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學報‧藝文│第二期

70

佛光山的人間佛教

慈惠法師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什麼是人間佛教？不管是台灣或是大陸佛教界，一直說人間佛

教是佛光山所提倡的。實際上，這個名詞在大陸是從前中國佛教協

會會長趙樸初長者開始的。因為趙樸老一直很強調，這個時代的佛

教必須要一個「人間性的佛教」。我追隨大師參與大陸各種活動時，

跟樸老也常常接觸。感謝樸老對我很好，他不嫌棄我這個後輩，寫

了不少字送給我。我也覺得樸老非常務實、是個很了不起的長者，

他是真心希望把佛教落實在人間的人間佛教菩薩。

一、佛法真義

( 一 ) 三業清淨的三好

人間佛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目前大家都認為佛光山是人間佛

教的推動者，甚至是提倡者。首先從人間佛教的角度，來解釋佛光

山對佛教的教義理念與實踐。佛光山最近常常講「做好事、說好話、

時間：2015.12.27（日）上午

活動：第三屆人間佛教座談會

對象：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學者

地點：佛光山麻竹園法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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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好心」的三好運動，不但是在台灣，尤其在大陸，都獲得大家的

認同。認為一個人本來就應該要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不止是

一個正信的佛教徒應該如此做，甚至所有的人都應該奉行這三好。

最近，日本木村清孝教授來佛光山，他特地告訴我，這三好實

在很好，跟我講了很多三好的好及他的感受。我跟木村教授講：「老

師！這個不是佛光山的口號，這是佛教的口號，這是佛法呀！因為

在佛教裡面常講修行重在三業清淨，要修身業、口業、意業，這是

最基本的修行方法，身口意三業修得好，就會成佛、會開悟。」所以，

身口意三業，把它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身體要做好事，嘴巴要說

好話，心要存好心，百分之百是佛教的名詞與教義。

人間佛教就是用現代的人能受用的佛法、語言、現代的人能夠

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佛法。這種表達方式，讓大家不去執著這是宗

教或是地域，超越原來思惟的模式，而覺得做人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這就是佛光山人間佛教對佛法的詮釋。三好，聽起來淺顯易懂，事

實上它的思想根底就是佛法。

( 二 ) 菩薩的布施──四給

開山以來，我們也推動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四給的理念，許多公司行號的老闆、董事長，都把它貼

在辦公室內；甚至於叫員工每天早上要念。他們認為做生意，對顧

客一定要給人歡喜、給人信心、給人希望。對方跟你做生意覺得很

歡喜，跟你做生意有希望，大家才會常常與你往來。

用佛法的角度來講，「給」是菩薩道六波羅蜜的第一項「布施

波羅蜜」。即是施與財物、衣食乃至佛法為本義，即是財、法、無

畏等三施。意即為了幫助一切眾生，將自己所擁有的財物或佛法給

佛光山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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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眾生。所以，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是百分之百佛說的、是經典中的教

