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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修行
─以星雲大師「四給」思想為核心的探討

摘要

人間佛教經過百餘年的構建和實踐，已經成為佛教在現代

社會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形態，這一點已經成為學界和教界

的共識。但是，對於人間佛教修行觀及其修行實踐的批判

仍舊不絕於耳。本文以佛光人工作信條―四給思想為核

心，認為，四給是一個邏輯起點即其實踐起點（信心），

既注重當下（歡喜）又指向未來（希望），以與般若相應

的方便貫穿其中的嚴密框架。這個框架以「給人」為導向，

把修行置於工作和生活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性。並因此認

為，人間佛教的修行並不排除自修和共修，甚至說還相當

重視共修的意義和修行方式，但是在此基礎之上，人間佛

教更加注重眾中的修行，更加注重在眾中、在結緣中、在

服務中檢驗自修和共修的成果，努力打破「把方法當成清

靜之所」，從而超脫出「自己腦袋創造出的修行的那個境

界」，因此提倡各種社會運動，社會活動也在此意義上而

具有了修行的價值。

關鍵字：四給　佛光人工作信條　眾中的修行　結緣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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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間佛教經過百餘年的構建、實踐，已經成為佛教在現代社會

發展、實踐的主要形態，是佛教現代轉化的重要理論成果，這一點，

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對於人間佛教的批判，尤其是對於人

間佛教缺乏修行的批評仍然不絕於耳，這一點，不管是在教界還是

在學界都有一些反應。星雲大師在《貧僧有話要說》中曾經談及這

一批評：「在貧僧的生命中，一般人都以為我只會寫文章，只會辦

活動，只會建寺廟，只會講經說法，只會寫一筆字，只會接待高官

顯赫人士，只會出國旅行―但這些舉辦活動、建寺、講經說法，

不算修行嗎？」1 一年後，他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中提到 8 條

對於人間佛教不了解的人關於人間佛教的疑義，其中 6 條都與上述

問題有關，包括：

1. 人間佛教是庸俗的、世俗的，是人乘的，沒有到達最高

成佛的境界。2. 人間佛教都是重視世俗的活動，而這許多

活動與學佛沒有什麼關係。3. 人間佛教沒有修行，頂多是

個人的做人處事，這與學佛的超越、增上、成佛作祖等可

能扯不上關係。4. 人間佛教是在家的，對於出家眾的叢林

生活、對於苦修悟道，沒有神聖性。5. 人間佛教傳承內容

是什麼呢？沒有感到哪個人修行上有成就。由於大家不知

道，所以不容易推動。……8. 人間佛教沒有解脫道，沒有

證悟的境界，傳統的佛教不容易接受。2

1. 星雲大師：《貧僧有話要說》，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5 年，頁 4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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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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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凡法師也說：

談到佛教的修行，一般人常認為就是深山叢林、青燈古佛、

打坐參禪、自修自了、不問世事的修持方式，這樣『固化

的』形象，幾百年來經由小說、戲劇、電影的傳播，早已

深植人心，並視為理所當然，至於這真的是佛教的修行內

涵嗎？這樣真的會覺悟、會解脫、會平安嗎？一般人並不

會去深究。然而，錯誤的觀念不調整，久而久之便積非成

是，以非為是，以是為非。3

而學界則如鄧子美說：

有人批評人間佛教重視社會，輕忽了修行。4

程恭讓也說：

一般人對於人間佛教的質疑中，其中一項質疑，就是對於

人間佛教行者修行生活的質疑。很多人在不太瞭解人間佛

教具體思想、實踐的情況下，會傾向想當然地認定：人

間佛教既然積極入世，所以強於舉辦活動，而短於個人修

行。5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對於人間佛教缺乏修行的批評和質疑，基

3. 妙凡法師：〈人間佛教的佛陀觀―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為探討〉，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34 期，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2021 年，頁 41-42。
4. 鄧子美：〈星雲大師之人間佛教修行觀實踐與推進〉，載《2014 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5 年，頁 68。
5. 程恭讓：〈從《貧僧有話要說》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最近期論定學說〉，《人

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1 期，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6 年，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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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站在傳統修行觀的基礎上，而無視或者不承認人間佛教多元

化修行方式的合法性。

以星雲大師為代表的佛光山僧團對於人間佛教行者具有修行的

回護和確證，則基於人間佛教的修行觀。與傳統的修行觀相比，人

間佛教的修行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這一點也是人間佛教

整體藍圖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如程恭讓所言：「筆者將『人間佛教

的修行學』列為大師人間佛教最近期論定學說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不僅是因為大師在這部著作中確實富有深意地專題回應了這樣的一

