覺」。佛法正是以這樣的悖論對世

出世間予以辯證思惟的，自然也就為人間佛教思想奠定了合理性的邏輯思惟基礎。 

就禪宗思想而言，通常說「南頓北漸」，雖然顯示以「悟」為根本，但悟是整個佛教的

終極追求，而不是禪宗的標識。禪宗突出的是「於相離相」、「於念離念」，集中表現為實

現覺悟，通向終極之路的方法論的探討。換句話說，禪宗之所以為禪宗，關鍵在於實現目的

的方法，而不在於目標。[註 2]臨濟禪尤不能例外，「喝」便是它的家風。所謂三玄、三要、

四料簡、四照用，都是它實現成佛的獨特手段。星雲對臨濟禪的詮釋不僅在於方法，而且著

眼於向禪和整個佛教思想的回歸；不僅用語言文字，而且以身體力行的社會實踐。 

 

一、星雲和臨濟禪的全機大用 

宋明以下，佛教世界莫非禪宗，禪早已是佛教的代名詞，不過，臨濟、曹洞還是佔據一

花五葉的主流。時至上個世紀初，佛教界尤其呈現綜合的趨勢。正像太虛說的那樣，八宗為

「同一教乘」，「教為詮理」，「理為起行」，為「不拘一宗」的綜合思想提供了合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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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虛雲則兼祧五宗，以制度化的形式展示綜合的必然趨勢。但是在一般的寺院裡，難免

還是要強調師承，重視家風。佔據主流的臨濟宗也難免俗。星雲就是在綜合與「分宗專究」

的歷史條件下，於十二歲的童稚之年，投南京棲霞山寺志開上人出家的[註 3]，成為臨濟四十

八代傳人，從而同臨濟禪結下了不解之緣。同時在南京，星雲還參與了華藏寺職事發起的革

新佛教運動，只是由於推動「新佛教運動」、「新生活規約」不能獲得經懺道場住眾的奉行，

而在一番爭議後，終於在一九四九年離開大陸，作為僧侶救護隊渡海而至台灣。 

少年星雲在寺院裡接受了嚴格，甚至可以說有點殘酷的訓練，但是卻沒有長期親炙過任

何一位老師，直到成名後的今天，他還抱著無限的遺憾說，「當時，如果有一位大德能指導

我……必然會有很大的效果」。[註 4]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使星雲不拘一格、不拘一宗（臨濟

