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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寺院是佛教的代表，信仰的中心，亦是信徒心靈寄託的所在。

除了傳播佛教真理之外，殿宇莊嚴、氣氛寧靜、祥和梵唱，都讓社會

大眾在工作忙碌之餘，或是遭遇挫折、徬徨無助的時候，自然想到寺

院來，不管是參加各種修行活動，或只是在佛前瞻仰、禮拜，都能

獲得再出發的力量，所以寺院就像人生的加油站、心靈的百貨公司、

希聖成賢的學校，也是善友往來的聚會所，更是去除煩惱的清涼地。

佛教法會佛事的隆重莊嚴，形式上以個體的小我合而為一個大

我，實質上藉由儀式內容喚起人們心中善性種子，進而體現宗教的

善美神聖性，邁向心靈解脫的道路。其儀式性正如中國孔禮以及民

間習俗的祭祖禮、殯禮、婚禮、成年禮等等，在「莊嚴隆重」中，

引導人們提升心靈層面。

「佛事」二字，有狹義和廣義的意思。廣義地說，凡世間所有

好事都是佛事；狹義地說，寺院道場舉行的誦經、說法、供佛、施

僧等儀式，就是佛事。自古以來，佛事就極為盛行，信徒無不希望

從佛事中，蒙佛加被，消災增福。

佛事儀軌內容，更具有生命輪迴流轉的自然法則，藉由身行（端

肅禮佛）、口誦（誦念經文）、意淨（意隨文觀），反觀自性來薰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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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第八阿賴耶識的種子，淨化身口意三業，透過積極行為，轉變因

緣，進而改造冥冥中不定數的業力，將自性佛顯發出來，以光明良

善的力量遠離心中的鬼魅、罪惡、痛苦，得到輕安自在。

本文以佛光山水陸法會為例，從水陸法會的緣起、內涵，探討

其儀軌、時代意義、人間思想、普世價值以及對社會的影響。

一、萬緣水陸法會的時代意義及其變遷

（一）水陸法會的歷史緣起

「法會」是佛教儀式，又作法事、佛事、齋會、法要，為講說

佛法及供佛施僧等所舉行的集會；簡言之，只要是「以法集會」就

稱為法會。印度自古代即盛行此類集會，而且種類名目甚多。例如

「無遮大會」，是不分聖賢、道俗、

貴賤、上下，平等無遮而行財、法

二施的法會；由僧眾帶領諷誦經典，

信眾隨眾禮拜，再由有德師僧開示

佛法，其後並於寺院中用齋。

水陸法會，又稱水陸道場，是

佛教佛事中最隆重的一種，即施齋

食供養水陸有情，以救拔諸鬼。據

說梁武帝蕭衍曾夜夢神僧告之：「六

道四生，受苦無量，唯啟建水陸無

遮大法會拔濟之，始能脫苦。」隔

天梁武帝問文武百官，都不知夢中

所說何意，只有寶誌禪師建言梁武

帝廣尋經教。梁武帝因此派遣法師 寶寧寺水陸畫緣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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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大藏經》於法雲殿，每日披覽，綜合梁皇寶懺、阿難遇面然鬼