種質疑，也是因為這一問題對於我們深入理解人間佛教的性質，乃

至對於人間佛教今後進一步的持續穩定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

實意義。」6 人間佛教的修行觀也需要進行仔細的檢視、反思和梳

理，這一方面是回應教界和學界質疑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人間佛

教宏大藍圖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對於有著實踐轉向的佛光山僧團

而言，更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星雲大師對於修行問題相當重視，他曾說：

佛教與一般哲學不同，佛教不只是講知識、講理論，佛教

更注重虔敬的信仰，完美的道德。但是，佛教最主要的卻

是重視實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修持」。7

他還說：

今日佛教最令人悲痛的事，並不是沒有人信仰，也不是沒

有人研究，而是真正修持的人太少，真正有證悟的人太少。

6. 同註 5。
7. 星雲大師：〈壹、修行資糧篇〉，《佛教叢書 7．儀制》，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7 年初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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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很多人將佛法的道理說得天花亂墜，但卻沒有人真

正將佛法的理論付諸實踐。8

因此，早在 1976 年 11 月，星雲大師第二次在台北國立藝術館佛學

講座時，第三天的講題就是「從古德的行誼說到今日吾人修持的態

度」；1977 年 11 月更是在台北中山堂連續 3 天以「從佛教各宗各

派說到各種修持的方法」為題進行演說；1978 年 10 月在台北國父

紀念館舉行為期 3 天的佛學講座，第三天的題目為「生活與修持」；

1979 年 11 月於國父紀念館以「佛陀的宗教體驗」「阿羅漢的宗教

體驗」和「菩薩的宗教體驗」為題進行了 3 場佛學講座，等等。

而在大師對於佛經的現代詮釋中，有兩部直接貫以「修行」為題

名，即《在人間自在

修行―八識講話》

和《在人間歡喜修

行―維摩詰經》。

除了進行佛教修

行理念的各種反思和

演講外，佛光山僧團

還實踐星雲大師注重

修持和實踐的理念，

如 1980 年「二月一

日至十五日，首度實

行封山。這半個月的

8. 星雲大師：〈生活與修持〉，載《星雲大師講演集 2》，高雄：佛光出版社，

1982 年初版，頁 214。

星雲大師早年在台北中山堂講演側影。1977.11.4
（圖 / 佛光山宗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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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佛光山所有僧眾閉關靜修，沉潛學習。除了日常功課外，每

晚安排有共修時間，由我親自指導徒眾各種修持法門。我認為一個

弘法者，唯有精進於自我修持，在度眾上，才有源源不絕的力量與

資糧。」9 可以說，修行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藍圖中最重要的一環。

如何修行、如何落實人間佛教的理念於我們的生活之中，關涉

到人間佛教的本質。下面，我們將以「四給」思想為核心，來展示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修行觀的內涵、特質以及意義。

二、「四給」的歷史脈絡梳理和內涵

（一）「四給」的脈絡

「四給」思想自佛光山開山以來，就成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修

行觀中的重要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星雲大師自覺轉化傳統修行方式

的第一個重要成果。星雲大師說，佛光山開山伊始，他就把「給人

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

檢索星雲大師已發表的著述，最早的文字記載出現於 1986 年 8 月 1

日的〈西來飛鴻―大師慈訓〉，10 其中說：「『弘法是家務，利

生為事業』，一個修行的人要有『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9. 星雲大師：〈一九八一年新春告白〉，《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
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733。

10. 《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中有一條紀錄早於這一條，即 1986 年 5 月 27 日講
於高雄中正文化中心的〈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一）〉，其中有：「在淨土
裡的人際關係是不疑惑、不嫉妒、不欺、不侮、不妄語、不騙人、不打、不鬥，

沒有煩惱是非；淨土裡人與人之間相處，會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但是這一條在較早的版本中卻是：「在淨土裡的人際關係是不
疑惑、不嫉妒、不妄語、不騙人、不欺、不侮、不打、不鬥，沒有煩惱是非。

淨土裡，人與人之間相處，無不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力量，給人方
便。」見《人間佛教語錄》上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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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方便』的佛光人信條。」112010 年元旦的〈二〇一〇新春告白〉