禪），與時俱進，從而使人間佛教脫穎而出。 

眾所周知，臨濟宗以「喝」風靡天下，有「五逆聞雷」、「全機大用」之稱。《五家宗

旨纂要》說臨濟家風「棒喝齊施，虎驟龍奔，星馳電掣，負沖天意氣」，「卷舒縱擒，殺活

自在，掃除情見」，「以無位真人為宗，或喝或棒，或豎拂明之」。「有時一喝如金剛王寶

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不作一喝用」。充分體現了臨濟

禪單刀直入，斬斷邏輯思惟，覺悟心性、覺悟人生的峻烈風格。概括起來就是：因材施教、

簡便透脫。 

往深處探討，臨濟接引學人，還有許多內容。所謂一喝具「三玄」[註 5]（原則）、一玄

具「三要」[註 6]（要點）和因材施教的「四料簡」[註 7]（度量簡別）。簡單的說就是「喝」，

在「喝」中斷滅知障，在「喝」中明心見性。正所謂「青天轟霹靂，陸地起波濤」[註 8]。顯

而易見，「喝」的原則、要點、區別，都是反觀自心、覺悟人生的方法和途徑。也就是說，

所有這些接引學人的手段、要求，都是可以變通的權宜之法，而非不變的終極追求。星雲正

是注意到了這一點，才能實現對臨濟禪綜合與創新性的詮釋。 

星雲特別指出：「所謂家風，乃指祖師接引後學的權宜之法。」他對臨濟禪的解釋也一

如上述。比如「臨濟勢勝」、「機鋒峻嚴」、「三玄三要、四料簡等」，本質上「同為以心

印心」的「無言之教」[註 9]。在談到禪與打坐的關係時，他又引證惠能偈「生來坐不臥，死

去臥不坐，元是臭骨頭，何為立功過」，明確指出，「參禪不一定要打坐，搬柴運水無非是

禪，吃飯穿衣也充滿禪機」，參禪的目的「是為了開悟」。[註 10]可以看出，星雲簡別權、經，

始終以禪門家風為權宜之方便，而不致把方法當作目的，當作對自心的終極關懷，揚棄了禪

宗末流「目標置換」的偏頗。 

從禪宗臨濟一葉來講，星雲自然是臨濟四十八代傳人，但由整個佛教而論，星雲更是佛

陀的傳人。記得他說，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他沒有真正的師承，他的思想不是吸取某個人的

觀念，也「不是受哪個人的影響」[註 11]。雖然他曾經有一個偉大的師父，但是他說：「我在

外參學，幾年也見不到他一面，更遑論親近請益。」[註 12]「人間佛教的思想，其實是我本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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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與生俱來的性格」，[註 13]當然也是「佛陀的本懷」[註 14]。「人間佛教並非創

新，而是釋迦牟尼一脈相承的教法」[註 15]。因此可以這樣說，星雲作為臨濟宗的傳人不僅具

有臨濟的家風，更秉承了佛陀的本懷，或者說是上承釋迦，下依本性，而以己意進退臨濟禪

法，從而為綜合創新的人間佛教奠定寬廣深厚的沃土。 

二、出世入世、以死觀生的佛陀本懷和殺活自在的臨濟禪 

通常總是說，佛說一切皆空，人生無常，如夢幻泡影，追求虛幻的彼岸世界，表現為遁

隱山林，去情滅志，不食人間煙火，謂之「出世」。然而，修行總離不開現實人生，故又謂

之「入世」，似乎佛法存在出世和入世兩個方面，其實這只是為了表述的方便。事實上，佛

法就是人間的法、人生的法。 

世，梵文 Loka 的意譯，指時間，即過去、現在和未來，《楞嚴經》云：「世為遷流。」

可毀壞、墮生滅者。間乃「中」義，也有間隔之義。簡單的說，世間就是時間和空間，指的

是人的生存和生存環境，即「有情世間」和「器世間」。「出」的意思並非脫離、割捨，而

是超越或擺脫限制的自在。出世的本意應當是超越時間和空間，實現人生的不生不滅、眾生

一體，契合無間。換句話說，就是要在不受時空限制的理想層面上審視生存和生存環境，建

設理想的社會生活，即淨土世界。從哲學上講，就是觀、觀照，或稱反觀。歷代高僧大德所

謂不離世間、不捨世間，說的就是這個意思。由此可見，人間佛教的要義正是佛陀的本願，

是同「覺悟」緊密相連的終極關懷。 

釋迦出家，菩提證道，也就是出世，因緣就在不忍見人間之苦，而欲改良社會，濟度眾

生。禪宗宗門反覆強調不離世間、不捨世間，要在行住坐臥、擔水劈柴的日常活動中自覺、

覺他。臨濟宗的全機大用無非也是如此。「機」就是方法，「用」則是以完美的心性建設人

生、服務人生、昇華人生。臨濟的創始人義玄於黃檗門下問「如何是佛祖西來意」？三問三

遭打，直到最後從黃檗手中接過鋤頭栽松，並說「一為山門作境致，二為後人作標榜」，才

得到黃檗的首肯，關鍵就在於他對現實的契合，對人生的不離不棄，對自性的深刻追尋。「路

逢劍客須呈劍，不是詩人不獻詩」，集中表現了義玄機用一致的現實主義精神。 

臨濟門下同樣奉守「即心即佛」，而且認為，識得生死便是佛，不過把生死比作白天黑

夜，而無所謂生，也無所謂死。[註 16]這也是對生存的深刻見解。五祖法演關於小豔詩的故事

[註 17]，談的是現實的情；莫將居士「萬千差別無覓處，得來全在鼻尖頭」，說的是真實的感；

著名的黃龍三關「生緣何處」之問，突顯的是踏實的生。真情實感，腳踏實地之生，充分顯

示臨濟禪的全機大用無非借助殺活自在的方法，斬斷邏輯思惟，在無念中覺，在無相中悟，

悟在當下，悟在現實，悟在人間。臨濟的全機從來就沒有離開過人生社會之大用。星雲對臨

濟禪的詮釋著眼點就在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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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星雲對臨濟禪或者說對佛法的理解是它的人性、社會性、參與精神和組織建

