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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作者閱讀星雲大師傳記作品《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的讀後

心得。作者認為我們從這本傳記所讀出的內容並不僅僅是星雲大師本人的弘

法經歷、佛行事業，而更覺得是在讀一幅漢傳佛教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實踐

探索的歷史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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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友人送了一套《雲水日月—星雲大師傳》兩冊，書放在桌上，每日抽

空讀一段兒，或長或短，或略或細……。因為要寫點東西，又集中時間讀了

一遍，得來的不過是一些泛泛印象，結合平日專業所學和對於人間佛教問題

的思考，寫了一些劄記，就有了這篇小文章。

《雲水日月》大致上屬於我們稱為紀實性新聞報導類的傳記作品，雖

然，新聞記者的筆法有時覺得少一種厚重的歷史感和內在精神實質的揭示，

但我們從這本傳記所讀出的內容並不僅僅是星雲大師本人的弘法經歷、佛行

事業，而更覺得是在讀一幅漢傳佛教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實踐探索的歷史畫

卷。

所以，我們面對的傳主並不同於通常習慣的一位高僧的形象：出家，苦

行，證道，講法，度生等，我們面對的傳主是在新時代出現的一種新的高僧

形象，他也許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少苦行證道的故事，也不一定是一位學精三

藏、博通五明的大班智達的形象，而更多地顯示把慈悲、歡喜、信心帶給人

們的道德人格形象，他的思考、他的佛行事業集中於在20世紀中國歷史和文

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之時，探索佛教如何適應這個時代變化、如何實踐

佛陀本懷的歷史命題，這個命題不是佛教經論上賦予的哲學命題，而是時代

和歷史所賦予的實踐命題。

佛教有契理契機之說，一位高僧大德的責任就是把佛陀所證悟的真理，

傳遞給隨著歷史流遷而時刻變化著的社會和人們。如何把高深的佛法之理傳

遞給現代社會中忙碌的人們，這是傳主給我們的主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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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現代

傳統佛教如何面對新的知識的、教育的時代？

中國文化的氣象是一種雍容和睦、中正光明之象，不同於印度文化的熱

烈熾然、理性出離。中國文化的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是一個，而不是兩個；

而印度文化的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則是強烈地分為「二」的。所以，印度文

化的出離精神遠遠比中國文化濃厚。印度的文化中，對於現實世界沒有太多

的關心，心靈的追求更多的在於出離與解脫。所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時

期的特徵是以出離為主導的。大乘雖然盛論「不住輪回，不住涅槃，輪涅不

二」，但是真正維繫僧團的律法傳承還是原始佛教的。

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儘管對於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響，這種

影響，在整個中國歷史的封建時代，可以說已經是臻於其極了；但是，大乘

的倫理精神、化導社會的精神的還不足……。所以，漢傳佛教在傳統與現代

之轉型中，面臨的問題並不主要是普及程度不夠、或沒有臻於其極的問題，

而更主要是傳統的意識觀念向現代的意識觀念轉換的文化轉型問題。主要表

現在：一是化導世俗，二是民主意識。

在化導世俗方面，星雲大師對於漢傳大乘佛教的倫理化有著開創性的貢

獻。星雲大師講法有一個鮮明的特徵：既不談玄說妙，盛論深妙教理；也不

談感應神異，甚至也不主要偏重於佛乘之出離、解脫，他談的最多的是道德

倫理，主要依人道的本分，就當下人的生命現實的道德倫理以及由此而來的

社會問題而開示。

語言深入淺出，貼近社會人生實際，是針對我們每個人的當下現實的生

活際遇而談。所以，可謂是切中時弊，是另外一種直指人心。大師對於人的

生命心靈有深刻的洞察力，對人類社會的安寧、幸福美好、世界和平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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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的關心。