中，星雲大師在給佛陀紀念館的八座寶塔命名的時候，第一次出現

了「四給」這一更加簡練的概念，並且把它放在了「三好、四給、

五和、六度、七誡、八道」這一修行序列和結構中，並借由佛陀紀

念館的巨大影響力而廣為人知。

在「三好、四給、五和、六度、七誡、八道」的序列和結構中，

只有六度和八道是傳統佛教原有的修持概念，「三好」、「四給」、

「五和」、「七誡」都是星雲大師為了現代人修行的方便，對於傳

統佛教修改觀念所做的通俗化、社會化、現代化的詮釋。張家成認

為，在「三好」、「四給」、「五和」中，尤以「四給」思想最能

體現大乘菩薩道的慈悲精神。12 李聖俊認為，「三好」是對五戒十

善等人天善法的善巧總結，「四給」是對六度四攝、四無量心等大

乘菩薩願行的轉化。13 除了上述區別，「四給」首先是作為佛光人

的工作信條而提出的，這一點與其後提出的「三好」（1998 年）、

1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信選》，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頁 786。在《星
雲大師全集》電子版中，這一處的表達有所不同。這封信在《全集》中叫〈給
徒眾的一封信〉，其中的表達方式為：「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給人服務」，這種表達在大師的著作中凡四見，另見於〈星雲禪話序〉（《佛
教叢書 9．藝文》，高雄：佛光出版社，1995 年，頁 698）、〈佛教對社會病
態的療法〉（《星雲大師講演集 4》，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年，頁 322）
和〈六種神通〉（《星雲法語 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 年，頁 141）。在此，我們採取以先出版之著作為準的原則，權且認為
1986 年 8 月 1 日這封信為見於文字的「四給」的正式表述。在星雲大師已發
表的著作中，還有另外兩種表達：「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力量，給人
方便」（見註 10）；「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服務」（《人
間佛教的戒定慧》，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頁 66）。

12. 張家成：《回到「生活世界」的人間佛教―以星雲大師「行佛」思想為中心》，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35 期，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2021 年，頁 140。
13. 李聖俊：《在娑婆建設淨土―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淨土觀》，香港：香港

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0 年，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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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2010 年左右）以及「七誡」（1993 年）還在三個方面

存在差異。

第一，四給的實踐或修行主體首先是佛光人，甚至在《人間佛

教的戒定慧》中，「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服務」

這一稍微不同的表達方法還被專門放在了「僧眾應行（二十條）」

中，而其他三個則首先是作為社會運動來提倡的，修行主體更加廣

泛。當然，在佛光山的弘法中，「四給」因通俗化、社會化及其無

盡的慈悲精神，也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踐行。

第二，「四給」乃是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提出的。這一點在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中絕對不是無足輕重的，甚至是佛光山僧

團的重要標誌。重視佛教事業，主張佛教經濟獨立自主，乃是佛教

現在轉化的重要任務之一。星雲大師在其建構人間佛教的藍圖之初

就非常重視這一點。他曾經感慨佛教留不住人才，就是因為當時的

佛教沒有任何事業可做。他舉例說：「有位長老比丘，數十年前收

了不少青年出家，他將一半送去國內佛學院讀書，另一半送去日本

去學。……到日本留學的僧青年，回國後因不甘每日抹桌掃地，紛

紛改裝走入社會。」大師隨後感慨道：「佛教為什麼收不住這些人

才？原因是佛教裡沒什麼可做！」因此，大師疾呼：「希望佛教長

老們，你們要愛護青年，請你們多創辦些佛教事業吧！例如學校、

醫院、工廠、農場、公司等，給青年們能有服務的機會，佛教人才

固然不會外流，社會有用之才，將會紛紛走進佛教大門！」14

大師設想，當時的佛教應該要辦大學、組織籃球隊、辦電台要

求：「我過去常有這麼一個想法，即是對出家的資格要限制，如有

14. 星雲大師：〈做什麼〉，刊於 1963 年 5 月《覺世》旬刊，後收於《星雲大師
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124。

人間佛教的修行―以星雲大師「四給」思想為核心的探討



《　　　　　》學報‧藝文│第三十七期

52

男人想出家做比丘，先問他能做醫生嗎？能在大中小各學校教書

嗎？如果能教書或做醫生，即可允予出家。如有女人想出家做比丘

尼，先問他能做護士嗎？能做孤兒院、幼稚園的老師嗎？如果能做

護士，能當老師，即可允予出家。」15 佛教不要做社會的寄生蟲，

因此要有自己的事業；僧眾不可寄佛偷生，而要以教師、護士、幼教、

音樂師、美術師、語文師、文教、行政、講說、編輯、寫作、慈善、

禪修、淨念等為方便。16 因此，在星雲大師的人間行者的觀念中，

工作並不是可有可無的，人間行者必須有一定的工作技能；也就是

說，人間行者不僅要具備濟度眾生的慈悲願心，而且必須具備服務

眾生的能力。人間行者的修行方式也就因此與傳統的修行方式產生

了本質的差別。打坐參禪、念佛拜佛固然是修行，而在工作中建立

人間佛教的事業，在工作中服務眾生、濟度眾生，在工作中提升自

己、昇華自己也是修行，而且是人間佛教修行觀念的重大革新。

第三，「四給」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強調的是人間行者在

工作中的修行，工作即修行。而工作中的修行則降低了個人獨修的

色彩，甚至與共修也存在一定的區別，它強調分工合作，強調在眾

中的服務，強調在因緣中自度度人。

（二）「給」的內涵

「給」或者說布施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修行觀中是非常重要的

概念，他曾經用「給」來解釋人間佛教的自度度人。「學佛最重要

的是自度度人，所謂『自度』，就是自我健全，讓人接受；『度人』，

15. 星雲大師：〈當前的佛教應做些什麼？〉， 1960年4月刊於《人生》，後收在《雲
水樓拾語》，《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
ArticleDetail/artcle15369。