設，具體說便是對人和人的生存環境的關注。「人間佛教」的概念的應用並非說還有非人間

的佛教，或者說出世的佛教，也只是方便說法而已。概括起來說就是三間、三事或四大宗旨。 

所謂三間，就是星雲強調要首先處理的時間、空間和人間，即佛說的「有情世間」和「器

世間」。他指出： 

 

我們談到生活，先要處理人生三間，就是時間、空間、人間。認識到時間失去了，時

間不會再來！空間失去了，空間還有別的用途！人間失去了，人間不能回復！接著要

重視人生三理：地理、人理、天理，若能處處用心，就會通身是手眼，志業開闊，生

活自然就平順了。[註 18] 

 

如此對佛教人間性的詮釋，同佛法中「出世」的本義顯然符契，這就是出世入世。出世

入世，星雲的論述不勝枚舉。正像《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中介紹的那樣： 

 

人間佛教就是：佛說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福人生增進的教法，

都是人間佛教。 

 

佛陀出生在人間、修行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化在人間，佛陀所有的教言無一不是

以人為對象。可以說人間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註 19] 

 

時間、空間、人間都需要創造，時間的創造是要懂得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無價值的，

在有價值的事物上多花些時間，深入那寶貴的時刻。 

創造時間，乍聽起來很玄奧，星雲說起來卻很簡明：就是不要休息，因為「總有一天會

永遠休息」；再者就是把「零碎的時間整合起來，就變成許多時間」。[註 20]他的生命是「一

場與時間競賽的馬拉松賽跑」[註 21]，所以他確信有三百歲的人生，但「三百歲不是等待來的」，

「而是自己努力辛勤創造出來的」，因為他能像孔子說的那樣，發憤忘食，樂以忘憂，所以

他自信地說：「我沒有時間老。」[註 22]如此創造時間，自信人生三百年，會當水擊三千里的

氣概，不是對時間的超越又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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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空間，他說得更明白： 

 

空間的創造，有兩個方法，一個是一心一境，心裡空間不怕大；一個是一心多用，能

量的發展不怕多。一心一境在修行上，是「心中無事一床寬」……一心多用，則是認

識到一切眾生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不但要修行弘法，還要利益眾生、心憂國事，排

難解紛……要做的事情可多了……（一心）用在各個層面都會是一念三千，法輪大轉，

空間就會變得更大、更多、更美、更好了。 

 

說到人間的創造，星雲首先強調，「人我之間是最難的」，並且講了一個故事予以說明。

他說一個小孩子因為同別人吵架而覺得委屈，於是對著山谷大叫：「我恨你！」結果回聲傳

來，使他更加傷心。他媽媽告訴他應當高喊：「我愛你！」回聲傳來的便是：「我愛你！」

於是他告訴人們：「以恨只能換得恨，用愛才能贏得愛。」同時他還指出：「這不只是人間

的生活，也是通向聖者的境界。」[註 23]由此可見，美好的人間，用愛相互擁抱而使之溫暖的

人間，就是超越時間、空間的聖界，淨土也就是人的淨土、人間的淨土。 

三事和四大宗旨的核心就在對於人的關懷。二十多年前，星雲為佛光山確立了四大宗旨，

即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利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其中教育、文化、

慈善三事，星雲又借慈航法師的話說明是「宗教生存的三大命脈」，並進一步強調：「一座

寺廟蓋得如何的富麗堂皇，如果沒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業作為內涵，不是完整的道場，