近代人間佛教的理論家太虛大師有一首著名的詩表達人間佛教的宗旨。

詩云：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

星雲大師的講法，一依人乘本分，是依人格完成而進趣佛乘的實際詮釋。

二、入世．出世

社會關懷，永不止息。星雲大師領導的僧團，或許可以說是最具有倫理

品格的佛教僧團。所謂「倫理品格」，乃是說關心、介入社會的程度是非常

深入的。如同國際佛光會會徽所表示的內涵：同時關注世間與出世間。（綴

著蓮花與圓：代表同時關注世間與出世間，地球眾生發起清淨的蓮花心，共

同常轉法輪，就能圓滿人格，成就佛道。而蓮花的光明與清淨，又返照這個

地球，讓地球變成宇宙中最圓滿的世界。）其對於社會人心、倫理道德的維

護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此大師對於人間佛教之創舉也。世間與出世間始終是作為一個佛教團體

如何獲得中道圓融的焦點問題，也是考驗大乘菩薩精神的試金石。（1）化導

社會而不隨俗。隨順眾生，但不是隨俗，而是以他們能夠接受的外在形式和

意識水準而有針對性地化導。（2）堅持佛陀教法精神。

佛光山在使得宗教發揮其社會功能方面極具開創性，在實際上可能是第

一次取代儒學成為社會道德的主導和維護力量。如果要在全社會基本以佛教

取代以前儒學作為社會道德的主導力量，作為一個佛教的團體，則必須要轉

變以前山林修道傳統為大乘入世的方向，故佛教的文教事業必須大興，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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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可貴探索也。

三、古大德．今大師

中國僧團傳承的風格，很大程度上有迦葉尊者的風格，剛正嚴峻，如山

峰傲立，令人景仰，是偉岸型的人物，但這樣的祖師太難得了。今天對大眾

來說，還是以星雲大師這樣的風格更受大眾歡迎。這或許就是教內大德所講

的「佛教要走群眾路線」之意吧。歷史上，禪宗之所以大受歡迎，不僅是修

證方法的變革，還有祖師行化風格的轉變，出現了一批灑脫型的禪師，給大

眾以歡喜，給大眾以安寧，讓大眾可以接近。星雲大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

行化風格上適應於現代社會，特別有「平等、民主」的精神，把佛法的義理

與現代社會「民主、平等」的精神相結合，是大家都可以接近的法師，而不

是深不可及的法師型，或嚴峻偉岸、難以接近的律師型。

「人，與我一樣的人。」能以愛心、耐心、同理心，找到與人的接觸

點，讓他和群眾能產生共識，發出共鳴，……。關心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社會大眾的問題，積極參與改造社會的行動，關懷公眾的利益與福祉，

引領社會。對此，本書的作者觀察說：時時、處處，藉由給人信心、給人歡

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將佛陀關愛人間的本懷，一步一腳印擴散出去，

這是星雲大師的一個特點。

故星雲大師是知識時代、大眾時代的宗教改革家，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道

德人格大師。我想像六祖大師的形象，他的風格，音容笑貌，一定是一個

非常平實的禪師形象，一定是一個謙己處眾的道德聖人形象，與信眾打成一

片，習勞惜福，平等歡喜，完全是中國文化本身的內涵。

六祖的風格，及後來的馬祖、百丈、趙州等共同顯現的道德聖人風範，

是漢傳佛教的一個標誌性的形象，已經成為漢傳佛教的一種象徵意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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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信眾最能認可的是這樣形象的修行者。他們一定是與群眾打成一

