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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代化的進程，並不是現代性逐漸膨脹，從而取代傳統性的過

程，相反，現代化的進程，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互動的過程，這一

互動，一方面要求傳統文化本身的現代化轉型，使傳統文化本身能

夠適應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契機，適應現代人的身心需求，而不是進

入博物館；另一方面需要傳統文化中的精神性與宗教性的成分引導、

規範甚至限制現代性的衝力，使人類自身保持其高、廣、深的整全

生命形態，使人類社會更加合理化、更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有所保障，

使人類可以與自然環境和諧持續發展。正是在不同的傳統文化與現

代性的對話與互構中，多元現代性的意義才能夠彰顯出來。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正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這種互構

互建關係的體現。大師一方面繼承了太虛大師等前輩的問題意識，

努力使佛教在功能上適應現代化的要求，尋求佛教本身的現代轉型；

另一方面根據現代社會，呈現出的種種現代性的弊端、困境與矛盾，

努力從佛教文化的精神性，與宗教性的文化傳統中尋求解決之道，

引導現代社會朝著更加健康、更加繁榮、更加完美的方向前進，在

現代化與佛教的對話與交流中成就佛教的現代化與多元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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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模式

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現代化，是抱著滿腔的熱情，

積極地歡迎並努力地實踐著，星雲大師也不例外。他認為：「『現

代化』這個名詞，代表著進步、適應、成功、光明、自由、民主的

意思。……全世界不管在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各方面，不管如

何傳統，但大家都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只有在『現代化』之下，

人類才能生存、幸福。」1 在星雲大師看來，現代化可謂是全人類的

未來所在。

綜觀星雲大師的著作，可見大師大概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現代化的，首先是民主、自由、平等、進步等，這些現代化的精神

或現代化的理念層次，對於這一層面，星雲大師基本上持讚揚與接

受的態度，並努力重新闡釋，佛教的思想使其與這些理念相適應、

相融合；其次，關於科學技術方面，對於這一層面，於醫學的進步

以及一些可以提高人們的居住、教育等基本生活水準的科學技術進

步，大師也是支持和讚揚的，並且提倡利用科學技術手段傳法；最

後，是關於現代化的經濟事業方面，雖然在政治方面，星雲大師提

出了「政治是一時的，信仰是永久的；信眾可以參與憲法中的政治

活動，僧眾只可『問政』而『不干政』」；2 但是，在經濟、財富以

及佛教事業方面，星雲大師的思想一直是開放的、積極的和作為的。

關於佛教現代化的必要性，星雲大師有著清晰的問題意識：

假如有人曾到過佛光山，看到佛光山各方面的設備，不知

1.星雲大師：〈如何建設現代佛教〉，《星雲大師講演集 4》，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21。

2.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年，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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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什麼感想？或許有人會覺得佛光山和其他的寺院不一

樣，充滿現代化的氣息。住在山上的職事和同學們，不管

是新來參學的，或者是居住很久的人，大家一定也有同感，

佛光山的一切很現代化。

將佛教推向現代化的新紀元，是我們歷年來努力的方向，

雖然我們的宗旨、目標，不一定皆能為社會上的大眾所體

會，但是要把佛教的真理廣大地傳播給社會，讓現代的人

們欣然地接受，佛教走上現代化，是一條必然的途徑。3

當然佛教現代化問題的提出，並不是星雲大師開始，他自己也

坦誠自己是繼承了前輩大師，尤其是太虛大師「打開山門、走進社

會」、「佛教要下山去」以及「佛教要大眾化、通俗化、文藝化」

的思想，在現代化的語境與社會中，尋求佛教的生存之道。星雲大

師認為，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佛教都會因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以

與各個時代相適應：

現代化的佛教乃是本著佛陀慈悲為懷，普化眾生的心願，

本著歷代祖師，尤其是太虛大師的主張，吾人只不過在此

稍盡綿薄之力罷了。根據印度出土的遺跡，佛陀住世時所

住的精舍，不管在衛生、通風等設備，都有相當的進步，

達到當時的「現代化」。翻閱中國佛教史書上的記載，北

魏時代置有僧祇戶、僧祇粟，以解決人民的饑饉；唐代設

有悲田院、療病院、施藥院等福祉設施，以救助孤苦疾病

的人。

3.星雲大師：〈如何建設現代佛教〉，《佛教叢書 10．人間佛教》，高雄：佛光
出版社，1995年初版三刷，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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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要因應每一個時代的需要，以最巧妙的方便，將佛陀