義。四給，佛光山也只是用現代的語言表達，讓任何人沒有宗教的執

著，沒有地域的分別，覺得這是做人的本分，本來就應該要做的，所

以他能接受、不會有成見。這就是星雲大師終生所奉行「給」的人生。

( 三 ) 緣起法的集體創作

大師常講：「我在眾中」，我是大眾之一。既然我在眾中，他做

的事情、想的事情、講的話，就要照顧到大眾能不能接受，這對大眾

有用沒有用。人間佛教很重視大眾，我們自己也只是眾中之一。這樣

的語言內涵代表什麼意思？佛教的緣起──眾緣和合。佛教的緣起，

並不是要你花費多少理論去研究，而是在生活中去實踐、體證它。

最重要的是你認識緣起法之後，要以緣起法來看這個世間，以

緣起法來行事。日常生活中的做事做人，若忘記一切都是眾多因緣

形成的，自我觀念太強、不能和眾，會走不出去的。若能感受成就

是來自眾人的因緣，是緣起法、眾緣和合而成，就能走得出去「有

緣走千里，無緣寸步難行」。換句話說，這就是佛光山弘法工作的

共識──集體創作。

這幾天我們在辦活動，讓活動能順利圓滿，大家分工合作，即

是集體創作。集體創作的觀念很強烈時，每一個人都會有使命感，

不會覺得自己是渺小的。雖然大家都是眾緣中的一個緣，但是每一

個緣都很重要。即使小小的緣，也是成就大事的重要條件。例如：

一架波音七四七飛機，一個小小的螺絲釘也是一個緣，如果少了一

個小小的螺絲釘，這架飛機可能就會出事。一架飛機能夠順利起飛，

除了飛機本身的構造外，駕駛員乃至於地面、空中的各種條件和合，

這架飛機才能正常飛行。所以，讓每一個人覺得即使我是一個小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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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釘，都感覺到我是很重要的，不會因小而被忽略，就會自許要認

真承擔、負責任。

昨天大師特別交代我，他說：「佛光山這半年來，連續的大型

活動，每次都是幾萬人，廚房的人很辛苦，不是檯面上那麼樣的燦

爛、熱鬧，你要到廚房去關心大家。」因為一個活動的進行完成，

是背後有多少人共同來成就的事。

昨天上午在麻竹園法輪堂開幕式後，我到一樓看到幾十位義工

在包便當，準備給來佛館參加神明朝山信眾的午餐。我問負責的淑

惠館長：「你今天要包多少份？」她說：「六千份。」佛光山的各單位，

這個單位六千份，那個單位六千份，這樣合起來幾萬個便當就出來

了。而且分擔的人多，每一個單位做便當的過程越短，便當就越新

鮮、飯菜越好吃。

不過，這樣子忙，這樣子辛苦什麼意義？這幾天我發現，你再

忙、再辛苦，就是要讓這件事情圓滿成就。所謂的成就，即是大家

的圓滿、歡喜、快樂。你覺得很有成就感，那麼再累、再辛苦，都

不會覺得累了，而是覺得值得。昨天包便當的信徒，他們都是早上

五點鐘，從屏東、台南各地方趕過來。這就是眾緣成就、集體創作

成就弘法的盛事。

大師一再強調「我在眾中」。你要深刻地去感覺，凡事都是眾

緣和合而成，這就是佛法的根本思想「緣起」──凡事都是因緣所

生起。把它化入現實的生活中，化入我們的行為裡，是很重要的修

行。彼此在工作、合作之間，或許有不愉快，可是你要感謝他，當

作是逆增上緣；對我的障礙、對我的阻攔、給我的困擾，對我是一

個很好的因緣學習磨練。因為我越挫越勇，每經歷一次，就學一次

經驗，就會知道下一次怎麼做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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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佛光山負責籌設大學，要從哪裡開始籌設呢？從到教育部