片的，寬容的、慈悲的、謙己的、重視禮儀的、人格高尚的道德聖人形象，

在他們身上，道德人格的力量特別突出。故中國佛教的特質在乎禪，不僅是

指禪法，也是指禪師的行持風格、行化風格、人格表徵等內容。而這一點，

可能又主要是由於孔子對於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孔子謙己處眾的為學者形

象、道德人格的形象，對中國文化有深刻影響和表徵意義。內容有：（1）現

實性。對於外在的神靈世界及虛玄的理論等，採取了理性的態度和必要的尊

重、謙敬，存而不論，反求諸己。（2）自解脫。成己：克己慎獨。成物：仁

愛寬容。（3）圓融性。維護群體和諧，重視集體秩序，安土敦乎仁。歡喜的

文化，光明心的正面的引導。但在今天，也要理解西方希伯來—基督教文

化之虔誠、熱情、祈願等。

星雲大師即是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造就的道德人格大師，與印度之勇猛熱

烈出離的班智達風格不同。星雲大師的風格，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的話，或者

可以說是：菩薩心腸的道德聖人。中國文化造就出來的道德聖人風格就是這

樣，有一種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氣象。他們如天地般的胸懷包容了每一個

人，他們如大海般的悲願涵攝了每一個人，仁者德化，如沐陽春，給人們帶

來的永遠是祥和與歡喜。中國文化道德聖人的根本特點是謙己處眾，永遠和

人民群眾在一起，永遠不脫離人民群眾。他們不是以高於眾人的形象出現，

而是以每一個人最可以信賴的榜樣的形象出現的，這樣的風格適應中國社會

文化深刻的布衣平民特點。

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中國文化重視的不僅是名位，而更看重德

行，如果具有了德行，別人自然而然發自內心敬佩。中國文化強調以人道為

本，首先是德行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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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發發．幹幹幹

現代社會提倡學習型人生，學習型社會，這個意思就是堅持、漸修的意

思。

茗山老法師在《茗山日記》中記載了問星雲大師事業成功的訣竅，大師

云有九字：「發發發，幹幹幹，捨捨捨。」佛光山的事業是一點一滴積累而

成的，此外別無玄妙。「發菩提心」是大乘菩薩的要求，星雲大師極重視發

心正確，只要發心正確，上符佛心，下合人意，就沒有做不成的事業。

這其中包含的是對願力不可思議、佛法不可思議的堅定信念。所以，重

視發心而不是待條件齊備才去做事是星雲大師的一貫風格。此信念還被寫

入了佛光人的行事準則之一。由此可見，儘管有時候看來，好像佛光山非常

「現代」、「入世」，但是深入思考發現其實還是相當「傳統」的。在海外依

此信念弘法被稱為「勇敢」，而「勇士」是「菩薩」這個詞本有的含義之一。

禪宗講頓悟，其實是「理則頓悟，事則漸修，因次第盡」。真正說來，

理也是漸悟。星雲大師說：「佛道要在眾生身上求，離開眾生則成不了佛

道。想過清淨的生活而一個人住山、閉關、隱居，真的就可以清淨嗎？世

間上沒有所謂『清淨』地方，熱鬧場中作道場，只有心的寧靜，才是真正

的清淨。佛法在眾生身上求，要與人為善，廣結善緣。人成即佛成，人道不

居，如何成佛道？入佛學院來求學，就是要學菩薩學處，學菩薩的覺悟、慈

悲、忍耐、智慧、健全與圓滿，因此大家應該培養群眾性格，不要有孤獨個

性！」

實際上，在佛法的學習中，始終存在這樣的問題，經常是過於重視向

內、出離的行持，過於勇猛而又不具備相應的智慧和福報，因為因緣不成

熟，便產生種種的問題，使得自己與周圍的環境，如家庭、社會，格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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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顯得自私冷漠，造成周圍人們對學佛的誤解、甚至是反感等。故星雲大