只是虛有其表的建築而已。」[註 24]教育是教育人的教育，弘法是弘揚人的佛法，慈善是服務

社會，當然也就是服務人的慈善！ 

關於教育，應當看到，自古以來，有「女學不在黌門，而在寺觀之間」的說法，事實上

不止女學，平民教育正是如此。寺院對傳統社會平民教育所起到的作用遠比官方教育大的多。

星雲對人的教育的重視和付出的努力，自然也是對往聖絕學的繼承。 

很明顯，星雲對臨濟禪的機用觀，或者直接說對佛法的詮釋，重視的是此時（時間）、

此地（空間）、此人。但時是人的時，地是人的地，因此可以說他唯一關切的還是人。他注

重的是人，致力的方向是社會，當然也不乏對制度化的組織建設的重視，事實上它們都是對

人的關切──人心、人情、人格、人事、人道、人生、人緣、人意，一句話就是人間諸法。

他一再要求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即使是對抽籤卜筮之類活動，同

樣採取批判的、包容的態度，強調給人以純淨希望和美感。這就是「出世入世」的人間佛教，

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人間佛教！正因為如此，才能使千年黯室，一燈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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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與三間直接相關的是生死。生死是人的根本問題，故佛說「生死事大」。人的問

題的認識，絕大多數基於生死的認識。儒家重死，道家重生；基督教講復活，講道成肉身，

本質上也是重生。佛法力圖超越生死，追求的是不生不滅的涅槃之境。臨濟宗人也曾將生死

比作白天和黑夜，用一種悖論說明作為自然規律的生死的變化和永恒，目的在於引導人以平

和的心態，坦然面對生和死。 

星雲「用睡覺來觀照死亡」的「死生」觀，既是同臨濟禪生死思惟的契合，更是對佛法

不生不滅、超越生死的中道觀，或者說生命哲學深入淺出的理性詮釋。 

他還告訴我們，社會的動亂，讓他親身經歷了死亡，品嚐過死亡的滋味，但他是用佛家

的大智慧，即不生不滅的生命哲學審視死亡的。面對死亡的超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了

更多的平易。他說「死亡不必太害怕，還沒有到死的時候，就死不了」。這句聽起來似乎是

不用解釋的大實話，實際上卻是以他那「出死入生」的生命觀，或者說是「以死觀生」的死

生觀為底蘊的。他說： 

 

我經常用睡覺來觀照死亡，有時候睡下去，很舒服，沒有知覺，和死亡沒有兩樣。我

也經常用休息觀照死亡，太累了，該休息了，放下吧！那和死亡也沒有兩樣。 

 

星雲還談到幾次核磁共振的體驗，以及他是如何觀照死亡的。他說，那是一個密閉的箱

子，像一口棺材，裡面沒有光，也沒有聲音，沒有色彩，只覺得很舒服：「我入滅了！」他

意識到這就是死亡。接著他便指出： 

 

入滅是那樣，出來就昇華了，所以我們不要講生死，而要講死生。不只是生了才會有

死，而是死才會生。「生死學」應該改成「死生學」，死亡才是開始，生才是未來。

[註 25] 

 

對於人的根本問題生和死，星雲有如此灑脫的觀念，強調死是開始，生是未來（這裡姑

且不論誰是誰非，因為包括生死在內的一切存在原本就不是基於邏輯，而是基於經驗，或者

說理念），不僅給人以信心和希望，而且引導眾生消除死亡的恐懼。他就是這樣「但盡凡心，

別無聖解」，以死觀生，出死入生。星雲的「死生學」同樣是以人為本位的人生佛學，是和

佛教的中道觀，以及臨濟宗「生緣何處」一脈相承的全機大用。[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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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通簡約、平易近人的醒世棒喝 