辦手續開始，接著是土地開發、建築房子。就像宜蘭林美山的山坡

地開發，山坡的坡度是百分之三十六，幾乎是不能開發的地方；可

是在這個艱巨的工作中，我們仍必須這樣做。因為什麼事情都要忍

耐，才能成就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

佛光大學這麼大面積的山坡地開發，舉辦公聽會的時候，你要

向村裡的人報告，我為什麼要在這裡做、我要怎麼做，我未來會怎

麼樣等等。村裡的人，他不會想到我們是來辦教育，是公益團體，

他把我們當成廠商到這裡來做土地開發。我來這裡辦大學，他希望

我們將來要有所回饋他們。在這些諸多的困難當中，我學習了很多。

現在蓋房子，對我已經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在這當中，就

是一種修行的考驗，過了那些關卡以後，你會感覺很有成就感，我

終於把這個障礙跨過去了，那種快樂是別人體會不到的。所以，我

想在大眾之中，不但你會感受到人家對你的因緣成就，更會覺得這

是一所菩薩的道場。

( 四 ) 佛道在眾生中求

所以，道在哪裡？大乘菩薩道在哪裡？在眾生身上，道在眾生

身上求。《六祖壇經》裡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

菩提，恰如求兔角。」你離開眾生、離開這個世間，沒有菩提、沒

有覺悟，你要找覺悟，就猶如覓兔角一樣。

在很多忙碌中，對自己是一個修行。所以，我想菩薩道難行要

能行就在這裡。我們這麼多年齡不一樣的師兄弟，來自不同的家庭，

接受不同的教育，甚至於觀念也相差很多。所以光在這個僧團中，

就是一個很大的道場，要修行的事情很多。



75

佛光山的人間佛教

往昔，我在帶學院學生的時候，學院有烹飪課，三餐學生要自

己煮。佛學院學生來自全世界二十幾個國家，學生會依自己國家的

飲食習慣去配菜，所以每天吃飯，菜都很不一樣，這是印尼的、這

是馬來西亞的。

有一次出了一道「苦瓜煮葡萄乾」，我沒有看過苦瓜煮葡萄乾，

就問：「這個是什麼啊？」學生說：「院長，這個叫做創意。」我說：

「對對對，這個叫做創意。」從中我想平常自己家裡吃飯會挑食，

營養會偏差，可是在叢林的大鍋飯裡、大齋堂中，你沒辦法挑啊！

苦瓜煮葡萄乾你也要吃，就是受不了，你也要吃。人間佛教就是在

這樣的生活中去修行，與大眾的生活相處，才是大修行。

「我在眾中」，佛教的僧團講究要和合。僧伽，梵文 Sanga，就

是一個和合眾。所以每一個人如果能夠認清，必須在人與人之間的

Sanga 裡生存，那你就會想辦法去和合大眾，要不然苦的是你自己。

佛光山有一個修持中心，就在如來殿，如來殿的三樓是禪堂，

兩邊有金佛樓跟玉佛樓，是男女眾的禪堂跟念佛堂。念佛堂，總有

一個人在裡面念佛，24 小時佛聲不斷；禪堂也是，隨時有人在參禪，

除了定期提供僧眾參修外，也開放給信徒。佛光山徒眾如果工作累

了，隨時都可以到禪堂打坐、念佛堂念佛。對信徒或出家眾，還有

定期七天或四十九天的佛七、禪七修持。對佛光山的僧眾而言，動

態的弘法是修行；靜態的念佛、參禪也是修行；在大眾中和合相處，

也是修行，生活的本身就是修行。這些都是把佛陀的教法，落實在

人間的佛教。

二、弘法方式的現代化

在教理上，我們做這樣的實踐，將佛法人間化；甚至於把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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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這個時代、這個世間能夠接受的模式、語言，把它弘揚出去。

當然，人間佛教的實踐與推動，不僅僅是如此，舉凡文化、教育、

慈善等弘法方式，我們也與時俱進將它現代化了。

佛光山為什麼把寺廟蓋在大城市的大樓裡？因為那整棟樓就是

道場，熱鬧場中做道場呀！佛光山是第一個把寺廟搬到城市、大樓

裡的寺院團體。當初到市政府去登記的時候，他說不能登記，為什

麼不行？他說寺廟屋簷一定要有翹角，你這個寺廟屋簷沒有翹，不

能登記為寺院。

為什麼要把山林裡面的寺廟遷到城市來？這個時代，是一個工

作生活都節奏快速的時代，人間佛教要縮短距離、迅速將佛法推行

到人間，就必須要這樣做。大師一直強調把山門打開，不但自己走

出去，也讓人家走進來。本來佛法就是為人間講說的，你跟人世隔

離，如何普渡眾生？你不知道眾生，你就完全沒有度化他的因緣。

所以我們要把山門打開，讓人家走進來，讓自己走出去。甚至於大

師也提倡，寺廟道場是七眾弟子都可以來的，寺廟道場所有的財產，

都是四眾共有的。

三、制度管理

 ( 一 ) 人事與淨財

在佛陀時代，對財物的管理是很相當的，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法。

僧團大眾分為：四方僧伽跟現前僧伽。哪些財物是屬於四方僧伽？

哪些財物是屬於現前僧伽？現前僧伽，就是當地僧團所見的比丘、

比丘尼，所擁有的是施主布施予現前僧之物，屬於當地出家眾一起

共有。四方僧伽，四方一切之比丘、比丘尼者，所擁有的是這個國

家或者全世界佛教的不動產物，例如寺舍、田園、僕畜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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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佛光山也是這樣。佛光山全世界的寺廟三百多所（包含佛光