慈悲的精神普示於社會，也就是要「現代化」於每一個時

代。因此，我們提倡佛教現代化並不是創新，而是復古，

把過去諸佛、大德的教化，以現代人熟悉，樂意接受的方

式，揭櫫於大眾而已。4

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闡釋星雲大師在佛教現代化方面的貢獻： 

（一）佛教現代化的方向和目標—人間化

半個世紀以前，承繼佛陀的本旨以及太虛大師的思想，星雲大

師認為佛教現代化，即佛教的人間化，即強調佛教的人間性。星雲

大師認為，強調佛教的人間性並不是他的創新，而是佛陀的本懷。

因為佛陀是歷史上有據可查的真實的人物，於 2500 多年前誕生在印

度的迦毗羅衛國，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神仙，也不是基督徒心目中

的上帝，而是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因此，佛陀

是道道地地的人間救世主，佛教也是道道地地的人間佛教。佛教講

六道輪迴，佛陀不在其他五道修行自有其深意在，即重視佛教的人

間性。

那麼，既然從佛陀以來，佛教即是人間的，為什麼還要建設人

間佛教呢？就是因為，佛教在現代的社會中出現了弊端，違背了佛

陀的本旨，佛教與社會之間出現了斷裂：

今天佛教的某些趨勢已經違背了佛陀的本旨。比方說：研

究學問的人，只知道重視佛學的玄談，而不注重實際的修

證；有的人，又以為佛教只是重視形式上的吃素拜拜，對

4.同註 3，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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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格道德的增進及日常生活的問題並不重視，因而缺少

對人世的責任感；有的人，一信佛教，就忙著自己的修行，

不是住在山林裡自修，就是居住在精舍中不問世事，完全

失去對社會大眾的關懷。5

因此，佛教由隋唐時代積極投入社會，救度人們痛苦的盛

世，而沒落至關山門的佛教，保守退避的山林佛教。餘波

所及，影響至現代，佛教度化群機的功能無法發揮，遂成

為社會人士嗤之以鼻的對象！ 6

因此，在星雲大師看來，唐晚期以來，由於政治等的原因，佛

教與社會的聯繫被切斷了，而淪為少數人修身養性之所，佛教之於

社會所能起到的救助民生、淨化民心、淨化社會等等的功能都喪失

了。因此，導致了社會上對於佛教的認識也趨於狹隘化，妨礙了佛

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傳播。

人間佛教就是要在佛教與社會之間重新建立聯繫，使佛教繼續

為社會大眾服務，繼續在社會大眾的生活中發揮作用。

人間佛教重在對整個世間的教化。一個人或一個團體，要

能夠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對社會有所貢獻，才會被大眾所

接受；同樣的，佛教也一定要與時代配合，要能給人歡喜，

給人幸福，要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如此才能有存在的價

值，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的淘汰。7

5.星雲大師：〈如何建設現代佛教〉，《佛教叢書 10．人間佛教》，高雄：佛光
出版社，1995年初版三刷，頁 393。

6.同註 5，頁 428。
7.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下冊，台北：香海
文化，2008年，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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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引文中，星雲大師運用效

用論、功利主義，或曰工具理性的思

路來論證佛教現代化的思路、目標和

方向，人間佛教改革的目標，就是使

佛教人間化，人間化也即是佛教要利

於人間、益於人間以及有用於人間，

這一論證本身就充滿了現代化的意

味。眾所周知，工具理性的思惟方式，

是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在前現代社會

中，人們偏重於就事物的本質、事物

自身的價值來衡量一個事物，而在現

代社會中，人們比較側重於事物之間

的功用，來衡量一個事物的價值。

星雲大師不僅認為佛教之能否

在現代社會繼續存在、發展和光大關

鍵，在於其對社會國家有無貢獻，而

且認為一個人的生命是否有價值，也

在於個人對社會國家是否有所貢獻：

「人要給人利用，才能創造價值；人

要學習活用，才能留下歷史。」8「生

命是一種活著的、會動的、會生長的、有生機的、有用的東西，假

如沒有『用』，就沒有生命力了。」9

8.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
海文化，2008年，頁 100。

9.星雲大師：〈佛教的生命學〉，《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
2008年，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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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非常重視利他的思想，所謂的效用

就是對他人、對國家、對社會、對信仰等等有所貢獻，有所助益。

因此，人間佛教也是自利利他的佛教。這一點，不僅是佛教現代化

的要求，也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特徵。星雲大師認為，不先福利人

間，就不能了脫生死、成佛作祖。

遺憾的是：佛教裡一直重視出世思想，忽視人間事業。假

如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出家，從出家的第一天開始，師

父就急急忙忙的要他了生脫死，好像人一出生，就應該忙

死。生的問題尚未解決，怎能忙死？就是《彌陀經》鼓勵

人念佛往生，也是「不可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哪裡說

有不先福利人間，就能了生脫死？

佛陀所以成佛，也是要在人間「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

好」。人間事業未能建成，人間佛教未能莊嚴，不服務社

會，不福利人間，只想自己一個人了生脫死，這豈不太過

自私？這豈不給人譏為自利？ 10

星雲大師還從人的現實生存和生存意義上，來論證利他的重要

性。每一個人的生存都不是一個單獨孤立的事件，需要外界各方面

的機緣，「所以生命的意義，它需要前面加持的因緣，讓我們繼續

生長；也需要後面推動的因緣，讓每個人的生命在無限的大我裡，

互相增進彼此無限的福祉」。我們的存在，都是互為因緣的。因此：

「人生在世，是多少人給了我存在的因緣，所以我們也要給人家一

些因緣，讓他們的生命也能存在、活下去。」「所以生命的意義，

10. 星雲大師：〈佛教的前途在哪裡3〉，《人間佛教講演集4》，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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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創造生命，就是要給人一些因緣，讓別人的生命存在，我們

