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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
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張家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副教授

何謂人間佛教？星雲大師曾多次說道：「佛教就是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就是佛教。」這一表述既可視為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

所給出的最為簡明直接的定義，同時也反映了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

理論與實踐的深層思考。可以說，星雲大師的著作《人間佛教回歸

佛陀本懷》，就是對「人間佛教就是佛教」這一表述的系統展開，

是大師對其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帶有總結性的闡述。筆者以為，如

果要對上述定義下一註腳，不妨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

佛教。

一、佛法在人間

佛教自 2600 多年前在印度創立以來流傳至今，已遍及世界五

大洲。然而，自「佛陀入滅後不久，便由於弟子在教義與戒律行持

上有各種不同的執著，分裂成很多的部派，所以稱為『部派佛教』。

後來隨著時空的流轉，在時間上有了原始佛教和印度大乘佛教的說

法；在空間上，因地理位置又分出南傳、北傳、漢傳和藏傳的佛教。

甚至佛教的傳播愈傳愈廣、愈久、愈大，因此又發展出韓國式的佛

教、日本式的佛教、泰國式的佛教、西方人的佛教等等。光是在中

國，就分有八大宗派，單指禪門吧，又有一花五葉、五家七派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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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 那麼，我們應當如何來把握佛法的本來面目？如何認識人

間佛教的內涵與精神是什麼？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一書有二個關鍵字：「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該書不僅提示了人間佛教的本來面目，實際上也告

訴我們：回歸佛陀本懷，亦即回歸佛陀的人間生活，也是我們認識

佛法本來面目的重要途徑。

佛陀出生在人間，為求得人生的真諦而出家，他修行在人間，

弘法在人間，成佛也在人間。筆者曾這樣設問：一位大乘佛教得道

高僧的生活方式，應當是忙還是閒？在很多人心目中，佛教徒的形

象應是遠離世俗的塵囂、遁世隱修的山林僧人。然而，從佛陀一生

的經歷來看，事實並非如此。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以後，並未隱居

山林獨自清修，自了生死，而是「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畢

生都在弘法利生、濟世度眾，說法 49 年，直至涅槃。

大師書中指出：「佛陀所

說的教法，都是為人間而說

的，如此，不稱為人間佛教，

要說是『六道眾生』中的哪

一類佛教才好呢？」2「佛在

僧數」，在原始佛教時期，

佛陀是比丘中的一員，佛陀

曾為弟子縫製袈裟，比丘身

體患疾病，佛陀也都會過問，

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北京：人民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8 月，頁 8。
2. 同註 1，頁 10。

佛陀親自照顧生病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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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就是一個領著弟子修行的長者，是一個非常形象生動的修行領

路人、指明燈。佛陀在人間修道悟道，但不能違背人道，在人間你

還要吃人飯、說人話、做人事。因此，從佛教創立的那時起，佛法

就沒有離開人世間，沒有離開人間生活。換言之，佛教本來就是人

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歷代高僧大德對佛法的「人間性」都有清

晰、明白的認識。中國人在佛法的抉擇上，最終選擇了大乘佛教教

法，從而使得中國佛教的入世精神（人文精神）顯得更為突出。正

如中國化佛教的典型―禪宗的創始人六祖惠能大師所說：「佛法

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因此，儒佛道

三教融通、「隨順世間因緣」，也就構成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特徵。

如道安大師主張「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大慧宗杲禪師說「忠

義心即菩提心」，以及佛門對「孝道」的提倡等等，都是中國佛教

人間性特徵的具體表現。

然而，中國佛教發展到宋明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出現了一

些偏差。在太虛大師看來，傳統佛教的弊病及問題主要表現在：中

國佛教原本注重人生、正視現實，但到明清以後逐漸退縮轉變成消

極避世。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經懺佛教成為明清佛教的主

流，佛教成了專為超度死人的儀式。由此，使得「人生」的佛教成

為「死的佛教與鬼的佛教」。3

鑑於此，太虛大師等有識之士高舉「人間佛教」的旗幟，畢生

致力於改革傳統佛教的弊端，旨在復興中國佛教（漢傳佛教）。由

太虛大師等人所宣導的人間佛教旗幟一直延續至今，成為近現代以

3. 太虛：〈人生佛教開題〉，載《太虛大師全書》卷 3，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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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海峽兩岸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潮。特別是由星雲大師所創辦的佛光

山道場，繼承和發展了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和佛教改革的主

張，以「人間佛教」為核心理念，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將人間佛教

思想發展為當代世界漢傳佛教的主流思潮。

星雲大師說，「人間佛教既要符合『佛說的』，還要順應『人

要的』」，並為人間佛教提出四個宗要：「家國為尊、生活合理、

人間因緣、心意和樂。」4 他認為，只有讓大家共同接受的佛教，

才是人間佛教。大師為實踐其「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的理想，畢生致力於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和弘法事業，也給