王一事等，創作水陸儀軌，經三年才完成儀文。

水陸法會最初在金山寺舉行，由梁武帝當齋，年代歷史記載不

一，大約在天監 4 至 7 年（505-508）之間。因此最早的水陸法會是

由朝廷發起的，民間尚未普及，直至唐高宗時才流行於天下，真正

盛行則是從宋代開始。宋神宗時，東川楊鍔撰有《水陸儀》。現在

通行的水陸儀軌，為宋代志磐纂集、明代祩宏（蓮池大師）匯集的

《水陸修齋儀軌》。

為廣大眾生普度懺罪的水陸法會，除了施食以外，又有誦經持

咒的法施，可令受苦眾生心開意解，得法水滋潤，藉此廣結善緣，

共成佛事，功德最為殊勝，盛行至今。

（二）水陸法會的名稱意義

「法不孤起，仗緣方生」，佛教強調凡事須眾緣和合而成就，

不同的因緣，會呈現不同的法門，然而在每個善心緣起中，都在引領

著有情眾生進入佛法的智慧大海。所謂千年暗室一燈即明，水陸法會

就像是點亮一盞明燈，聚千萬眾生的心燈成一燈，一切心含攝在一

心，一心中又包含了一切心，善心的光攝，重重無盡的交疊，其力量

不可思議，其殊勝不可言語，唯有親身體驗才能明白箇中妙義。

《水陸儀軌》在儀文中，揭示法會題名為「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

齋勝會」，透過了解名稱含意，可知水陸法會的意義及所要尊崇的修

行要旨。現將「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勝會」的名稱意義說明如下：

「法界」，指諸佛與眾生所具有的佛性是平等無二。

「聖凡」，即是十法界的四聖六凡。眾生雖然都有佛性，但由

於迷悟的差異，便有十法界的事相差別，然而果報事相雖有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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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理體本性是恆常，是一如的。「四聖」是指：佛、菩薩、緣覺、

聲聞。此四者雖覺悟程度有高低差異，修持成就有大小之別，然都

已了斷無始劫來生死苦惱，因此稱為聖人；「六凡」是相對於四種

聖人而言，指沉溺生死輪迴的六種凡夫：天、人、阿修羅、畜生、

餓鬼、地獄，此六類眾生輪迴不已，生死糾葛，痛苦難當，正是水

陸法會所欲救度的對象。

「水陸」，是六道凡夫依止受報之處。六道凡夫受報處本來包含

水、陸、空三處，但以水、陸兩類眾生所受苦難特別深重，因此以「水

陸」涵蓋三者，既稱「水陸」，實則已包含水、陸、空一切受苦眾生。

「普度」，本指諸佛菩薩慈悲憫念六道眾生，沉浮於生死大海中，

因此廣施大法力普救群生，使脫離生死與煩惱苦海。此處專指行此水

陸法會，令六道眾生皆悉得度，解脫輪迴之苦，因此稱之為普度。

「大齋」，是指行此水陸懺法時包含施食儀式。此齋會所供之

多、之勝、之妙、之不可思議，故稱之為「大」；凡來參與此會者，

無論四聖或六凡，皆能受施，平等齋供，故說「大齋」。

「勝會」，則說明此法會除施食外，更具法供形式，令施齋者、

受供者共聞大法，發心修行，並以此行懺功德令大眾斷除煩惱，得

證菩提。

時至今日，水陸法會是佛門推廣佛法最重要的儀式之一，法會

的儀軌結合世間的哲學、道德、禮儀、風俗、文學、藝術，不但體

現了佛法的精神，也淨化了世間的文化。

以性質來說，水陸法會是一種超度法會，不過就現代的角度來

看，水陸法會的定義打破時空的藩籬及限制的邀約─邀請天上、

地下，上至諸佛菩薩，下至小螞蟻甚至肉眼見不到的微生物生命形

式，在同一個時空中相會，意義殊勝。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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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陸法會的內容特色

水陸法會是所有佛教法會中最殊勝的法會，分有內、外壇，佛

事的內容和功能具有深度意義，可以供佛、祭祖、懺悔、消災、祈願，

透過食施、法施，救度受苦的六道眾生，是願力最大的一種超度，

也是最盛大、耗時最久的佛事，長則四十九天，短則七天。因規模

龐大，必須集合數百位法師，共同齊心協力，才能功德圓滿，一般

寺院不容易做到。

內壇是整個水陸法會佛事的引導部分，佛事分為：結界灑淨、

發符懸幡、請上堂、供上堂、告赦、請下堂、授幽冥戒、供下堂、

圓滿供、圓滿香、圓滿送聖等不同儀軌。

若說內壇如心臟，那麼外壇就如其他器官，所有的壇口也有完

整的修持。由於眾生因緣和層次不同，接引法門自然不同，故佛光

山水陸法會外壇的經典較多，分設大壇（拜梁皇懺）、法華壇、華

嚴壇、楞嚴壇、藥師壇、淨土壇、諸經壇（誦無量壽經、圓覺經、

金光明經）等，共七個壇口。 

六塵供（莊美昭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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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法會的「六度供養」是以香、花、燈、食、衣、寶六種供