也將在這個大我的生命裡，得到很多的好處和利益。」11

概括來說，星雲大師認為現代化，是全人類未來幸福生活的必

經之路，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人間佛教也是佛教在現代社會發展

壯大的必經之路，而人間佛教就是要使佛教在社會人生中重新發揮

作用，在重新闡釋佛教教義的基礎上，使佛教在功能上更加適應現

代社會。

（二）佛教教義的現代化—以戒律的現代闡釋為中心

為了適應變化的現代社會，星雲大師依據佛陀的本懷，直承佛

旨，對佛教的許多教義進行了現代闡釋，「到了二十世紀，由於佛

教徒的覺醒，佛教回歸到傳統的根本教理，而作現代化的適應」。12

星雲大師按照人間佛教的藍圖重新闡釋了戒、定、慧三無漏學，重

新闡釋了佛教的慈悲主義，闡釋了四聖諦等。

例如，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佛教講苦集滅道，說人生是苦，星

雲大師認為，人生不僅有苦的一面，也有喜樂的一面：「我們信佛

教，是來追求幸福快樂的，並不是來找痛苦的」，佛教所說的苦，

在現實的世間是現實存在的，是對世間的準確的認知，但是我們要

接受它，並從而經得起它的磨難，超越它，使它成為我們修道的增

上緣，它本身絕不是目的；13 又如佛教三法印中說，人生無常，星雲

11. 星雲大師：〈佛教的生命學〉，《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
2008 年，頁 540-541。

12. 星雲大師：〈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人間佛教論文集》下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年，頁 77。

13. 星雲大師：〈如何建設人間的佛教〉，《星雲大師講演集 1》，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26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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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認為無常不僅具有消極的意義，代表著美好的，會變成醜惡的，

同時，無常也具有積極的意義，醜惡的也有變成美好的無限可能性：

因為世間是無常，一切都不停地在變化，在變化中，壞的

才能變成好的，惡的才能變成善的，凡夫也才能成為聖人。

我今天在這裡特別呼籲，不要把出世的思想，完全加諸於

每一位佛教徒身上，讓他們有消極、厭世的想法，我們應

該把樂觀、喜悅的佛教，來增進他們的幸福、增進他們的

道德、慈悲，使他們的生活更加美滿，這才是真正佛陀示

教的真諦。14

又如佛教講空，星雲大師著重強調了空不是無，而是空有不二；

又如以前的佛教著重了生脫死，星雲大師認為佛教要從重生死的佛

教，轉化成重生活的佛教；又如星雲大師說：

現代是一個宣導民主、自由、平等的時代。實在說，佛教

的皈依三寶，就是皈依人人和佛陀共有的佛性，這就是民

主的精神；受持五戒，就是對人的尊重，不任意侵犯，這

就是自由的意義；眾生生權的提倡，是因為諸佛與眾生一

如，一切眾生都能成佛，這就是平等的主張。15

也就是說，星雲大師根據他對現代社會，以及現代人的理解，

對傳統佛教的很多觀念，進行了現代性的闡釋。星雲大師關於佛教

義理的現代化，闡釋的論述非常豐富，在此，我們主要以其關於戒

14. 星雲大師：〈如何建設現代的佛教〉，《星雲大師講演集 4》，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26。

15. 星雲大師：〈論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義—詮釋三皈、五戒及生權的內容〉，
《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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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就是自由的現代闡釋為

中心，輔以僧信平等、男女

平等，來管窺大師的思想。

在佛教中，戒律是僧

信二眾的行為規範。佛祖針

對不同的人，制定了不同的

行為規範，比丘二百五十

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

沙彌（尼）十戒，式叉摩那

六法戒，居家信眾也要受持

五戒、八關齋戒，菩薩六重

四十八輕戒等等。佛陀制定

戒律最根本的意義，在於維持僧團的清靜和樂，進而確保「正法久

住」。星雲大師根據佛陀制定戒律的本懷，和基本精神重新解釋了

佛教的戒律，使其與現代社會更加適應和融合，使佛教戒律具有了

現代意義。

五戒乃是佛教的根本大戒，對於前四條大家一般沒有什麼疑問，

但是對於是否把不喝酒列為其中之一，大家就存在著很多疑問。星

雲大師首先從性質上區分了，飲酒與殺、盜、淫、妄的區別。佛陀

制定的戒，從本質上來說可以分成兩類，並以此論證不飲酒乃五戒

之一的必要性：

如果本質上是罪惡的行為，稱為「性戒」，例如殺生、偷盜、

邪淫、妄語等行為，無論佛教是否制戒，國家是否訂法，

在倫理的本質和秩序上，都為天理所不容，都是社會所公

認的罪行，屬於性戒。如果本質並非是罪惡的，只是容易

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以星雲模式為中心的探討

身為佛弟子，除了皈依三寶外，更要受持戒
律。（Melody/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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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譏嫌，或誘發其他本質上是罪惡的行為，則稱為「遮