當代世人及佛教徒樹立了一個為法忘軀之人間菩薩的得道高僧形

象。

二、修行在人間

人間佛教主張積極入世，要隨順世間因緣。然而，人間佛教的

入世並不是要世俗化，而是化導世俗。也就是說，人間佛教所宣導

的世間生活，是在佛法指導下合乎「中道」的生活，是追求覺悟的

人生。依人間佛教的說法，修行在人間，生活即是修行。

星雲大師說：「人間佛教不一定要去成佛，佛陀都已說過人人

皆有佛性，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覺悟』，覺悟自己可以調和自己

與一切世界，自己能統攝自己和一切世間。」5 佛教修行的核心在

於「修心」，亦即使此心由迷妄走向覺悟，要在日常生活中，時時

刻刻保持此心的明覺狀態。大慧宗杲禪師說：「行住坐臥，時時管

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16。
5. 星雲大師：〈序二．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11。

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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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6 大慧禪師所說的「行住坐

臥，時時管帶」，即明覺之心無時不在，不管何時、何地、做什麼

事情，都能以修行之心來安頓當下的生活，如此則生活之中無不是

在修行。人間佛教的修行就是落實在人生的行住坐臥、一切時中，

此外並沒有特別的時間來修行。唯有做到明覺之心恆不斷絕，行住

坐臥皆在修行，方可折伏煩惱，增長信心，並最終成佛。

當然，人間佛教的世間生活旨在實現心由迷到覺悟的轉變，其

與凡夫的世俗生活有著本質的不同。「人間佛教是以菩提心為主，

以菩薩道為行」。7而人間佛教的「菩提心就是要有『入世』的精神，

還要有『出世』的思想。也就是要能『入於世間』，而又『不著於

世間』」。8《壇經》記六祖著名偈語「佛法在世間」的後面幾句是：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也就是

說，人間佛教的世間生活並不隨順世俗流行的價值觀念；相反的，

是在世間生活中追求出離脫俗，表現為「還滅」，即與世俗社會相

反的價值取向和追求。

宋代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契此）有一首詩偈：「手把青秧插

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所

描寫的正是以退為進的人間佛教的世間生活方式，也就是要「以出

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還有一例，故事則更為生動。《星雲說偈》中曾解釋過一首偈

語：「昔日趙州少謙光，不出山門迎趙王；怎知金山無量相，大千

世界一禪床。」（詩偈見《金山志略》）這首偈是宋朝佛印禪師所

6. 慧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第 47 冊，頁 867 中。

7.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頁 19。
8. 同註 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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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典故出自唐代。

相傳唐代趙州從諗禪

師居趙州觀音院，有一天

趙王（即真定帥王鎔）來

訪，趙州禪師沒有起身迎

接，而躺在床上對趙王

說：「我身體不適，不能

起身接待，失禮了。」趙

王景仰禪師已久，對此一

點也不見怪，他只是在

趙州禪師的床邊寒暄幾句

後，就離開了。第二天，

趙王派手下人攜帶禮物前

來寺院看望老禪師。禪師

聽說趙王的使者來到寺院

的消息，披著袈裟親自出門迎接，熱情招待客人。弟子們見此情景

紛感大惑不解，禪師便向弟子們解釋說：「我的待客之道分為三等，

上等客人來我在床上迎接，用本來面目相見；中等客人來我就隨緣，

坐在客堂迎接；下等客人來就需要應酬，才穿了袈裟出迎。」

正是鑑於趙州禪師獨特的待客之道，宋代大學士蘇軾便投書金

山寺佛印禪師，準備不日登門拜訪佛印，並希望佛印禪師效仿趙州

禪師之舉，「不必出山，當學趙州和尚用上等法待我」。可是，當

蘇東坡到達金山寺時，卻見佛印早已在山門迎候了。東坡笑他不及

趙州禪師的見地，佛印便吟誦了這首詩偈作為回答：當年的趙州和

尚不出山門迎接趙王又算什麼呢？你看我們金山是無量之相，大千

趙州禪師以獨特的待客之道接待趙王。

( 高爾泰、蒲小雨 / 繪）

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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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可以是我的禪床。你以為我是在山門迎接你嗎？其實我現在