從方法上講，臨濟以喝著稱，一喝千古，截斷眾流，目的是破除執著，反觀自心，無凡

聖、無造作，悟在當下，悟得平常。凡對臨濟禪有所瞭解的，對此都有深刻印象。星雲接引

學人，恰恰採用的是與臨濟禪和而不同，清通簡約、平易近人的醒世棒喝，尤其顯示了他的

「人間佛教」的人性化風格。 

如前所言，禪門家風，實際上是各家接引學人採用的方法不同，而形成的各自特點。方

法是權，是可以也必然會千變萬化的。更何況，臨濟至宋黃龍慧南以下，已經開始對玄妙、

棒喝進行檢討。黃龍有言曰：「說妙談玄，乃太平之奸賊；行棒行喝，為亂世之英雄。英雄

奸賊，棒喝玄妙，皆為長物。黃檗門下，總用不著。」於是，逐漸改變原先峻烈，而且有點

丈二金剛讓人摸不著頭腦的神秘氣象，趨向平易。所謂：「道泰昇平，反朴還淳，人人自有。」

[註 27]星雲指出：說法同樣要從人的立場出發，不必作形而上的談玄說妙，也不標榜神通靈異，

而採取清通簡約，充分人性化的方法，仍然可以說是臨濟家風的承續，是平易近人的醒世棒

喝。 

概括起來說，星雲教學的特點是：不談玄說妙，不標榜神通怪異，信手拈來，因機施教，

幽默風趣，深入淺出，力透理路。 

上述「出死入生」、「以死觀生」，從方法上講，就是立足人的立場，面對現實人生，

針對普通人的教法。既然面對的是普通人，就應當用通俗的話語，日常的事例，講明農工婦

孺能知、欲知的道理，否則，即便說得天花亂墜，聽的人卻是一頭霧水，又有何用？早年在

寺院裡聽經的一段經歷，給星雲留下了深刻的印象。他回憶當時曾問師兄聽經如何，師兄說

「講得好極了」，再問怎麼好法，回答「聽不懂啊」！星雲覺得很奇怪，聽不懂怎麼會好？

所以他一再強調： 

 

聽不懂的佛法再奧妙，只不過是束之高閣的裝飾品而已，對我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幫

助。我不喜歡談玄說妙，更不喜歡故作神秘，說些別人聽不懂的話。不論佛法中多麼

難解的教理，我總是深入淺出，讓大家很容易的瞭解。就是談空論有等形而上的問題，

也要設法和日常生活印證。因為佛教一旦離開了生活，便不是我們所需要的佛法，不

是指導我們人生方向的指針。[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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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人的佛法，人聽不懂還有什麼佛法？所以說法就應當和日常生活印證，讓每一個

人都能在現實中悟，在當下解。這就是星雲說法的原則，也是星雲平易近人的臨濟禪法。 

佛法談空，又說萬法非空，是假，追求的是不生不滅，超越有無的中道，確實很難用語

言文字準確表述，所以有「說似一物即不中」的不可說論。然而，星雲論此，駕輕就熟，順

手拈來，隨口道出： 

白居易問法鳥窠禪師，詩云： 

 

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 

為當夢是浮生事，為復浮生在夢中？ 

 

鳥窠以偈答： 

 

來時無迹去無蹤，去與來時事一同； 

何須更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 

 

浮生如夢，夢如浮生，佛說不生不滅、不來不去，所以不必問，無須知，只要好好地生

活在如夢的浮生，或浮生的夢中。如此輕鬆自然的說法，喚起聽眾內心的共鳴，所有人在會

心處歡呼雀躍，正因為他把「生」說到了人的身邊，說到了人的心底，喚起了聽眾的信心和

美感。 

如果說像這樣的談詩說偈，還需要心有靈犀的話，星雲借擔水劈柴、衣食住行種種觸目

皆是的事物詮釋佛法的例子，更不勝枚舉。 

由佛法看，世間萬法，總在得失、進退之間。然而，得、進乃人之常情，所以無法面對

失和退。故佛說「回頭是岸」；禪宗亦歌之曰：「退步原來是向前」；臨濟僧雲峰更深一層

講：「種種取捨，皆是輪迴」，原本都是教人破除得失、進退的執著，不以物喜，不以己悲。

不幸的是，有太多似乎接受佛法的人，只注意到失，只強調退，正像《紅樓夢》中說的那樣，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不了，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了」，以及「眼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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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想回頭」。用佛法衡量，這些只是理解了非有，而不明白非空，依然是一種「空」執。如