山），沒有一個建築物是大師的名義，全都登記在僧團的名下。過

去，不管是大陸或是台灣，佛教之所以發生那麼多產權糾紛，就是

因為產權登記是個人的。在國家法規裡，那一個人往生了，他的子

女、親戚、第幾代親人都會來要求繼承，財物的糾紛、問題就接踵

而來了。佛光山所有的產權，全部歸於佛光山寺這個名下，這是依

當年原始佛教四方僧物跟現前僧物的管理方式，也使得佛光山在財

產、財務制度等很健全。

( 二 ) 異於傳統的師徒制

還有，佛光山在佛門倫理的師徒制也很特別。在佛教裡，當然

師父度徒弟、徒弟度徒孫。佛光山沒有個人的徒弟，徒弟是佛光山

的、是佛教的，信徒也是佛教的。佛光山常住的人，只有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第三代的弟子對第二代的，一律叫師父，沒

有個人的師父，是大家的弟子、大家的師父。

過去，台灣寺廟中，有很多因為徒弟的問題，而發生糾紛。例

如他有三個師兄弟，這三個師兄弟每人都各收了弟子，這三個師兄

弟本來關係很好，可是因為收了弟子，弟子跟弟子間有了口角，就

各別到他的師父那裡去投訴，這一投訴，導致師兄弟間的摩擦而關

係破裂。所以，佛光山師徒制的管理法，是符合原始佛教僧團的規

矩的。

四、人間的佛陀

為什麼叫人間佛教？讀過佛傳的人都知道，佛陀為什麼要出家

修行？佛陀還是悉達多太子時，他遊歷四城門，看到人生的生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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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現象，而生起修道的決心。悉達多太子修道做什麼？解決人的生

老病死，這是他出家最重要的動機。由於這樣的動機而修道，最後

證悟了緣起的道理，成為正覺的佛陀。宣示了苦集滅道四聖諦，為

整個教義組織的綱要。

從這個地方來看，佛陀的出發點是為了這個人世間，因為人世

間生老病死帶來的痛苦煩惱，佛陀想辦法要解決這些逼迫和煩惱，

他所講的教法、教義、教學、教理，就是為了「人世間」。佛陀是

一個充滿人間性格的人，他關懷人間、在意人間的憂悲苦惱等煩惱

而修道。他的教法是人間的，人間佛教並不是特別另外建立的教法，

佛陀修道、弘法的本質，就是為了關懷人間，讓人遠離煩惱痛苦而

幸福安樂，即所謂的「示教利喜」。如果你去看原始經典，會發現

佛陀對人的體貼、關懷是無微不至的。

( 一 ) 對弟子的愛護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迦旃延，是西印度阿槃提人。他跟隨佛陀

一段時間後，就回到自己的故鄉阿槃提弘法。迦旃延有個弟子叫億

耳，是阿槃提國一位長者的孩子，跟著迦旃延出家，他一直很嚮往

佛陀教法。有一天，迦旃延對他說：「有個商人的隊伍要到中印度去，

你就跟著隊伍去看佛陀吧！」

迦旃延對徒弟是這麼體貼，安排弟子億耳去見佛陀。在佛陀的

僧團這邊，聽說迦旃延的徒弟（佛陀的徒孫），今天要來看佛陀。

佛陀就告訴阿難：「今天晚上在我的房間加一張床，給億耳睡。」

大家不能理解，這麼神聖、了不起的佛陀，對來自西印度邊疆

阿槃提來的孩子、一個年輕的徒孫，怎麼可以讓他跟你睡在同一個

房間呢？但佛陀說不要緊。後來他跟佛陀睡在一起，佛陀很親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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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你們在阿槃提的地方弘法順利嗎？你的師父好嗎？」這個