養來象徵六度，即：以塗香代表持戒，花鬘代表布施，燒香代表精

進，飲食代表禪定，燃燈代表智慧，淨水代表忍辱。「供上堂」、「供

下堂」，是水陸法會不同於其他法會的一大特色，藉由啟建法會的

因緣，禮請上至三寶、護法龍天，以及緬懷及供養過去有恩於我們

的歷代先人、長輩，乃至十方陸海空界有緣的眾生光臨壇場，以萬

種緣共同成就一場殊勝的佛事，因此意義甚大。

水陸法會的重要功用之一是超度亡魂。參與的信眾相信這種儀

式能夠讓祖先及親友出脫苦海，在另一個世界過得更好，而自己也

能從失去至親的痛苦中走出來。廣義來說，水陸法會可以被擴大為

一種天地的邀約，以法相會，藉以佛事的進行為亡者超度、為生者

祈福，有利於冥陽兩界。當一切眾生都得到懺悔、解脫，社會自然

會安詳、和樂。

回顧中國歷史，水陸法會盛行的時候都是戰亂的年代，由此可

見，水陸法會對一般民眾而言，不僅是佛教的一個儀式而已，也有

安定人心的力量。

（四）水陸法會的時代意義

佛光山自開山以來，對於文化、教育、慈善等弘法利生事業的

推動，無不全力以赴。為慈悲利眾，每年約在十一月到十二月，在

高雄總本山啟建萬緣水陸法會，普施海陸空界之十方先靈，擬集此

大法事功德，回向一切有情眾生，同霑法益，四恩總報，三有均資。

總說佛光山舉辦水陸法會之意義有四：

（1）上供十方佛，中奉諸聖賢，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別。水

陸法會的全名是「法界聖凡普度大齋水陸法會」，亦即上供十方諸佛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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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中奉一切聖賢天龍八部，下及六道眾生，等於布施供養十法界。

（2）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水陸法會有獨姓、眾姓之

別，最早的水陸法會是由朝廷發起啟建，時至今日，由一般信徒共

同發起，集資修設，稱為「眾姓水陸」；如果財力雄厚，發大心獨

資營辦，稱為「獨姓水陸」。佛光山度眾的方式是「普門」，向以

廣結善緣為原則，為使有心想參與的人，都有機會結此善緣，所以

叫萬緣水陸法會。星雲大師曾言：「未成佛道，先結人緣。」一個

人平常人際關係好壞，要看所結的緣分。參與水陸法會，可以與諸

佛菩薩，及一切眾生結善緣，哪怕只是來看看，也能蒙佛恩加被。

（3）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佛光山自 1967 年開山以來，

在星雲大師的領導下，水陸法會所有功德善款全部用於世界各地佛

教的文化、教育、修持、慈善工作的發展，讓佛法普遍五大洲。

（4）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種

瓜得瓜，種如是因，得如是果，所謂：「三寶門中福好求，一文施

捨萬文收，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

此外，過去傳統水陸法會是八天七夜，由於有些佛事在半夜舉

行，實在過於勞眾，星雲大師為順應現代人的生活，因此改良儀制，

內壇佛事一律在白天進行，體現了水陸法會的時代性。

二、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的人間思想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佛

法透過世間法的生滅而呈現種種；眾生藉由六根而體悟生滅，在人

世間體悟佛法。《華嚴經》有云：

諸佛如來，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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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

如是。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

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是故當知，

一切諸佛，取佛果者。依於眾生，若無眾生，佛果不成。

菩薩道這棵大樹的果實，其建構的基部根底在眾生中。萬緣水

陸法會的舉行，正是菩薩道的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給人信心、給人

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實現。千載一時的盛會，人間的菩

薩們懷抱四無量心，廣結善緣，在利他的修行中，增長自身的心法。

「懺悔」是佛教獨特的修行法門，以各種懺本儀軌為行持，藉

由儀式披露懺悔（事懺的進行），而達致心靈上的清淨（理懺的完

成）。萬緣水陸法會為所有懺悔超度法門之王，大集勝因以濟冥陽

兩利，解脫功德不可思議，具有「眾生平等」、「法界融和」、「不

言而化」以及「人間歡喜」的意義。

（一）眾生平等

宋代志磐大師重訂《水陸儀軌》時，主要精神在於「用平等心，

修無礙供」，以佛法的角度來詮釋，將對象普及四聖六凡十法界的

一切眾生，彰顯了人間佛教平等普度之精神。六凡四聖不是相對立

的，此是建立平等的供養之思想，能夠以一即多而供養無量無邊的

十法界一切眾生，呈現不可思議的殊勝妙供。

世界上許多不能和平解決的問題，莫不是因為彼此不能平等共

存所引起，例如，政治上的以強欺弱，經濟上的貧富不均，宗教、

種族的排擠，男女、地域的分歧，導致不平則鳴的現象。佛法強調

「生佛平等」、「自他平等」、「事理平等」，以平等、和平觀念，

喚起地球人的覺醒與共識。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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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緣水陸法會所超度的對象，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少，乃至