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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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給人因緣，讓他成功。」17 讓人接受也

就是給人接受，是星雲大師經常開示的一

個重要概念。

「四給」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其

重點在「給」。正如星雲大師所言：「給

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以上信條，以給為重心。無論是奉行菩薩

道的四攝或六度，都以布施―給，作為

度化之首要方便。」18 星雲大師總結自己的

一生就是給的一生，就連佛光山也是給出

來的。大師早在二十世紀五○年代的《八

大人覺經十講》中就說過「布施為度人的

根本」，因此他對於布施―給尤其看重。

總結來說，大師一方面強調傳統布施―

「給」的理念和實踐中所蘊含的慈悲、無

我和三輪體空的含義，另一方面也做了現

代化的詮釋，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 強調布施實際上是給自己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布施、給人是自己吃虧的，星雲大師以播

種為例扭轉了這種錯誤的觀念：

17. 星雲大師：〈佛法的管理法〉，《佛教管理學 2》，《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

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671。
18. 星雲大師：〈第十四課 佛光人的工作信條〉，《佛光教科書 11．佛光學》，

《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
artcle4630。

星雲大師一筆字《給人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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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布施，第一個要問的是：布施是給人呢？還是給自己

呢？如果我們認為布施是給人，當然是很難實踐，假如想

到布施是給自己，就很容易做了。但有的人會覺得奇怪：

「布施不是給人家嗎？怎麼會說是給自己呢？」

其實，布施不完全是給別人，也是給自己。你不播種，哪

裡會有收成呢？你沒有布施，哪裡能有所得呢？所以布施

看起來是給人，實際上是給自己。我們行布施時要想到，

布施是發財的方法，我想要發財，就要布施；我想要有人

緣，就要行布施。19

在這裡，星雲大師首先說明了布施的真相，即布施一方面是給人，

另一方面則更是給自己。猶如不播種就不會你有收成，如果不布施

則亦不會有收穫。大師在此善巧地說明布施的本質，則可以在相當

程度上對治眾生的貪欲，消除大家畏難的心理，從而積極地通過布

施為自己種福田。

其次，這也絕對不代表大師鼓勵大家為了發財、為了人緣、為

了自己而踐行布施。從動機來講，真正的布施出自無我、出自無緣

大慈，而不能為了自己發財、為了好人緣、為了別人的讚美、為了

別人的答謝等等，即無相布施；但是從結果來講，恰恰是出自無我

和無緣大慈的無相布施，反而是真正給自己，這是由佛教的因果法

則所決定的。最後，雖然無相布施很難得，但是大師並沒有否定有

相布施，並且肯定了有相布施也有功德，可得人天福報。星雲大師

認為，根據因果法則，布施是富貴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肯

19. 星雲大師：《般若心經的生活觀》上卷，《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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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是相應於現代人的心理實際的。

2. 擴大了布施的外延―增加布施的可操作性

佛教講布施，通常講財布施、法布施和無畏布施。對於一般人

而言，這三者都有一定的難度。星雲大師在其青年時期就對布施的

內容進行了擴展：

說起布施，「善財難捨」，很多人總怕別人勸他布施，其

實布施是很多方面的，並不一定非要把金錢物質給人才叫

做布施，就是我們貧窮得一無所有，仍可以布施。比方，

見到人的時候，就先對他打招呼，向他說：「你早呀！」

或是：「吃過飯了嗎？」「你從哪裡來？你過得很好！」「謝

謝您！」「請坐吧！」「阿彌陀佛！」如能把這些話掛在口

邊，不但會有很好的人緣，而且這就是在行「語言的布施」。

除此之外，見到人時含笑、慈顏、注目，這就是「容顏的

布施」。見到人迷路時，指引他帶他去；見到有人東西拿

不動，事情做不了，你說你來幫助他，代他做，這就是「身

行的布施」。見人受苦心生憐憫，見人布施心生歡喜，這

就是「心意的布施」。20

星雲大師在傳統布施內容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語言的布施、容

顏的布施、身行的布施和心意的布施，總的來講，生活中的一言一

行、發心起意皆可成為布施的內容，如此則人人均可踐行布施，大

大增加了踐行布施的可操作性，降低了眾人的畏難心理。所以星雲

20. 星雲大師：〈第七講 布施為度人的根本〉，《八大人覺經十講》，《星雲大師
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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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還講：