此引導世人放棄、後退，自然又同俗情相隔甚遠，而為大多數人難以理解，也難以接受。星

雲對此卻有深入「中道」，而又非常通俗的說明。他說： 

 

平常我們總以為前進顯耀的人生才是光榮的，而不知道後退的人生另外有一番風

光。……所謂「山窮水盡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前進的人生，是一半的人生，

加上另一半後退的人生，才圓滿無缺。[註 29] 

 

這裡，一半、一半人生的通俗解釋，顯然比許多玄奧的說理更接近常情，更符合人性。

尤其他那「跳探戈」的譬喻，把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說得如此透徹、通明，儘管他講的

是婆媳關係。事實上，星雲說的是人與人之間相處，要懂得進退，像跳探戈舞，你進我退，

我進你退，「自然不會有摩擦」。說到夫妻，做丈夫的秘訣是：「吃飯要回家，身邊少帶錢，

應酬成雙對，出門有去處」；為人妻者應當「溫言慰辛勞，飲食有妙味，家庭像樂園，凡事

要報告」。[註 30]由此總結出「以退為進，是人生處世的最高哲理」，「懂得以退為進的哲理，

可以將我們的人生提昇到擁有全面的世界」。[註 31]星雲就是這樣，常常採用貼近日常生活的

事例、話語，闡釋深邃的人生哲理，以此覺迷醒世，教人悟在日常，悟在當下。 

星雲著眼於大眾，融會於生活的教法，同樣表現在「用典」之清通簡約。原本陽春白雪

之典故，由星雲口中道出，一變而為街頭巷尾無人不解的佛理。普遍強調，佛法破執，去情

割愛，尤其要剪斷男女之情，無疑也同現實有太多的衝突。星雲為了說明「有情有愛也可以

成道」，曾經引述「三茅道士」的故事：有三兄弟要到茅山修道，小弟為照顧生活在貧困之

中的寡婦和四個孩子的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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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此而成道。兩個哥哥雖在茅山苦修，卻未成正果。於是星雲指出： 

 

俗情是重視形式，聖情卻更重視精神意義；俗情寄託於佔有，聖情寄託於悲願。絕情

絕愛可以成道，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註 32] 

 

俗情是佔有的私欲，聖情是奉獻的悲願，佛家並非一概排斥情愛。這個典故的引用，就

是為了說明這樣的道理。如此說法，對於那些力主破斥情愛的，主張遁隱的人來說，不也是

醒世棒喝嗎？當然，這裡還可以看出星雲兼包並容，而不排斥所謂「外道」的博大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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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人性、人間性，本質上就是對神通靈異的反撥。星雲幽默而又略帶苦澀地說： 

 

我試過很多次，有一部經我講不出來，就是《地藏經》。因為，第一，我沒有去過地

獄，第二，聽的人也沒有去過地獄，第三，老是刀山油鍋，實在太悲慘、太可憐。我

相信佛法是帶領我們走向祥和、美好的境界，而不是讓我們生起悲慘和恐怖。[註 33] 

 

佛教是人的，人間的，不僅不崇拜神，當然更不談鬼；只說美好的人生，而不是描繪陰

森可怖的地獄。基於「人」的理念，他寧可對於經藏中的地獄之說鮮少著墨。這就是星雲。

正因為如此，他特別說明：「不一定有神明鬼怪會懲罰我們，其實鬼神也沒有必要降災賜福

給我們，一切都是我們自己缺乏正見，以自己的愚癡束縛了自己」，「禍福決定在自己的手

裡」，「不要把自己交給鬼神，甚至愚昧的巫術之流去主宰」。[註 34] 