四生六道皆含攝在內，主要內涵有：

1. 人我共尊

佛陀證悟真理時，首要的宣言即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

之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在佛教教義裡，對於不同國家、

種族、階級、性別、年齡的人們，賦予尊重，平等對待。雖然眾生

因果業報千差萬別，在智愚美醜、貧富貴賤上有分別，但論及眾生

的本體自性，並無二無別。然龍樹菩薩云：「若不依俗諦，不得第

一諦。」因此，水陸法會壇場布置有其席位次第，而迎請和召請儀軌，

亦不容造次或喧囂，以示莊重、恭敬，此便是互尊互重的具體展現。

2. 自他交換

冥陽皆能感同身受，故救倒懸如燃眉之切，此亦是啟建萬緣水

陸法會之初衷。《本生經》記載，佛陀無數世修行菩薩道，捨身為他。

提婆達多曾經多次傷害佛陀，佛不以為迫害，反而認為是逆增上緣；

指鬘外道兇殘暴虐，佛陀設身處地的施以慈悲，終能感化。眾生與

我，名殊體不殊，名字、相上有差別，本體上的佛性卻是一樣，唯

有互換立場，以同理心待之，彼此成就，才能發揚平等的真諦，這

都在我人心念一轉，平等現前，尊嚴必見。設若人人心中，能持平

等，不分你我，泯除愛憎，真心相待，必能帶來世界的和平。

3. 萬法緣生

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而此境便是「因緣所生法」，

山河大地乃至宇宙人生的一切，都是因緣相互依存，相互成就；正

說明佛教的因緣果報，相因相生。沒有捷運的時代，地底下的空間

沒被發現，捷運完成後，地底下多出容納空間，可以說掘地三尺見

虛空三尺，掘地三丈見虛空三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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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生滅法則正是緣起性空的不變法則，萬

法緣生的定律。即使是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點滴事物看似與我無

關，卻都是相互依存，因緣和合而成就。了解因緣法，認識自他存

在離不開因緣，則處處種好因，時時結好緣，人生必能有好因緣，

凡事必能圓滿成就。

（二）法界融和

水陸儀軌融和諸經，內容博大精深。「融和」是一種容人的雅

量，一種平等的相待，一種尊重的言行，團體中具備容納異己的氣

量，方能有博大的未來。星雲大師一向主張，同中容異，異中求同，

強調南北傳的佛教要融和；傳統與現代的佛教要融和；禪淨要融和，

顯密也要融和；僧信要融和；入世出世法也要融和；融和就是中道，

中道才是真正的佛法。

今日世界更需要融和，國家與國家要融和，種族與種族要融和，

士農工商與士農工商要融和，群我之間更要有群我之間的融和，政

黨主義應與政黨主義融和，融和才是今後地球人的共生之道！

佛光教團實行菩薩道：「人在山林，要心懷社會；立足地球，

要放眼宇宙；身居道場，要普利大眾；天堂雖好，要美化人間」。

處在融和的修行中，平等尊重，有活潑的人我一如，更有健全的自

他兩利。對於融和，星雲大師提出下列主張：

1. 以平等、尊重和開放的態度，容納異教和異言、異人和異事，

但要正而不邪。

2. 以積極、慎重和穩健的作風，吸收其他的精華、特色與方法，

但要與人有益。

3. 以佛法、豐富和廣博的內涵，滋養世間和人類，同體和共生，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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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氣宇胸襟。