戒」。例如飲酒本身，並不是罪惡，但是飲酒容易失去理

智，轉而犯下殺、盜、淫、妄等惡行，因此列為四根本大

戒之後。16

其次，星雲大師還經常把五戒之不飲酒，解釋為不吃刺激性的

食物以及不吸毒等，更加具有現代意味的意涵。最後，星雲大師認

為戒律的根本精神就是不侵犯，而不侵犯也就是自由：

一般人提到佛教，總認為信仰佛教必須受戒，於是這也不

行，那也不能，很不自由。其實，佛教的戒律，其根本的

精神是不侵犯；不侵犯而尊重別人，便能自由。譬如五戒

中的不殺生，就是對別人生命的不侵犯；不偷盜，就是對

別人財產的不侵犯；不邪淫，就是對別人的身體的不侵犯；

不妄語，就是對別人名譽的不侵犯；不飲酒，就是對自己

的理智不傷害，進而不去侵犯別人。

不侵犯別人，進而尊重別人，則自他都能自由；反之，凡

是身陷牢獄失去自由的人，探究其原因，都是觸犯了五戒。

譬如：殺人、傷害、毀容，就是犯了殺生戒；貪污、侵佔、

竊盜、勒索、搶劫、綁票，就是犯了偷盜戒；強姦、拐騙、

重婚、妨礙風化，就是犯了邪淫戒；譭謗、背信、偽證、

恐嚇，就是犯了妄語戒；販毒、吸毒、運毒、吸食菸酒等，

就是犯了飲酒戒。由於犯了五戒，於是身繫囹圄，失去了

自由，所以受戒也是守法，受戒才能自由；不受戒而行非

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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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法也不會放過他，甚至因果道德也會制裁他，因此

不要以為受戒是增加束縛，其實能夠受持五戒、真實認識

五戒的人，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17

除了對五戒這樣的根本大戒，進行現代闡釋以外，星雲大師還

從佛陀制定戒律的因緣，重新審視「小小戒」的作用和變革。首先，

就佛陀制定戒律的行為而言，基本上都屬於「隨犯隨制」，也就是

說佛陀在世時，根據不同的信徒，在不同的時期出現的不同的行為

偏差，隨時制定與之相宜的戒律，因此，佛陀制定的戒律除了根本

戒以外，還存在著很多的因時、因地、因事而宜的「小小戒」，大

師說：

17. 同註 16，頁 35-36。

星雲大師重新闡釋五戒的意義，讓大眾視受戒為一種自我提升的成長。
（陳永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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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五多百年前從印度傳來中國的佛法戒律，有一些顯然

已經不適應現代的社會需要，因此雖說根本戒可以保存，

但對於一些「小小戒」，應該可以就時代需要，或者因為

風俗、氣候、地域等不同，加以彈性調整，而不是一味的

墨守成規。18

例如，對於比丘與比丘尼相處的八敬法，雖然在佛陀的年代有

其成立的理由，但是在現代世界顯然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潮流，同時

也有違佛陀本懷，所以在佛光山實際上已經廢除了。

其次，佛陀制定戒律並不是僵死不變的，而是「時開時遮」的。

例如，屬於根本戒的不殺生，如果在「殺一可以救百」的情況下是

可以開殺戒的。因此，「佛陀這種有『開』有『遮』的制戒精神，

也可證明戒律並非不可改變，事實上是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有

所不同的」。19「因此，今日佛教界，實在不宜再以佛世時的社會

背景，來要求現代人，因為佛陀雖如法律專家，他依當時印度的民

情、風俗、文化等因緣制定各種戒律，但隨著時移事異，很多戒律

已不適合時代的演進。」20

最後，星雲大師根據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重新闡釋了戒在人

間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傳統的佛教思想的闡釋中，都更加重視

戒律的消極意義，即妨非止惡，而在星雲大師的解釋中，更為重視

戒律的積極意義，即奉行眾善，饒益有情。「佛教的戒律不僅只消

極的禁止做一切惡事（止持），更要積極地行一切善事（作持），

18.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 年，頁 34-35。

19. 同註 18，頁 26。
20. 同註 1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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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要淨化自己，利益他人，因此有時當作而不為者，也是犯戒，