和地獄、鬼魂緊密相連的便是佛門的經懺。經懺是制度化的宗教超度亡靈的禮儀，像日

本佛教寺院保留偏僻處作墓地一樣，也是謀求生存的手段。但這種與鬼為鄰，超亡送死的習

慣畢竟是佛教的枝葉。星雲對佛門循循善誘，同樣提出了人性化的要求。他說早年讀書，有

一段明代高僧憨山的自述，說一日放焰口歸寺，驚醒路邊一戶睡夢中的老人，聽到他們議論

說：「半夜三更走路的，不是賊骨頭，就是經懺鬼！」憨山甚覺汗顏，於是發願：「寧在蒲

團靜坐死，不做人間應赴僧。」星雲對此感觸甚深，一再說明，「這是我特別重視文教的原

因，即使不能不做經懺，做經懺時也要說法」。[註 35]星雲就是這樣「不以經懺為職業，不以

遊方為逍遙」，依靠純現實主義的精神，化俗導世的。 

從另一方面看，與地獄相對的便是天堂，就是稱為西方極樂淨土世界的彼岸。佛學雖然

從根本上否定創造一切的神祇，但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或多或少地還是帶有杳不可及的神秘色

彩，而且把彼岸和此岸對立起來，因此實現理想的追求，不在今生，而在來世。禪宗早已注

意到了這一點，一再說明「識得本心，便能成佛」，便可以登上佛光普照，充滿喜樂的蓮花

世界，把對西方淨土的追求變成對自心的追求。如此雖然用淨心融彼岸和此岸於一體，畢竟

還有點虛玄。臨濟禪進一步發揮了禪門「不離世間覺」的思想，以棒喝引導人們悟在一語一

默、行住坐臥的日用生活之間。星雲無疑發揮了臨濟宗的現實主義精神，不僅講「此岸、彼

岸，其實都是在我們的一念心中」，而且將彼岸置於人間，置於現在。他的詮釋是： 

 

彼岸是能夠給人平安，彼岸是精勤向上，安住身心，彼岸是如理的智慧生活；否則，

瞋恨、懶惰、散亂、愚癡，那就是此岸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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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擁有此岸，但也要擁有彼岸啊！你可以把此岸建設成淨土。[註 36] 

 

無論是此岸，還是彼岸，不僅在人的心念之中，而且在現實世界之內。彼岸是人間的彼

岸，淨土是人間的淨土。星雲就是這樣，用鮮活的人生佛學，生動活潑的語言，引領眾生建

設人間淨土的。 

面對人的說法，星雲顯然不願板著面孔，而是以平易近人的態度，表現了智者的幽默。

曾經有一信徒，由於兒子遭遇車禍，懷疑菩薩不靈，而向星雲求教。星雲說：「菩薩是很靈，

但是你兒子騎得很快，連菩薩也追不上呀！」[註 37]我相信，無論是哪個信徒，還是其他人，

聽了星雲類似打趣的話，都會會心的微笑。這裡，他不僅說出了佛教「自作業，自受果」的

因果論，而且教人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規範自己的行為，為創建和諧的人間淨土作出自己的

努力。 

對信徒如此，對學者則是另一種誠懇的生動。記得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同內地學

者們講：共產黨說宗教是工具，很有道理。我也希望是工具，否則就沒有用了。這些話聽起

來簡單，並且似乎有點自貶，但在那風趣的話語後面，蘊涵了多少意味深長的哲理，表現了

他對故國神州的眷戀，以及共建人間淨土的赤子之心。 

四、綜合與創意 

二十世紀以來，佛教呈現明顯的多元與綜合趨勢[註 38]，星雲的人間佛教不僅是對臨濟禪

的繼承，而且是對整個佛教思想的繼承，主張八宗兼弘；不僅是對釋迦本懷的追尋，而且是

對古今中西優秀文化的兼包並容，充分展示了他在綜合趨勢中的博大胸懷。但僅僅綜合是遠

遠不夠的，缺乏創意的綜合只能說是雜湊。我們從星雲的人間佛教中感受到的正是在綜合中

的創意。慈惠在〈星雲大師十二問〉中介紹：「在佛教界堪稱『佛教的胡適』之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對佛教的革新，都一如胡適先生，有其獨特的風格，而且具有多層面與多樣