4. 以融和、交流和溝通的行動，接受文明和訊息，自覺和覺他，

但要正心誠意。

一念迷即凡夫，一念覺即菩提。法界融和要先從自身做起，用

佛心與智慧，化解自己和世人的愚昧，領納「融和」的無量寬闊，

付出「歡喜」的布施，以信心、耐心與恆心延續佛法慧命，實踐「提

倡人間佛教，建設佛光淨土，淨化世道人心，實現世界和平」的終

極理想目標。

（三）不言而化

廣義而言，凡寺院內有關莊嚴壇場，用於祈禱、修法、供養、

法會等各類佛事之物，或佛子所攜行的念珠、錫杖等修道資具，統

稱為法器，又稱佛器、佛具、道具。狹義言之，特指放置於佛前的

一般常見法器，如大磬、引磬、木魚、鐺子、鉿子、鈴鼓、鐃鈸、

手鼓等。法器的功用在於唱讚或誦經時，領導大眾配合節拍，唱誦

如 法， 令 人 生 起 肅 然 起 敬 之

心。因此，佛門法器配合梵唱

的板眼敲擊，起落、快慢、轉

合有序，聽到耳裡，好像置身

於另一個清涼的境界，可以令

人息下許多塵念。

萬緣水陸法會進行時，透

過主法和尚及與會者的專注一

心，隨文入觀，能打破時空界

限，潛移默化，廣利一切眾生。 信徒端嚴虔誠，專注佛事。（法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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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明白，生命之所以可敬，是因為生命之間，有自然的相通互

動，彼此依存；生命之所以寶貴，是因為每一個生命，乃累劫以來

因緣和合所成。所以我們的生命應該順其自然，依照自己的根性，

隨順因緣，隨遇而安，隨心自在，將小我融入大化之中，如此必能

發揮生命的光與熱，體現自然與生命的「物我一如」的美妙。

自然就像一個「圓」，好因帶來善果，壞因遭致惡果，因果相

續，無始無終。生，是因緣生；死，是因緣滅。從聖義諦來看，無

生也無死，生死一如。因此禪門高僧不求了生脫死，只求明心見性，

一旦開悟，泯除對待，剎那即永恆，煩惱即菩提。

萬緣水陸法會，是佛光山年度重要的修持活動。星雲大師說：

「很多人拜佛是來求財富，可是財富有很多種，有山河大地的共有

財、銀行存款的私人財，及道德、人格的無形財富。」大師強調：「與

其求自己有錢，不如求大家都有錢；與其求有形的財富，不如求智

慧、人事和諧、家庭順利的無形財富。」

大師鼓勵信眾，不但要把禮佛的歡喜、滿足帶回家，更要以相

互尊重、和諧包容的方式與人互動，並以「學習廣結善緣、不斷修

正改正自己、道德人格不斷提升、學習謙虛的人生」四點勉勵大家。

（四）人間歡喜

佛經裡說十法界，雖是十法界，但其實在每個人自己心裡，在

每個人的方寸之間。我們每天在十法界裡，平常在社會上工作服務，

與佛菩薩比較少交流，與人間的是非、惡道常常交會，可以說一個

人一天當中，在天堂、地獄間來回好多次。在水陸法會期中，人們

於此接受薰陶，和許多聖賢來往，受他們影響，「近朱者赤」，就

能夠變化氣質，有善緣好運。信徒端嚴虔誠，專注佛事。（法宣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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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佛教常給人消極、悲觀、厭世的錯覺。佛陀雖慈悲教誡