徒孫很開心，佛陀這麼關心我。

佛陀又問他：「你出家多久了？」億耳回答已出家多久。「受

過戒沒有？」他說：「我只受沙彌戒。」「出家這麼久，為什麼不

受具足戒？」因為佛教的戒律要受具足戒，必須要有三師七證的大

和尚，我們邊疆地區沒有那麼多大和尚啊！後來，佛陀就制戒，在

中國（國家的中心，指文明區域，對邊疆而言），比較有文化、文

明的地方，授戒必須要三師七證，若是邊疆地區條件不具足，可以

行方便法。

原始佛教中的佛陀，在戒律上的執行是這樣人性體貼，對於迦

旃延的徒弟是這麼愛護，這個消息傳回阿槃提，迦旃延知道佛陀這

麼關心自己，促使他更發心地在邊疆弘法。這種人情細微之至的關

懷與對人性需要的關注，非常地人性化，這就是人間佛教。

( 二 ) 對信眾的教導

我一直關注原始時代佛陀的各種行儀，他有一個很了不起的觀

念，對於違背他的人，甚至於跟他持不同思想觀念的人，佛陀從不

直接或者強烈地反對對方，他的態度都是很溫和的。

有一部《善生經》敘述，一位婆羅門的年輕人，叫善生童子，

他每天一大早起來就會到海邊去禮拜六方，稱六方禮敬。有一天，

佛陀又看到他在拜，覺得他拜得很無知、幼稚，一點意義都沒有。

雖然佛陀覺得這是不對的，但他沒有指責，而是先讚歎：「年輕人

了不起啊！每天都遵照你父親的交代，這樣的禮拜很好。」

接著佛陀告訴善生：「現在我告訴你，還有更好的方法。以後

你拜東方的時候，想到你父親，感謝你的父親；拜南方的時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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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的母親，感謝你的母親。拜哪一方的時候，想到妻子、兒女、

佣人，都可以成為你感恩的對象。善生童子很歡喜的接受了，因為

他覺得加上佛陀教導的內容，拜起來更有意義與功德。

( 三 ) 對弟子的調教

佛陀在人間傳播佛教的過程，對每一個眾生的調教，不是用喝

斥、責備，而是以溫柔、細緻、體貼鼓勵對待。坦白說，這是非常

講究人性的。在《摩登伽女經》、《楞嚴經》中，有一段有趣的故

事。阿難是佛陀的侍者，是個很優秀的弟子，又長得很莊嚴。有一

次阿難出去托鉢，被一位叫摩登伽的女孩看上了，糾纏著阿難不放，

阿難走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阿難每天來回精舍、道場，她就跟

著來了。

阿難的個性柔軟溫和，他沒有剛硬的力量去拒絕這女孩的追求，

他很苦惱。後來佛陀知道了，就說我來處理好了。佛陀就叫人把摩

登伽女找來，問她：「你跟著阿難有什麼希望？」她說：「我喜歡

阿難，我要嫁給他。」佛陀答應她：「很好啊，阿難很優秀，你可

以嫁給他。」僧團的人聽了嚇一跳，佛陀怎麼這樣講呢，這麼一個

首席的大弟子，怎麼容許他跟一個女孩子在一起，佛陀接著說：「你

要嫁給阿難，要先學習阿難平常的作息生活，才有辦法跟他一起過

日子啊！」

摩登伽女聽後燃起無限希望，心想只要能跟阿難在一起，什麼

條件都可以接受，就很高興地回答：「好！好！」佛陀說：「你今

天開始到我這裡來，早上阿難打坐多少時間，你就打坐多少時間，

阿難聽講佛法，你也照著這樣做。」為了追求阿難，摩登伽女天天

跟著阿難的生活模式在僧團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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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聽聞佛法、修行、禪坐的摩登伽女，一段時間後，慢慢的