這是佛教戒律既單純又廣大的不可思議之處，也是實踐菩薩道的行

者，應該把握的戒的真正精神。」21 因此，星雲大師強調，人間佛

教中的「戒要能對人生、對未來有所增上」，「我們今天需要的是

『應該這樣，應該那樣』」，22 只有這樣的佛教才能真正服務社會、

自利利他，並且完成自己完滿的人格，昇華自己的心靈；也只有這

樣的戒律才是真正意義上人間佛教的戒律。

星雲大師廢除不合時宜的小小戒，重新闡釋根本戒，以及詮釋

戒律的根本精神，使人間佛教的戒律，從根本上已經可以適應現代

社會，以及現代信徒的需要。 

（三）佛教事業的現代化—以經濟事業為中心

對事業的強調、對事業的實踐恐怕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中

最獨具特色的部分。諸如文化事業、慈善事業、教育事業、醫療事

業以及經濟事業，星雲大師都認為是人間佛教最為關注的事情。

人間佛教就是救度大眾的佛教，舉凡著書立說、設校辦

學、興建道場、素齋談禪、講經說法、掃街環保、參與活

動、教育文化、施診醫療、養老育幼、共修傳戒、佛學講

座、朝山活動、念佛共修、佛學會考、梵唄演唱、軍中弘

法、鄉村布教、智慧靈巧、生活持戒，以及緣起的群我關

係、因果的迴圈真理、業力的人為善惡、滅道的現世成就、

空性的包容世界、自我的圓滿真如等等，這些都是人間佛

21. 同註 18，頁 39。
22. 同註 18，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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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23

這其中，文化事業、慈善事業、教育事業以及醫療事業，乃佛

教歷史上既已注重者，佛光山也積極地參與其中，辦大學，辦出版

社，辦醫院，辦養老院，辦育幼院等都有聲有色，影響力頗大。但是，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模式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經濟事業的重視與

實踐。「我們希望的不光是佛教的慈善事業、文教事業而已，現代

化的佛教事業，應包括工廠、農場、保險、銀行、公司，所謂工農

商等，佛教寺院可以鼓勵信徒設立，僧信合作，為佛教經濟的發展，

為佛教事業的現代化立一個楷模！」24 這一部分我們就以經濟事業

為中心，說明佛教事業的現代化的表現。

星雲大師認為，佛教在歷史上、在國際上之所以被廣泛接受，

原因之一就是佛教非常重視經濟事業；而佛教的現代化，也必須有

佛教事業的現代化。「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韓國、日本等地，能

在當地社會普遍被接受，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佛教能注重資生的

貢獻，利眾的事業，幫助解決民生的問題。」「今天要提倡現代的

佛教，我認為必須要有資生利眾的事業。」25

要興利佛教的經濟事業首先要從根本上改變，以前佛教視財富

和黃金如毒蛇的觀念。在普通人的觀念中，在苦行的僧人的觀念中，

在一般的佛教徒的觀念中，財富和黃金與佛教似乎是水火不容的。

星雲大師認為，要改變人們對財富的錯誤的看法，這一點也是有經

2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 年，頁 325。

24. 星雲大師：〈佛教的前途在哪裡 3〉，《星雲大師講演集 4》，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117。

25. 星雲大師：〈如何建設現代的佛教〉，《星雲大師講演集 4》，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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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依據的。

（佛教）卻不重視信徒的富樂。佛教常鼓勵人往生極樂世

界，一再強調極樂世界的快樂富有，走的地，是黃金鋪地；

喝的水，是八功德水；穿的衣，是自然天衣；吃的飯，是

酥酡妙味。在極樂世界，可說物質豐富，生活享受到極頂

了。可是，現實的社會裡，傳教的法師們卻叫人吃，要吃

得不好；穿，要穿得不好。譬如，在佛教裡常聽人說那個

人很有道德，穿，都穿得破破爛爛的；這個人很有修行，吃，

都吃的一些壞了的東西。26

要改變這種視黃金如毒蛇的片面的財富觀，正確理解財富在社

會人生中的地位，一方面可以減少現代人接受佛教的阻礙，另一方

面可以使佛教更加適應現代的社會，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星雲

大師正確地認識到，現代科技、現代社會比以前的社會，更大程度

地滿足了我們生活上的許多的需要，而對於這些物質上的富足快樂，

我們應該享受，比如接受現代醫學所提供的保健養生，接受冷氣機

電鍋等生活設施，一定程度上接受好的布料來做衣服等，這樣才更

加符合現代人的心理狀態，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也使佛

教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

「人在世間生活，少不了衣食住行等資生物用，此中沒有一項

可以離開經濟；所謂『一錢逼死英雄漢』，可見金錢對人的重要。

人類從蠻荒時代就懂得以物易物，後來走出蠻荒，經過畜牧、農業、

工業，乃至到了現在的資訊、科技時代，無一不與經濟有關。可以

26. 星雲大師：〈今日佛教復興的希望在哪裡〉，《星雲大師講演集 1》，高雄：佛
光出版社，2011 年二版二刷，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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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人類的生活運作，其實就是一部經濟史。」27 所以是時候改變