世間是苦、空、無常，但也同時指示對法樂喜悅的追求。佛教有慈

悲喜捨的內容，有利樂人間的聖道，有極樂淨土、琉璃世界的美妙

樂悅，凡是在佛法中有體驗證悟的人，總是歡呼著：「法喜！解脫！

襌悅！安樂！」在在表現佛教導人歡喜、令人快樂的實情。

依據佛經記載，佛陀宣講佛法時，是「助令歡喜」、「歡喜說

法」、「示教利喜」的典範，諸弟子聞法皆「心生歡喜」、「願樂

欲聞」，大眾更以「歡喜踴躍」、「歡喜信受」、「歡喜奉行」乃

至「歡喜讚歎，作禮而去」，表達對佛法的信受。這麼一場歡喜春風，

早在佛陀時已散發遍布。佛教所擁有的法喜襌悅，才是真諦寶藏。

星雲大師創辦國際佛光會時表示，佛光教團是一個歡喜的團體，

融和友愛的組織，用入世替代出世，用積極換取消極，用樂觀改變

悲觀，用喜世摧毀厭世，用歡喜的奉獻，展現國際佛教的生命力與

正覺觀。

三、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的價值

（一）慈悲濟世，普利群生

水陸法會因以飲食上供諸佛菩薩及一切賢聖，下施法界一切有

情，功德不可思議。祖師說：「今之供一佛、齋一僧，尚有無量功德，

何況普遍供養十方三寶、六道萬靈，豈止自利一身，亦乃恩沾九族。」

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財施解救生活的困厄，法施

解除人們精神的苦悶，更要以無畏施的精神來保障人類的安全。菩

薩在強烈的慈悲心、正義感驅使下，一切皆以群眾的福利為前提，

凡是金錢、能力、精神與時間許可，無不全力以赴。對苦惱眾生，

視如父母、如兄弟、如姐妹，或施與金錢的救濟，或施與物質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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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貧病交迫者，施以醫藥的治療；思想不正者，施以真理的指導；

對於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者，施以無畏的保障。

《水陸儀軌》為大乘普度法門，博施濟眾，普利群生為必備條件；

「普施」、「普供」、「平等供養」為行法中常行用語。其普施對象，

包含十法界，上堂是離苦得樂之諸佛菩薩等出世聖賢；下堂為沉淪

六道輪迴，迷惑顛倒之世間眾生。具體博施濟眾對象，除上堂所召

請的各席，下堂召請的十四席之外，又分十二次一一召請各界亡靈

來參與勝會；一次次地至誠懇切召請，恐有遺漏，悲憫之情自然流露。

另外，祝願的總結性祝禱詞分為兩部分：一是「供上堂法事」

中最後行法，為回向祝願，凡三十二願；一是「燒圓滿香」懺悔業

障之後，施主代為一切眾生發起四十八願。

「供上堂法事」有三十二願。祝願文的第一祝福對象為國家君

主，然後是后妃、王子、一切官僚等，從社會地位較高的對象回向祝

福起，其次祝福儒、釋、道、仙、魔、祖先、父母、兄弟、師友、天

地神祇等等，最後則回向地位卑下者。其祝願對象從上到下的排列，

是對社會地位的尊崇，反映民間對人世帝王、將相的嚮往；中間所祝

福的各家、各流、親、非親等，顯現此懺法平等布施的思想；最後祝

福及於地位卑下者，願其脫離卑賤的困境，顯示慈悲利濟之心。

「燒圓滿香」共四十八願。祝願文亦始自祝福遠近臨邦一切君

主，願其德化天下；然後是后妃、皇子、藩王、一切官僚、一切將

士等，仍是從社會高層祝福起，顯示民間仰望王侯將相的心思。從

第十一願至第二十願，則祝福一般庶民，包括農民、百工、醫卜、

商賈、奴婢、軍人、屠沽、師巫、伶優、娼妓等社會各行各業，祈

願正業者能各務本業，邪業者能改邪歸正。從祝禱文中對社會階層

高低的次序來觀察，可知當時的社會所認定的階級標準。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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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願之後的祝願，更能彰顯族群融和的襟懷。從第二十一

願至第二十七願，祝福的對象為各類非壽終正寢之亡靈，如：戰死或

無罪而被誅者，或遭虎、狼、毒蛇、盜賊、水火風雷災死難者，或中

毒者、自殺者等等，願彼等能解除冤業，修持慈心，消除宿業，得復

正軌。第二十八願至第四十八願祈願祝福對象，則屬社會邊緣人，如：

毀瀆佛法、不信佛教者；放縱怠惰、酣酒嗜色、博弈遨遊之人；強盜、

逐利死亡、自私傲慢、惡口兩舌之人；盲聾瘖啞、肢體殘障者等等。

此外，更進而祈願鰥寡孤獨者、驕淫不守規訓者、年老無子息

者，能各得其所，或生福德之子以繼承家業；又祈願夭折嬰兒、產

難母子，能保全性命；祈願不孝之子，改悔前過，孝慈父母；最後

甚至祈願不仁不義、違犯五逆十惡之徒，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水陸法會的祝禱詞，祈願如此廣大群眾，能由此水陸之功，得

蒙度脫。可見普利群生的普度觀念，在中國本有的「博施濟眾」基

礎下，更加充分發揮。

馬來西亞佛光山首次舉辦水陸法會，近 2萬人次參加。（蔡榮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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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以「萬緣」建水陸，比傳統的「眾姓」、「獨姓」更多