在平常的生活裡，布施的法門隨處可行。例如：隨手布施，

倒杯茶給人喝；隨口布施，讚歎人「你很偉大」、「很有

成就」、「很有道」、「很講信用」、「很莊嚴」、「很

發心」；隨力布施，在你需要我說明時，或許是寫一封介

紹信、打一通電話、給一份紀念品，只要我的能力做得到，

我都願意助你一臂之力；隨心布施，即使我不會說好話、

沒有能力助人，也不要緊，當人家做好事時，我心裡為他

歡喜，不嫉妒、不障礙，這也是布施。21

大師對於布施的現代詮釋，使其成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踐行的法

門。

3. 互相添油香──強調僧眾對信眾的布施

星雲大師認為，過去有些佛教寺院乃是靠著信眾的布施──添

油香來維持，人間佛教則提倡僧眾和信眾互相添油香：

有一次，我在巡視佛光山的各別分院後，問弟子們一個問

題：「傳統寺院都是信徒到道場添油香，我們出家人有什

麼可以為信徒添油香呢？」記得當時大家面面相覷，有一

個弟子不解地問：「信徒來到寺院聽經、禮佛、用餐、喝

茶後，總想要添油香，作為他們與佛祖之間的往來，為什

麼現在反而需要僧眾為他們添油香呢？」我告訴他們：「佛

教的發展固然需要信徒添油香，但是信徒給予寺院贊助支

21. 星雲大師：〈佛法的管理法〉，《佛教管理學 2》，《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

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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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論是奉獻他們的時間、體力、金錢，這些功德都是

他們一片善美的心意，因此，我們也要有所回報，用心意

為信徒添油香。」22

這一點尤其與「四給」作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具有相關性。大師說，

過去的信徒只是信佛、念佛、拜佛、求佛，因此而養成了一種貪心；

但是現在的信徒則是行佛，佛教界要是經常講「三好」、「四給」，

信徒但凡可以做到其中的一點，就可以說是從佛教受到了很大的利

益，也就可以說是僧眾為信眾添油香了。另外，互相添油香還是僧

信平等的一種體現。

（三）「四給」的含義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在星雲大師的

著述中，有兩個相互關聯且相互補充的闡釋，一者著重於實踐主

體，一者著重於實踐內容，共同構成了「四給」完整的闡釋結構。

最早的詳細闡釋見於 1997 年的《佛光教科書．佛光學》：

「給」人信心，首先要開發本身無盡的信心內涵，才能在

利眾、教眾、度眾上，成為眾生的加油站，鼓舞其向前邁

進的勇氣和決心。

「給」人歡喜，首先知覺本身具足無盡歡喜的條件，才給

得起歡喜。諸佛成佛皆因歡喜，諸大菩薩普度眾生也因歡

喜，輪轉聖王福佑全民也因歡喜。

……

22. 星雲大師：〈互相添油香〉，《佛法真義 2》，《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
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406。

人間佛教的修行―以星雲大師「四給」思想為核心的探討



《　　　　　》學報‧藝文│第三十七期

58

「給」人希望，這是文明世紀最大的功德。古云：「哀莫

大於心死。」希望就是一切成就的動力。……

「給」人方便，「方便」二字具有波羅蜜的意思。又十波

羅蜜之七，即是方便波羅蜜，是菩薩應眾生根機，用種種

方法施以教化、接引善巧與勝智。簡單的說，就是能通權

達變的意思。此方便與般若相應，知其緣，明其機，能給

予得當的接引。23

星雲大師在這一詮釋中，著重於「給」的主體應該具備什麼樣

的素質，即佛光人應該具備無盡的信心、無盡的歡喜、希望和方便

波羅蜜。這一詮釋中內含著佛光人自我修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

們在詮釋「四給」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看到布施的行為和布施的內

容，而容易忽視「四給」所蘊含的佛光人在信心、歡喜、希望和方

便上的自我開發和提升。

在《佛法真義》的〈四給〉和〈四無量心〉2 篇文章中，星雲

大師以四無量心為經證，認為慈無量心就是給人信心，悲無量心就

是給人希望，喜無量心就是給人歡喜，捨無量心就是給人方便，著

重闡釋了給人信心、歡喜、希望、方便的重要性。

信心、信仰是宗教的核心，對於佛教而言也是如此。對於信仰，

星雲大師經常講：邪信比如不信，不信不如迷信，迷信不如正信。

對於佛法僧三寶的正信是一切修行的基礎和起點，因此，在佛光人

工作信條中首要的就是要給人信心，給人對於佛法僧的正信。大師

23. 星雲大師：〈第十四課 佛光人的工作信條〉，《佛光教科書 11．佛光學》，
《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
artcle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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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正確的信仰可以讓我們獲得無比的利益，我們不但要建立正