佛教界對財富的看法了，星雲大師說：

金錢不但是學道的資糧，也是一切佛化事業的基礎。佛學

院、禪堂、念佛堂、學校、醫院、電台、雜誌社等，都需

要金錢才能推動。所以，金錢並不完全是毒蛇，佛經所謂

「淨財」、「善財」、「聖財」，只要是能善用金錢來弘

法利生，其功德比裝窮學道更大，更有意義，更有智慧。

是以人間佛教應該重新估定財富的價值，只要是合於正業、

正命的淨財，應是多多益善；只要能對國家民生、對社會

大眾、對經濟利益、對幸福快樂生活有所增益的事業，諸

如農場、工廠、公司、銀行等，佛教徒都應該去做。因為

有錢並不可恥，貧窮才會招來罪惡。28

但是，雖然對財富的觀念有所改變，這裡星雲大師並不是提倡

僧信二眾，在個人生活上奢侈靡華，更是反對為了物欲的享受而非

法斂財；而是提倡在合法、正業、正命的基礎上獲得淨財、善財、

聖財，在開源節流的基礎上，在因果的基礎上，勤奮努力地獲得財

富。另外，星雲大師強調佛教的財富只是在團體、在寺廟的名義上

擁有的財富，他並不贊成僧眾個人擁有財富，不贊成個人私置產業，

並規定了佛光人處理金錢的方法：

一、出家在家彼此不可有金錢的借貸。

27. 星雲大師：〈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上冊，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 201。

2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下冊，台北：香
海文化，2008年，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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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常住大眾積聚淨財，不為自己儲蓄。

三、不私自化緣，不輕易貪取檀越的供養，所謂信施，只

是通過我們來做弘法利生的事業。

四、有錢，隨來隨去，會把錢用在佛教和大眾身上的人，

才是會用錢的人。

五、假如為理想、事業、和計畫中的需要而儲蓄，應存在

本山的小銀庫中，否則，即不合法。

六、假如本山大眾，不管任何人，而查詢某人在小銀庫中

存款多少，或議論其長短，乃是干涉他人之行為，應

提出糾舉。29 

財富觀念的改變，必然會

帶來實踐的改變。在個人方面，

星雲大師尤其強調工作的重要

性，對個人而言工作中才有生

命、有人緣、有財富：「一個

人如果沒有工作，等於行屍走

肉，沒有精神，沒有靈魂；一

旦有了工作，才能發揮生命的

潛力，表現出生命的價值，所

以說工作才有生命」，30 對社

會而言：「工作除了提供生活

29. 星雲大師：〈怎樣做個佛光人〉，《星雲大師講演集 2》，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1年二版二刷，頁 15。

30. 星雲大師：〈佛教青年成功立業之道 3〉，《星雲大師講演集 1》，高雄：佛光
出版社，2011年二版二刷，頁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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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外，也是奉獻、服務、廣結善緣的最好修行」；31 強調謀生

技能的重要性：「人生至少要有三張執照，例如：駕駛（汽車、開船、

飛機、火車）、烹飪、水電、會計、電腦、打字、醫療、護理、教師、

律師、代書、建築……。」「一個人要會講、會寫、會聽、會看、

會想、會笑、會唱、會畫、會做……，全部都會最好，否則至少也

要會得一半以上。」32 在佛教團體方面，則舉凡不違法的、符合正

命的職業，均可參與，興建佛教的事業，實現人間佛教弘法利生、

饒益有情的事業。

綜上，在佛教遭遇現代性時，星雲大師等人積極應對，使佛教

在功能上更加順應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要求和趨勢，促進了佛教的

現代化進程。

三、星雲大師對現代性的反思—人間佛教與多元現代性

的建構

自二十世紀五○年代以來，現代性的矛盾和危機已經充分地展

露出來了，中外的知識份子都已經開始反思現代性。星雲大師也不

例外，在提倡人間佛教，促使佛教現代化的歷程中，也注意到了現

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依據佛教提出應對的策略和措施。這不

僅促使了佛教本身的現代化，也促進了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星雲大師一方面強調佛教的事業，認為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部

經濟史；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認識到經濟的價值，不是世間唯一的

價值，認為要重新評估經濟在現代的價值。

3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年，頁 49。

32. 同註 31，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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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舉世都在關心經濟復甦的問題，然而社會的經濟繁榮、