一重「普濟」的精神。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將博施濟眾的精神融

入儀軌中，普施齋食於水陸有情，救拔諸鬼，體現人間佛教慈悲濟

世，普利群生的理念，度死也度生。

（二）重視戒法，淨化人心

佛教教化眾生的程序有三：一是未種善根者令種，二是已種善

根令其成熟，三是善根成熟者令得解脫。

《水陸儀軌》別於其他懺法的儀式是講說「幽冥戒」此一法門。

佛教的一切懺法中，必定有懺悔、皈依、回向等法門的行持，授戒

時，也必為受戒者三宣羯磨，強調戒律的重要性。水陸外壇有誦讀

《梵網經 ‧ 心地品》的施設，讓與會者明白菩薩戒法十重罪；內壇

行懺時，特別講說幽冥戒，為幽囚眾生說十重罪詳細內容，令幽囚

眾生明白受苦之因，發心懺悔，改過遷善；唯有真心懺悔，方能領

受一切法益。齋懺之所以成為普度法門，在於受度者自身能否懺悔；

受度者若不能懺悔，則一切行法於他無益。換言之，真心懺悔、發

心持戒，是使齋懺成就普度法門的關鍵。

《水陸儀軌》重視戒法的精神與「施食」來源有關。《涅槃經》

中記載，佛陀囑咐曠野鬼神，乃至後世一切幽囚眾生，為得施食真

實利益，必定要受持戒律。《水陸儀軌》延續此精神，在懺儀中特

地安排講說幽冥戒，令幽囚眾生受戒、持戒，得施食利益；而為達

成「普度」目的，再三反復懇切讀誦、宣說戒法，令與會大眾、幽

囚眾生起懺悔心、發心持戒、聞法起修，達到教化之功。

大乘菩薩戒法是諸佛之本源、菩薩之根本，佛弟子應受持、讀

誦、善學。受持「五戒」，可以正人格、得人身；受持「八關齋戒」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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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出世因；受持「菩薩戒」更進一步發菩提心。在家菩薩以最勝菩

提心為根本，行六度萬行，必能自他俱利，諸事圓滿！參加水陸法

會者，應以六度學習及修行：

布施：水陸道場敷設種種六塵妙供、精餚佳膳，供養十方聖凡

等無差別，就是廣修供養。十方信眾隨力隨分歡喜布施，共同成就

水陸因緣是財施；法師以經咒、觀想的加持力，將會中飲食變成甘

露法食，廣施超越時空的供養，普濟六道眾生是法施；更以佛法開

示令眾生心開意解，發菩提心，早脫苦輪是無畏施；財施、法施、

無畏施三施同顯，布施供養深廣普及，周滿法界。

持戒：水陸法會對參與者的要求特別嚴謹，尤其內壇的參與者

必須嚴持儀禮，恪守規則，持素修齋，虔敬不苟地跟隨法師如法如

儀，參與佛事。

忍辱：法會過程中，住於道場，要忍耐種種規矩要求，接受住

宿環境的陌生、簡約與不便；未能入宿者，也要成就、包容他人，

彼此學習不計較、不比較的忍辱波羅蜜。

精進：水陸內外壇場眾多，早午晚甚至深宵皆有佛事，能跟隨

時間作息全程參與者，都是不休息的常精進菩薩；懂得珍惜因緣隨

喜參與者，亦難能可貴。

禪定：能如法如儀，跟隨法師念誦，隨文入觀，雜念不生，法

喜充滿即是禪悅。

智慧：能萬緣放下，拋開世俗事務，參與法會，當下已具智慧，

法會中能用心聆聽法師開示，更令智慧增長。

歷代僧眾不斷以各種方式教育信徒，期望大眾能了知佛陀教義，

踐履信仰，對生活、生命進行徹底改造，達致出離輪迴，圓滿菩提

的最終目的。人間佛教的意義是導正人心、改進生活、淨化心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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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生命、提升人性、美化世間，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的菩薩六度