化的內涵」，從上面的論述中也可略見一二。由於篇幅所限，不再贅敘，容後再議。 

總之，星雲對臨濟禪的詮釋，重在生、重在人、重在人間、重在現實、重在當下、重在

綜合與創新。他在接引人的方法上不拘一格、因材施教、輕鬆幽默，既是對臨濟禪的活用，

同時顯示出更為人性化的現代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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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高希均序，見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北：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五年八月）第

二頁。 

[註 2] 大概正因為如此，後世禪宗特別重視方法，乃至「目標置換」。星雲同樣注意到這一點，強調禪門五家

七宗「各有接引後學的家風」，即「權宜之法」。《佛光教科書‧宗派概論》，第一四五頁。 

[註 3] 不過應當說明，棲霞山為十方叢林，不可有師徒隸屬關係，以棲霞為出家道場，只是方便說法，真正出

家的地方是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直到一九四七年底方回宜興禮祖歸宗。參見慈惠〈星雲大師十二問〉，

《普門學報》第十七期（二○○三年九月）第三五二頁。 

[註 4] 林清玄，《浩瀚星雲》（台北：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二○○一年十二月）第八十一頁。 

[註 5] 玄中玄、體中玄和句中玄。 

[註 6] 即言中無造作（破除執著）、千聖入玄奧（不執言句）、理超四句，體絕百非，即超二元對立。 

[註 7] 根據受法者根器不同有奪境不奪法、奪境奪法不奪人、人境俱奪、人境俱不奪。 

[註 8] 《人天眼目‧臨濟門庭》。 

[註 9] 佛光星雲編著，《佛光教科書‧宗派概論》（高雄：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行，一九九九年）第一四五－

一四六頁。 

[註 10] 同 [註 4] ，第二二三－二二四頁。 

[註 11] 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北：天下遠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五年八月）第十三頁。 

[註 12] 同 [註 4] ，第七十五頁。 

[註 13] 同 [註 11] 。 

[註 14] 同 [註 11] ，第七頁。 

[註 15] 同 [註 11] ，第三十七頁。 

[註 16] 見程東編，《臨濟宗門禪》（成都：成都出版社，一九九二年）第一八二頁。 

[註 17] 法演對一參禪的士人說：「頻呼小玉原無事，只教檀郎認得聲」，侍者見雞飛欄杆而鳴，作詩云：「少

年一段風流事，只許佳人獨自知。」受法演稱許。 

[註 18] 同 [註 4] ，第一四八頁。 

[註 19] 同 [註 14] 。 

[註 20] 同 [註 4] ，第一四九頁。 

[註 21] 同 [註 4] ，第一三七頁。 

[註 22] 同 [註 4] ，第四○○－四○一頁。 

[註 23] 同 [註 4] ，第一五○－一五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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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4] 同 [註 4] ，第三六○頁。 

[註 25] 上引見同 [註 4] ，第一四一－一四二頁。 

[註 26] 李端願問臨濟僧達觀：有無天堂地獄？達觀要求他了卻自心，不思善，不思惡。李卻說他知道了生。達

觀便問生緣何處？李茫然。達觀抓其胸說「就在這裡」！李悟，並說：「只顧貪快，不覺迷路。」達觀

說：「百年一夢，如今才醒。」 

[註 27] 《黃龍慧南禪師語錄》。 

[註 28] 同 [註 4] ，第八十三頁。 

[註 29] 同 [註 4] ，第一五四頁。 

[註 3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講演集(四)》，轉引自滿義，《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北：天下遠見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二○○五年八月）第五十頁。 

[註 31]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六)‧赤子之心》（台北：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三年七月）第二四二

頁。 

[註 32] 同 [註 4] ，第三七八－三七九頁。 

[註 33] 同 [註 4] ，第二六一－二六二頁。 

[註 34] 同 [註 4] ，第二八四－二八五頁。 

[註 35] 同 [註 4] ，第三五三頁。 

[註 36]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四)》（台北：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二年十月）第四十八－四十九頁。 

[註 37] 同 [註 4] ，第二八五頁。 

[註 38] 參見拙文，〈中國近代佛教的再思考〉，《雲夢學刊》（二○○四年）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