師提倡佛光人不要只為自己了生死，鑽在自己的一個小圈子裡，要在大眾的

環境中修學，由此而有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剛健正大、慈悲喜捨氣象，這

或許就是太虛大師所提倡的菩薩行吧。

五、民主平權．制度領導

逐步恢復佛陀時代的羯摩制度精神，創新其時代形式，以律法制度為依

靠，是佛光山對於漢傳佛教僧團在適應民主法制社會時代的一個轉折期彌足

可貴的探索。民主與平權將是佛光山對現代叢林制度建設可能有的最大貢獻。

大陸一些有識見的法師也認為：「漢傳佛教的發展，毫無疑問，到了一

個轉折期了，轉折的關鍵是僧團新的修行、生活制度的建立。制度建立的關

鍵是戒律能否受到重視。」 這是從實踐中得出的真知灼見。因為文化背景的

巨大變化，幾千年來形成的僧團與社會的相對穩定關係、風格已經不能適應

於新的時代，已經面臨「僧團、律儀、行持」方面的轉變，重新確立和諧、

有生命力關係、風格的時候。

傳統僧團的管理制度有兩種風格：一是道德人格影響巨大的「德望

型」，二是依遵律法戒律的「律法型」。歷史地來看，和合的僧團往往都是

二者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若只有德望而無律法，佛法很快就沒有了，這

是佛陀制戒的根本原因。問題在於，如果沒有了德望，律法也往往流於表

面或名存實亡。故云清規是水久生蟲、法久成弊，而要保持德望與律法的平

衡。以德望維持律法，這是叢林興盛的不二法門。大概任何一種教法，都要

有律法之基礎，才可以有一種比較持久的穩定性。從義理和律法之學習行持

中造就的人格具有一種剛健雄毅的氣象，往往起到了擔當重任的中流砥柱作

用。而禪機方便之教法則顯現出一種無限生機，故也同樣十分珍貴。以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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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藝術性的禪機法教得以使教法生生不息、生機無限，這大概是禪宗

「清規」與「機鋒」的互補關係吧。

星雲大師說：「佛光山從當年幾十人到幾百人、幾千人到今天幾百萬

人，大家一致依法而行，以法為師，以戒為師，這就是制度領導。不要把責

任放在一個人身上，讓大家去做，這就是集體創作。當大家都能承擔，感覺

領導人不那麼重要了，這個團體的水準就提高了。」「以『恪遵佛制，奉行

清規』為精神內涵。以『集體創作，制度領導』為宗風性格。」這個原則寫

入了專門收錄佛光山的宗風思想、精神理念、典章制度、門規辦法等的《佛

光學》中。

六、觀音．彌勒

佛教中，不同的菩薩形象代表了不同的品德。而在漢傳佛教中，觀世音

菩薩的大悲品格，彌勒菩薩的歡喜品格是人所共知的。星雲大師的形象中，

具有鮮明的觀音菩薩品格和彌勒菩薩品格。

對於漢地來說，主要還是以彌勒菩薩、觀音菩薩的教法為主。星雲大師

的成功也說明了這一點，這是與中國文化的大背景密切相關的。彌勒菩薩代

表一種包容的胸懷、歡喜的心態、隨俗的方便；觀音菩薩代表慈悲心、同情

心、救苦救難心。最關鍵的，二者的結合則是一種謙己處眾的道德風格，樸

素簡約的行持特點，徹底與群眾打成一片，這樣的風格與印度之頭陀行、班

智達以及藏傳佛教之上師風格是甚為不同的。今天，在中國弘揚大乘佛法，

需要的素質是：大智慧（博通經論），大慈悲（菩提心具足），大胸懷（包

容各家各派的氣度）。

只有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孕育出星雲大師這樣的菩薩。所以說，

星雲大師是一位中國文化中的道德人格大師。包容、圓融是星雲大師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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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反映的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包容性、圓融性的突出品格。圓融實際上也

就是智慧與平等的結合，而更深層次的實質則是慈悲、尊重、關愛。

下面的詞彙可以用來描述星雲大師的特點：重視世間倫理，當下的發

心，真誠待人，圓融、包容，厚德載物，中道，歡喜，隨順，剛健正大，生

生不息。

下面的多組詞彙也可以嘗試用來描述佛光山佛教理念的關鍵字：

歡喜，融和，同體。

共生，吉祥，包容。

平等，尊重，和平。

自然，生命，生活。

公理，正義，智慧。

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和諧，處世的般若，社會的安定。

心意的包容，生活的知足，人我的平等，自我的解脫。

覺世牖民，慈悲濟世，圓融人格，重視群我。

生命的價值，自然的定律。

總之，是以大乘菩薩精神實現歡喜、祥和、共生的世界。

在天空為雲，有其優遊自在；在大地為水，有其通達潤澤。白天有日帶

來光明，雲其嚴飾也；夜晚有月帶來清涼，星其燦爛矣！蘇東坡詩云，「溪

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雲水日月，其法界任運也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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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不是退縮，而是面對人間不平時 , 用平常心對待；

忍耐不是無能，而是面對毀謗譏諷時 , 用質直心釋懷。

～《佛光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