工業進步，有時並不一定能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快樂。現在

社會上有太多「富有的窮人」，因為生活上沒有滿足感，

心靈上沒有資源寶藏，所以大家其實應該重新評估經濟的

價值。經濟並非只有金錢財物，舉凡健康、平安、和諧、

智慧、慈悲、信仰，都是財富，因此希望全民不要只重視

金錢世界，要注重精神愉快、心靈富有；要追求內心的安

樂和幸福感，同時以勤奮、信義、道德、慈悲來提升個人

的財富，繼而本著「同體共生」的觀念，發揮普世的價值，

建設共有的胸懷，創造一個祥和、均富的社會，這才是我

們應該努力的。33

正如星雲大師所云，在世間，我們不能只注重經濟發展、科技

進步、醫學發達等，這些或許可以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增進我們

精神的愉悅，提高我們的生活水準，延長我們的壽命，但是，並不

能完全依賴這些來解決我們生命中的所有問題，甚至並不能實質性

地，增進我們的快樂和幸福感。

正如前面所言，現代化在給予我們豐富的物質生活，和一定的

心理健康、精神快樂以外，給我們的生命帶來的是平面化、狹隘化

和庸俗化，例如，我們前面講到關於人的現代化的理論中，更多的

是強調把人各方面的人格、技術、脾性，甚至道德水準都商品化了，

都用來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而忽略了人的整全生命的安頓，忽略

生命的高度、深度和廣度。

33. 星雲大師：〈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上冊，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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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的模式，一方面在使佛教現代化，

自覺轉變佛教的社會功能，使佛教與社會重新建立聯繫；另一方面，

也針對現在社會所遇到的各種困境，從佛教的義理提出各種應對之

策，諸如環保問題、倫理問題、社會問題、自殺問題、經濟問題、

政治問題、女性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族群問題、宗教之間的問

題、人生命運問題、家庭問題、青少年教育問題、應用管理問題、

殺生問題、生命教育問題、安樂死、臨終關懷、身心疾病、宇宙人生、

修行問題、喪葬習俗、民間信仰、素食問題等，關涉到現代生活以

及佛教修行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都在星雲大師的視界之內；而且其

從佛教義理的視角，提出「同體共生」的自然、社會、人生的解決

之道，對眾生平等的生權的提倡，應對現代社會而提倡廢除八敬法

男眾女眾平等，佛教青年的成功立業之道等等，對現代性的困境，

都提出了極富建設性的對治之道。我們以大師對臨終關懷，以及佛

教寺院本土化的觀點，來論述大師這一方面的思想。

現代醫學、科技以及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使人類的平均壽命

大大延長，超過了以往任何形態的社會，這一點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人的壽命畢竟還是有限的，有生，也就終於免不了死的結局。

而人類往往是悅生厭死的。因此，在這大大的延長了的壽命中，要

忍受的苦痛也就比以往多，特別是對於身患絕症的人來說，恐懼、

害怕是不可免的，而親人眷屬的憂戚無奈也是不可避免的。而這其

中關涉到人的尊嚴、人生的意義以及人生的真相的體認，這是現代

科技、醫學以及豐富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也安頓不了的，但是又

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必須忍受的事情。這就需要佛教能夠安頓病

人和其眷屬的心靈，佛教如何能夠做到呢？星雲大師認為就是靠佛

教的真理，佛教對宇宙人生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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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從古到今，對於人生的生、老、病、死，一直是從教

義上指導人們正確認識生命的本質、生命的實相、生命的

意義、生命的輪迴；希望從認識生死，進而坦然面對生死。34

具體而言，在對生命的照顧上，佛教有自己的醫學經典，有醫

術高明的醫僧，可以照顧病人。在「臨終關懷」這一新興學科興起

以後，佛光山便立即接受了這一學科，積極地在其所屬的南華大學

設立生死學系，積極地探討和實踐臨終關懷。星雲大師更認為，醫

生的使命並不只是儘量延長病人的壽命；而是認為死亡也是生命的

一部分，面對罹患重病、瀕臨死亡的人，不僅要依靠醫生的技術，

更要依靠宗教的指導，使重病患者在生命最後階段可以活得有尊嚴、

有品質、有意義。佛教的教義正可以提供這一品質、意義和尊嚴的

保障。

星雲大師認為，所謂的「終極關懷」是結合醫學、宗教、法律、

倫理、哲學、道德等領域的現代生死學。它強調的不是對病人某一

具體病況的照顧和醫治，而是一個涉及患者全部身體的安頓；不僅

是安頓患者本人，同時要全程照顧患者家屬的焦慮、憂戚和悲傷；

甚至不僅僅局限在人有病以及死亡的過程，而是從生開始的安頓和

照顧。即利用佛教的生死觀對每一個信徒（眾生）所進行整全的生

命教育，是關於人的生、死，以及人的本源—佛性的真相的揭示，

是關於用佛教的智慧安頓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生老病死，是關於整

個宇宙人生緣起緣滅因果輪迴的體認；也就是關於同體共生的宇宙，

與自己佛性的證成的人的整全生命的安頓。具體到人的臨終時刻的

34. 星雲大師：〈佛教對「臨終關懷」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下冊，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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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即具體到佛教對死亡的看法，大師認為：