信，要信仰正信的宗教；尤其，我們每個人最好都要建立對自己的

信心，都要信仰自己。在佛教裡指示我們，信仰最重要的，是自我

要相信，比方說『我能成佛』、『我能做好人』，你說這個信仰會

不重要嗎？」24 所以「給人信心」首要的就指向了對於「我是佛」

的信心，是對於「行佛」的信心，只有對於「我是佛」的肯認和信

仰，才能有「行佛」的自覺。當然，「給人信心」還可以在更廣泛

的意義上應用於生活中對於一切善法的信心。

佛教認為人生有三苦、四苦、八苦、無量苦，還有苦行的修行

方式，因此傳統上甚至現代很多人都認為佛教是苦的，信仰佛教也

是苦的。星雲大師因應現代人的根機，重新詮釋佛教中「苦」的意

義，認為，佛教「苦」的教義只是揭示了人生的真相，並且正是為

了改變「苦」的事實而提出了四萬八千法門。同時，苦本身也有其

積極的意義，是我們的增上緣、營養劑。但是，因應現代人追求喜

樂的根機，星雲大師除了轉變人們對苦的認識，更積極宣傳歡喜的

佛教。「我更發願要把歡喜布滿人間，畢竟，人是為歡喜而來人間

的，不是為了苦惱而來。」25「將歡喜布滿人間」是大師從小到大

對自己一貫的期許，他認為，唯有人人布施歡喜，才能實現人間淨

土。

1992 年，大師在國際佛光會第一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上做了

「歡喜與融和」的主題演講，引經據典論證了諸佛菩薩早就以「歡

24. 星雲大師：〈信仰〉，《佛法真義 1》，《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305。

25. 星雲大師：〈四給〉，《佛法真義 1》，《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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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生」作為修行入佛的常道，並提出：國際佛光會全體會員，所

期許的共同願望：「我們要把歡喜佈滿人間！」26 對於歡喜、幸福、

安樂的強調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對於內在性的論證與發展是現

代性的重要內容，佛光人工作信條中的「給人歡喜」正是對於這一

時代要求的回應，也是對於佛法契理契機的現代詮釋。因此，大師

也說：「歡喜是佛教真理的本質，歡喜是佛法修行的精髓。」

佛光山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具有歡喜的性格，也能給人帶來歡

喜，對於這一點學界也多有公認。例如，李海波在《人間佛教回歸

佛陀本懷》的讀後感裡面寫到：「讀到這樣的句子，歡喜、希望、

信心如一瓣心香在心田悠然而起，期待在自我及他人的生命中實現

這樣的願景，實現自我及他人生命的超越！」27

希望，就是有目標，有未來。「人活在世間最大的意義，就是

對未來有希望、有目標，假如沒有希望、沒有企圖心，如同行屍走

肉，那也就雖生猶死了。」28 大師在關於「自殺問題」、「憂鬱症」

等問題的對治中，都強調了希望和未來的重要性。例如，大師認為

憂鬱症的原因可能有：一、生命沒有抗力；二、心中沒有歡喜；三、

生活沒有目標；四、行事沒有積極；五、眼中沒有他人；六、前途

沒有希望。29 從大師給予憂鬱症的這 6 條診治而言，佛光人的工作

信條―四給，在一定意義上是可以有效緩解憂鬱症的。

26. 星雲大師：〈歡喜與融和〉，《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台北：香海文化，

2008 年，頁 635。
27. 李海波：〈歡喜、希望和信心―讀〈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一點清思〉，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30 期，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2020 年，頁 127。
28. 星雲大師：〈佛法的管理法〉，《佛教管理學 2》，《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

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671。
29. 星雲大師：〈憂鬱症〉，《人間福報》2007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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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星雲大師在前述引文中所言，方便是與般若相應的接引眾生

的善巧和勝智。程恭讓教授認為：

第七度即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的明白揭顯，是佛教思想史尤

其是大乘佛教思想史上的以一個重大事件，善巧方便被提

升為波羅蜜多，與大乘佛教以救度眾生為職志的菩薩理想

實現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般若與善巧方便兩個波羅蜜多

平等並舉，各司其職，且又互為統攝，相輔相成，是佛教

思想，尤其是大乘佛教思想的重大關鍵、核心樞紐，這一

理論的建置不僅保證大乘救度眾生的崇高理想獲得實踐的

知識、工具，而且保證這種救度的實踐一點都不會偏離轉

染為淨、轉迷為悟的佛教修學之正確軌道。30

在此意義上，程教授認為星雲大師是一位深具般若與善巧方便的現

代人間佛教導師。31

「給人方便」可以保證「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是

適應眾生的根機和因緣的，而不會把自我的信心、歡喜、歡喜和希

望強加在別人的身上。正如覺培法師所說：「『給人歡喜』不是把

自己的歡喜給人，而是回頭觀察每一個男女老少的需要，觀察到最

細微的部分。」32 因此，方便是以般若的智慧，根據眾生的根機，

分別給他們帶來信心、歡喜和希望的重要保障。

信心―歡喜―希望―方便組成了一個嚴密的修行結構，

30.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5 年初版，

頁 737。
31. 同註 30。
32. 覺培：〈弟子談大師：滿人所願〉，載《往事百語 1》，《星雲大師全集》電

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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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是一切修行的起點，也是一切修行的核