仍然躺在我的禪床上呀！頓時讓來訪的蘇東坡啞口無言。9

在中國佛教史中，諸如此類清新脫俗、而又不離世間生活的高

僧故事還有很多。「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僧肇語），布袋

和尚、趙州禪師、佛印禪師的思惟方式及修持功夫，的確是與眾不

同，他們將般若智慧融入人間生活，正是人間佛教世間生活的寫

照。

三、成佛在人間

佛者，覺也。從悟道成佛者的果報之境來說，成佛之人應當是

脫離輪迴的世間，住於佛國淨土。然則人世間的實相是什麼？佛國

就是指遠離人世間的彼岸世界―西方極樂世界，抑或是東方淨琉

璃世界嗎？略通佛教知識的人們通常會認為，佛教主張此岸是苦，

現實是生死輪迴的世間；只有脫離人世間的彼岸世界才是理想的佛

國。然而，上述說法既不符合人間佛教理論所指向的「理想世界」

觀，也不符合佛法所觀照的現實世間的本來面目（實相觀）。

星雲大師曾這樣說：

生命在輪迴裡就解脫了，沒有所謂輪迴的問題。有輪迴，

但不是說輪迴內就是苦，輪迴外就是樂。因為輪迴也是在

世界空間裡……輪迴在哪裡？虛空之中。所謂「法界圓

融」，到處都有，到處都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勉強

9. 佛印禪師偈語及故事，見行海《金山志略》卷 1，收於《中國佛寺史志彙刊》

第一輯。所述趙州和尚故事有演繹的成分，但還是有一定歷史依據的。參見張
子開：〈周遊煙水半天下，融貫南北弘禪道―趙州從諗化跡考〉，載《五台
山研究》2000 年 04 期，太原：五台山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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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可以用「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來表示，那可

以說就是人間佛教的世界。10

「沒有輪迴」，乍一看，這一說法好像頗為

標新立異，但仔細思量，卻是具存深意焉。

實際上，星雲大師所描述的這個解脫成

佛的世界，也就是當年太虛大師所說的「真

現實」。早在 1927年太虛大師就開始撰寫《真

現實論》一書（這也是太虛大師一部未完成的

著作），旨在作為揭示佛教為一面向現實世

間之宗教的理論論證，是太虛大師建構其「人

間佛教」理論基礎的重要著作。1938 年，太

虛大師在重慶所作的〈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

一文的開頭，就有一首後來廣為流傳的詩偈：

墮世年復年，忽滿四十八。眾苦方沸騰，遍救懷明達。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11

太虛大師認為：由人至佛的升進，在於用智慧超越凡俗層次，從而

達到對現實存在的真實把握，即對現實世間之實相的把握。故菩薩

的理想境界並不在他界彼岸，而必須在現實世間完成。佛法立根於

「去妄存真」的「真實義」，佛法的整體性正是依「真實性」而建

立的，「境、行、果」三法由「真實義」而貫通。

10. 星雲大師：〈序二．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頁 13。
11. 參見太虛：〈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載《太虛大師選集》下冊，新竹：正

聞出版社，2008 年 5 月重版，頁 213。

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太虛大師著作
《真現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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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澄先生在《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中曾說：

佛學對象的中心範疇是「真實」（或稱「真實性」、「真

性」）。它是就「所知」―「境」說起的，而「所知」

又不僅是感性的，還是理性所緣的對象……佛教講的境、

行、果三個範疇，都是相互聯繫的，其哲學思想主要表現

在「境」這一範疇的說法上。質言之，就是它的真實性問

題。12

就佛法中「境」這一範疇來說，包括現實之境（世間）和理想之境

（佛國）這兩個方面。理想與現實、凡與聖、娑婆世間與佛國淨土，

其對立與衝突是相對的，而在本質與實相層面卻是統一、不二的，

此即「真現實論」。

太虛大師在《真現實論》中根據唯識義對「現實」意涵作了深

入的辨析，他認為「真現實」就是「現實」。在太虛大師看來：「現

實一詞，包含意義之廣，無論凡愚菩薩佛，都不能超越『現實』一

詞之範圍。」13 現實一語似等於「宇宙」之義，而又絕非「宇宙」

一名所能詮顯；與「法界」一名相等，但就本名直詮多義而言，還

是比不上「現實」一名，因此「現實為唯一大總持之義」，「現實

本不必加以真字，因為通俗所謂現實是與理想相對的，今為簡別通

俗的現實一名，故加一真字，名曰真現實」。14

太虛大師在《真現實論．宗體論》一書的末尾兩節中，提出

「發達人身即證佛身」、「淑善人間即嚴佛土」。15 可見，《真現

12. 呂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頁 7。
13. 太虛：《真現實論．宗體論》，載《太虛大師選集》中冊，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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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論》一書充分體現了人間佛教理論在入世與出世、「世間法」

與「出世間法」之間的統一：在「境」層面上的對世間「現實」

的肯定；「行」層面「學佛先從做人起」，「人圓佛即成」；「果」

層面的「成佛在人間」，這就是人間佛教的「現實」（世間）觀。

成佛在人間，佛國就在眼前。佛法主張「依正不二」，對於一

個覺悟的眾生來說，理想社會就在現實世間之中。這也就是星雲大

師所說的：「生命在輪迴裡就解脫了，沒有所謂輪迴的問題。」因

此之故，則所謂「輪迴」又在哪裡呢？

人間佛教重視的是現世人生的富樂，人間佛教就是要把淨土建

設在人間，讓人當生就能「現證法喜安樂」，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

死後才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人間佛教語錄》

人間佛教就是人間生活的佛教―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