精神，代表了世間與出世間的圓融。

（三）平等和平，族群融和

星雲大師說：「無論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身口意三業具備，身

做好事、口說好話、意存好心。」佛弟子修行要能不計較、不比較，

沒有大小、沒有高低。在佛法裡，施者、受者等無差別。參加水陸

法會的意義在於學習平等心度眾，以無遮大會表達對一切眾生的友

愛、關懷與好意。除了給予衣食外，更要以佛法令眾生入無餘涅槃，

即沒有煩惱、生死、掛礙。因此，參加水陸法會，無論是禮拜或聽

聞經義，都要以感恩心、平等心隨心隨力而做，將歡喜、讚歎、平

安帶回家裡，帶給全世界。

由於水陸法會之儀文以中文為主，一般外籍人士少能知其梗概，

2000 年佛光山美國西來寺舉辦水陸法會時，為讓西方人士也能了解

水陸法會的意義及佛事內容，特別製作英文簡介，內容計有水陸法會

緣起、佛事壇口說明、水陸法會答客問等，此外，更特地設立英語藥

師壇，以英文版《藥師經》誦念，西方人士於圓滿日齊聚壇場回向，

不但增添水陸法會的殊勝，也達到水陸法會壇口本土化的深遠意義。

（四）宗教藝術，美化人生

水陸法會分為內壇佛事及外壇佛事，若論法事內容，重點在內

壇；儀式上，一定要有水陸畫。

水陸畫是舉行水陸法會不可或缺的聖物之一，懸掛於內壇，代

表法會所邀請的對象─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眾生。包含佛、

菩薩、尊者、明王、天龍八部、梵王、帝釋、星曜等像；也有山川

神祇、往古人倫、阿修羅、冥官、地獄眾生、幽魂滯魄、法界旁生

從人間佛教思想探討佛光山水陸法會



《　　　　　》學報‧藝文│第六期

128

等像。水陸畫對信徒有一定的行為約束和倫理教化作用，參加內壇

的信徒置身於儀式的整體情緒氛圍中，面對所奉請的神祇圖像時，

通常都會生起既崇敬又畏懼的心。

水陸畫像所描摹的佛菩薩或神祇形象，給人親近、安詳、可依賴

之感。如清代繪製的釋迦牟尼佛像，面相圓潤端莊，威儀堂堂，嘴角

微翹，呈微笑狀，頭部稍低，略作俯視狀，與虔誠的禮佛者在仰視時

的目光交會在一條斜線上，讓人感受到佛的「大慈大悲，如月如日」。

水陸畫像的莊嚴寧靜，能讓參加法會的信徒緬懷聖者，並激發

熱忱，跟隨祖師大德的典範，走向佛陀所啟示的正確行為。虔誠的

禮佛者把水陸畫當成一個象徵，用來觀想以獲得心靈平靜，這種感

覺使他們拜得感動而有意義。

圖像是淺意識的語言，可以在一個人的內心完美的創造出來。

內壇每一席都會懸掛對應的水陸畫。（莊美昭 /攝）



129

在中華文化歷史上，畫家和佛教都很有淵源，繪畫成了人類不可或

缺的人文藝術，將心中的感悟化為圖像，也是人生的一種修行。細

細觀看水陸畫，追憶佛菩薩聖行，能使人獲得啟示，理解因緣法，

清淨身口意，增加生命向上的力量，美化人生。

四、結語

人間佛教內涵著重「自利、利他」、「自立、立人」、「慈悲

喜捨、同體共生、因緣果報」，因此，佛光教團秉持給人信心、給

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以「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的

方便法舉辦各種活動，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的啟建亦秉持此一理念，

由消極的規範自我，到積極的廣修善行，以期達成「淨化世道人心，

建設佛光淨土，實現世界和平」之目標。

一般人以為禮佛拜懺執著於功德，是一種迷信行為，其實，佛

並不要人拜，而是人們需要拜佛。《六祖壇經》云：「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願意放下身段，去除驕慢，

以謙卑的心，五體投地於佛菩薩聖像前，就能喚起內心中的佛心佛

性。禮佛真義其實在於禮拜自性佛、法身佛，並非向外求得功德或

名聲。

佛光山萬緣水陸法會，除了普供四聖六凡之功德外，透過如法

如儀的禮佛與拜懺，更可以淨化心靈，開展智慧，折伏我慢，莊嚴

身心，成為行事端正、心意善美的人，進而擴大心胸幫助他人，自

他增上，一起圓滿人生。

水陸法會共同唱出人間佛教的清淨法音，為國家、為世界祈禱，

期建立充滿歡喜、融和的人間淨土，將佛法融入人間，將真、善、

美實踐在每個人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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