悟道了；她覺悟到自己觀念的愚癡，不清淨與不應該。她跟佛陀說：

「我知道了，我不應該用癡戀的心跟隨阿難，今後我會與他一起認

真修道。」自然地，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五、大師的方便智

大師常常講孔子的弟子顏回三八二十三的故事。聖人在調教眾

生，看他什麼根性，他就用什麼方法，這就是善巧方便，善巧方便

就是智慧。《大智度論》云：「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牽。」就是

這個道理。

我從年輕時跟隨大師上佛光山辦佛學院，負責管理學生生活，

執行學院規約，理所當然很嚴格，鐘一敲，你不來報到，就要處罰。

一次，有一位學生跟我說：「老師，院長（大師）派我下山到高雄

買東西。」我心裡懷疑：「師父很奇怪，家裡有其他徒眾，怎麼會

叫學生去買東西？學院規矩明明規定學生是不可以出山門的啊！」

但是學生說是院長講的，我當然沒有話說就放她去。

後來，師父告訴我：「我為什麼放她下山，你知道嗎？這個學生

很想離開，不想讀學院了，因為她一直想外面比較好。」原來那個時

候，在高雄剛好有美國白雪溜冰團表演，台灣人沒有看過雪，也沒有

看過溜冰，她一直想要去看溜冰，如果不能去看，寧可離開學院。

在我管理學生的立場來說，絕對是 NO，不但是 NO，還會訓她

一頓。可是，她跑去跟院長講，院長就讓她去了。但是大師也跟她

說：「妳可不能跟老師說妳要去看表演，妳要說是我叫妳去買東西。」

後來，那個學生因為大師讓他下高雄買東西，就沒有走了，終身安

住在道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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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上，有時候只是一點點關卡，一點點障礙，一旦突破了就

海闊天空。我們常說，迷悟只在一念之間，如果那一念之間跨不過

去，人生就不一樣了；如果有智慧的人，在這一念之間，用善巧方

便幫助他一下，讓他度過這一關，他以後就沒事了。

大師這幾天常常在想，他覺得自己怎麼莫名其妙的就變成人間

佛教呢？他說可能是他天生的人間性格，從小就關懷這個世間，哪

怕一隻小狗、一隻小雞，他都很關心，也就是人世間的事情他都很

用心、很在意的去關懷。我想就是大師這種人間的性格，使他在跟

佛法接觸時，感覺到佛陀那種人間關懷的性格，與他非常相應，於

是他就將佛陀的人間佛教大力地弘揚開來。

從佛陀的事跡到大師所做的一切，人間佛教是真正有人間性的。

對人間的弘法、修行，要照顧到人性的需要，明白人世間需要什麼，

再給予佛法，他才能受用，他才會感受到佛法的殊勝美好，因此能

夠用智慧、方便傳授佛法，這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六、契合現代的人間佛教

各位老師都是研究佛學的人，在各個宗派中，為什麼我研究《法

華經》、而你專長《華嚴經》？就像日本淨土宗，就有幾十個派系，

此乃個人在浩瀚的佛法當中，找到與自己根器相應，又是當代人所

需要的佛法所致。人間佛教就是如此！現代的世間需要人間佛教，

需要佛法裡的人間性關懷，所以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

日本淨土宗法然上人有一本書，叫做《選擇集》，它被奉為宗

派寶典。我起初很不以為然，一切佛法都是佛陀講的，為什麼要去

選擇這個是好的，那個是不適合的。後來我明白了，他的選擇是針

對當代的人，別種法門不適合他，要這種法門才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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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我們回歸到佛教經典的分類上面，佛陀的教法分成

十二分教，又稱十二部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類呢？這是後來弟

子在結集經教時，把佛陀一生說法的內容，分成十二類；這些類別

都是佛陀在弘法度眾上，所應用的各種方便。十二部經有方廣、論

議以及本生、本事、譬喻等；尤其「授記」特別有意思，它是佛陀

告訴弟子，你這樣修行，未來將會成為什麼佛，出現於何世界。現

在教學應該這樣子鼓勵學生，真的給他讚歎，給他期許、給他希望。

佛陀一生說法的方式很多，有多少眾生就有多少法門，為了因

應這個世間，佛陀很善巧的觀機逗教，所以有十二分教。以上，是

我對大師人間佛教的一點體會與感想。

佛光山百萬人興學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