心；歡喜則既是修行的目標，也是修行當下

的本真狀態，表明我們的修行本身就是歡喜

的；而希望則指向未來，我們靠著正信在人

間歡喜地修行，是有未來的，而不是如過眼

雲煙；而要達到上述的目標，佛光人則要具

有與般若相應的方便波羅蜜。因此，四給是

一個邏輯起點即其實踐起點（信心），既注

重當下（歡喜）又指向未來（希望），以與

般若相應的方便貫穿其中的嚴密框架。這個

框架以「給人」為導向，把修行置於工作和

生活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性。我們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地

踐行其中的某一點，也可以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修行。

三、從「四給」看人間佛教修行觀─眾中的修行

正如我們在引言中所言，目前社會上對於人間佛教的批評，很

大一部分集中在人間佛教沒有修行上，而問題的關鍵則在於人間佛

教的修行觀念以及修行實踐已經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下

面簡要地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修行目標的轉變

佛教有大乘有小乘，有菩薩道有聲聞道。自太虛大師開始，人

間佛教就提倡菩薩道。太虛大師說：「使一切眾生各各授記作佛，

於因地中各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方是佛之出世惟一大因緣也。」33

33. 太虛大師：《真佛教徒―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太虛大師全書》第 3 卷，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166。

77 歲的三好媽媽張淑娟，

因為歡喜當義工，生活
更精采。（陳孝芸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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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認為，佛陀依眾生根性的不同而設置了 5 種不同的實踐法

門，即 「五乘佛法」，並以其判釋世界上的五大宗教。儒家講三綱

五常，近於人乘；耶教和回教提倡生天，近於天乘；老莊道家講返

璞歸真、清靜無為、任性逍遙，相當於聲聞、緣覺乘。但是佛教除

了這四乘外，還有一個「菩薩乘」。大師最後講：「佛教雖然方便

講佛陀一代教法分為五乘，為的是不捨棄任何根器的眾生，但是慈

悲濟眾的菩薩乘，才會說佛教所致力弘揚的法門。」34

也就是說，雖然佛陀教導眾生有四萬八千法門，有五乘佛法等

等，但是人間佛教要回歸佛陀的本懷，人間行者修行的目的不能只

是求得自己解脫煩惱，不能只是自己開悟，而必然也要求要利濟眾

生、淨化社會人心。所以大師說：「以慈悲、智慧、結緣、忍耐、

慚愧、感恩、知足等佛法來教化世道人心、淨化社會風氣，這才是

佛教的真正主旨所在。」35 因此，人間佛教踐行的是菩薩道，菩薩

道指向的是佛教的社會性。

慧東法師在採訪中也說：

佛教已經不僅僅是在管自己解脫、精進、生存的問題，而

是開始看到社會需要什麼，社會有什麼樣的問題，我們積

極投身於社會當中去，跟所有的人一起去改變社會、去建

設社會，去發揮自己的這麼一個功效。所以我覺得人間佛

教已經完全擺脫了人們對於佛教的傳統形象―那種好像

佛教只是誦經、打坐的這麼一個形象―，已經積極地投

34. 星雲大師：〈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頁 486-
490。

35. 星雲大師：〈佛教興學的往事與未來〉，《人間佛教論文集》下冊，台北：

香海文化，2008 年，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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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到社會的活動、工作當中去了。在這一點上，它還是不

是佛教原來的一部分呢？它絕對是佛教原來的一部分！ 36

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佛教之功能除了對治個人的煩惱、個人的

了生脫死等問題以外，還有其更加深廣的社會關懷。社會性也是佛

教的題中應有之意。因此，人間佛教的行者之修行目的如果僅僅著

重在自我的解脫上，也就不足以稱為人間佛教的行者了。

（二）修行方式的改變

著重於佛教的社會性，重視淨化社會人心的修行，在修行方式

上必然相應發生重要的改變。這種改變主要體現在人間佛教的修行

是眾中的修行，是結緣的修行。

星雲大師特別強調人不能離群索居，而必須生活在大眾之中，

靠因緣生存，靠眾緣成就。「未成佛道，先結人緣」以及「廣結善

緣」是星雲大師開示人間行者最重要的修行方式。

1993 年，星雲大師在國際佛光會第二次世界會員代表大會上做

了「同體與共生」的演講。同體之說，雖然法界眾生有種種差別之

相，但都是眾緣的生命體，因此含有平等、包容的意思；共生，「含

有慈悲，融和的意思。法界一切眾生是彼此互相依附，賴以生存的

生命共同體」。37 在同體共生的世界觀―即佛教緣起的世界觀中，

因緣具足才能成就，世間法是這樣，出世間法也是這樣。所以人間

佛教強調成佛不離眾生，要依眾生而成佛。「離開大眾，固然生命

無法生存，失去大眾，也無佛道可成。」38 個人的修行實踐只能融

36. 轉引自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頁 584。
37. 星雲大師：〈同體與共生〉，《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頁 644。
38. 星雲大師：〈化世與益人〉，《人間佛教論文集》上冊，頁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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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眾之中才具有真實的意義。