人有生老病死，死了又會再生。所以看到生，不一定要歡

喜；看到死，也不一定要悲傷，就像是老朽的車子報廢，

人死了，換一個新的身體，又再生了。35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

是圓型的。死亡不是消滅，也不是長眠，更不是灰飛煙滅，

無知無覺，而是走出這扇門進入另一扇門，從這個環境轉

換到另一個環境。36

在基督教中，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得永生，才能在末日審判

時於上帝的國重生。但是，在佛教中卻不一樣。星雲大師認為，佛

教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不管人們信不信佛教，只要有因，

只要造了業，必然會得果，必然重生。因此，人間佛教不重死，而

重生，即重視人在世間的因，重視生的品質。因此，人應該恐懼的

恰恰不是死亡，死亡只是人生自然而又必然的過程，我們只能接受。

佛教教人在生的過程中，正信佛教的智慧，體認自家的佛性真

如，不捨一法，弘法利生，用佛陀的智慧根除我們的大病—貪瞋

痴三毒，這樣在世可享受快樂的生活，死亡也就變成了往生淨土，

就不再恐懼。這樣就是真正的面對生死，進而接受生死了。

最後，我們再簡單介紹一下星雲大師關於「寺院本土化」的觀

點，這一觀點與我們的主題尤其相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模式中，

佛教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佛教的國際化。佛光山在南非、澳

35. 星雲大師：〈佛教的生命學〉，《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
2008年，頁 542。

36. 星雲大師：〈佛教對「終極關懷」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下冊，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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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印度、馬來西亞、香港、巴西等國家和地區開設有十六所佛教

學院，關於這些全球化的佛教學院以及道場的發展模式，星雲大師

批判了一種普遍主義的觀點，即認為全球建立佛教學院，和佛教道

場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而提倡在承認各地文化多元化的基礎上，

「尊重各地的文化，要用中華文化與當地文化融合交流，而不是用

自己的文化去侵略別人的文化。……我應該要尊重別人的文化，我

們來到這裡只是為了奉獻、供養，如同佛教徒以香花供養諸佛菩薩

一樣」37。

因此，佛教要更加國際化，更加現代化，就要更加本土化。本

土化一方面，是提倡佛教與各地文化思想、風俗習慣、地理環境等

37. 星雲大師：〈人間與生活〉，《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
頁 732-733。

佛光山巴西如來寺舉辦短期出家，教導戒子們過堂規矩。（法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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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機融合；另一方面，也是要世界各地的道場，有朝一日由當地

人自己來主持，由他們自己來接引教育自己的青年佛教徒。這一模

式也很適合現代化在各國的發展經驗，與我們本文提倡的觀點相類

似。佛教立場上的本土化的現代化也就是佛教化的現代化，這也就

是多元現代性的根據所在。

四、結語

自十九世紀中期中國社會遭遇現代化，已經過了一百多年，中

國社會從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轉變成了社會主義社會，

曲曲折折地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雖然不管是經濟、政治、社會，

還是教育、科技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小的距離，但是比起傳統

文化的現代轉型而言，無疑具有更加現代的意義。

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到現代新儒家提倡的儒家文化的現

代轉型，太虛、印順、星雲等提倡的人間佛教—佛教文化的現代轉

型，儒釋道的傳統文化，都在相當程度上進行了現代化，儒家文化，

特別是道家文化，在其自身現代轉型的歷程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要走，在其作為促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資源，而不是阻礙現代化進

程的障礙的轉化中，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探索其作為引導、

規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模式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相對而言，

台灣佛教界提倡的人間佛教，這一佛教的現代化模式是最為成功的。

但是，這也並不是說人間佛教模式就是佛教現代化轉型的最終

理論成果，已經可以解決中國社會現代化，以及佛教自身的現代發

展的所有問題。相反，現代化仍在進行中，現代性的矛盾與弊端在

進一步的展開中，現代社會以及現代人也仍然在變化之中，人間佛

教也仍然在發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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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自身的現代轉型而言，雖然星雲大師等先賢大德，已經

進行了艱苦而卓著的理論探索，對佛教的一些根本義理，予以了現

代性的創新性的詮釋，對佛教的組織，予以制度化、管理予以民主

化，對佛教事業，予以現代化的努力，使佛教在義理和實踐兩個方

面，都在功能上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但是，在此過程中，人間佛教

在佛教事業化的同時，如何同時避免世俗化的譏嫌？人間佛教在強

調每一個人都應當工作，在工作中實現生命的理念同時，如何避免

中產階級生活與工作的斷裂、工作與生存意義的分離、工作與修道

的衝突？

就本文最為關心的主題而言，在現代性對人的理解平面化、平

庸化、單向度化與狹隘化的現狀下，在中產階級的追求日益世俗化

的現狀下，如何深入挖掘佛教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傳統，深刻揭示人

類整全統一的生命意識，引導現代人重新與自己的神聖本源相連接，

與宇宙人生相和諧，與自己的意識和無意識相統一等等。這些都需

要人間佛教進一步在理論和實踐中予以思考和關注。

而就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而言，則一方面要發掘和重新闡釋佛教

中有利於現代化進程的資源，廢除已經不適合現代社會的因素；另

一方面，則要發掘佛教的宗教性與精神性的因素，引導、規範甚至

是局限現代性（以及工具理性）的衝力，進一步完善現代化各個方

面的發展，限制其弊端，構建多元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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