慧東法師曾經批評到：

有時候有些人可能自己喜歡研究義理，自己喜歡去打坐，

但是他不喜歡跟別人接觸，不關心社會上別人的疾苦，他

也不適合出來跟人家一起工作，他可能一出來工作，就會

煩惱一大堆，所以他想：「我還是回去讀我自己的經，自

己去打坐，這樣比較簡單，我也比較清靜。」這說明什麼？

這是另一種執著，已經偏到把方法當成清靜之所，他隱藏在

其中，這跟佛陀要讓我們心解脫的宗旨已經出現偏差了。39

社會群體的生活是一種實踐性，個體的修持是一種實踐性，這

兩個方面是一個整體，離開了社會生活去進行個人的修行，這時候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實際上還是生活在自己腦袋創造的小

世界裡，或者是生活在修持的一

個境界裡面，腦子裡創造的世界

還沒被打破而已。40

在某種意義上，慧東法師認

為，單純的誦經、打坐是一種修

行上的偏差，既無體也無用。人

間佛教的修行必然是在眾中、在

活動中、在工作中、在結緣中進

行的。大師說：「我們在家的弟

子、出家的弟子，你要知道，你

39. 轉引自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頁 585。
40. 同註 39，頁 58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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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離世而獨立，你不能離開群眾而生存，你時時要感覺到『我在

眾中，眾中有我』。我需要有眾，我就要對他們尊敬，我就要對他

們包容，我就要對他們服務，我就要讓他們接受我。」41 這就是星

雲大師提倡三好、四給、五和、七誡等思想和運動的根本所在。

（三）修行次第的翻轉

先自度再度人，先度人再自度，是兩種修行次第。人間佛教的

修行次第必然是先度人，同時在度人中完成度己。二十世紀五○年

代，星雲大師在《八大人覺經十講》中就說過：

講到普濟一切眾生的苦難，度脫一切眾生的苦厄，就有兩

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先救度自己，然後再救度他人；一

種是先救度他人，自己尚未得度不要緊。

發心先救度自己然後救度他人，這是說己未得度，焉能度

人？像苦海中，沉溺的苦惱眾生，自己不識水性，不會游

泳，如何度法？所以要想普濟一切眾生，必先自己了脫生

死，沒有憂悲苦惱才行。另一種先度人，己未得度，先來

度人，這才是菩薩發心。學菩薩是在眾生的身上學，菩薩

離開眾生，也不名為菩薩了。救度眾生的工作完成的時候，

也就是自己的菩薩道完成的時候。42

星雲大師對於修行次第的這一翻轉，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

義。人間佛教的行者只有在度人、度眾中才能實現自度，只有先發

41. 星雲大師：〈我在眾中〉，《佛法真義 2》，《星雲大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9403。

42. 星雲大師：〈第九講 大乘心為普濟的根本〉，《八大人覺經十講》，《星雲大
師全集》電子版，網址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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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眾才能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自度。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本文開頭對於人間佛教修行的質疑了。只

要是本著無我、慈悲、般若的智慧進行的度眾活動，諸如舉辦活動、

建寺、講經說法都可以說是修行。

四、結語

佛教的修行方式可以分為自修、共修和眾中修行三種形式。星

雲大師說：「真正的人間佛教，是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

利他重於自利、普濟重於獨修。」43 人間佛教的修行並不排除自修

和共修，甚至說還相當重視共修的意義和修行方式，但是在此基礎

之上，人間佛教更加注重眾中的修行，更加注重在眾中、在結緣

中、在服務中檢驗自修和共修的成果，努力打破「把方法當成清靜

之所」，從而超脫出「自己腦袋創造出的修行的那個境界」，因此

提倡各種社會運動，諸如佛光山的七誡運動、三好運動、慈悲愛心

列車、把心找回來、百萬人興學運動等等；法鼓山的心靈環保、四

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都是旨在淨化社會人心，

建設人間淨土。

佛光人的工作信條―四給思想，是指導眾生在眾中修行的簡

易法門，我們只要在生活中本著無我和慈悲的心，盡己所能地給人

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我們就是在廣結人緣，就

是在積累福德資糧，就是走在成佛的大道上。

4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佛教叢書 27．人間佛教（1）》，《星
雲大師全集》電子版，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cle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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