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　　　　　》學報‧藝文│第六期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陳永革

一、前言

星雲大師（1927-）是台灣佛光山佛教僧團的開山創立者。他一

生倡揚「人間佛教」、踐行「人間佛教」、推展「人間佛教」，成

就輝煌，影響巨大，舉世矚目。星雲大師曾以人間性、生活性、利

他性、喜樂性、時代性和普濟性來闡釋台灣佛光山倡導「人間佛教」

的性格，這同樣成為「佛光禪」的內在性格。於此可見，在佛光山「人

間佛教」的視野下，生活與禪法互為體用，即體即用。

人的現世生活與佛法的統一，同樣決定生活與禪法的統一，這

是當代禪法修學的內在要求。對此，星雲大師曾中肯地指出說：「佛

教一旦離開了生活，便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佛法，不是指導我們人生

方向的指南針。……佛陀的教化，本來就是為了改善我們的人生，

淨化我們的心靈，提升我們的品質……我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揚人

生佛教、生活佛教。」1

如果禪法脫離了人們的生活實踐，不能成為實踐的指導，也就

不是人們所需要的禪法。因此，如何達到生活與禪法的相結合或相

統一，就必然要求禪法更多地自覺融入佛教的人文傳統，注入更多

1. 星雲大師：〈我的宗教體驗〉，《星雲大師講演集》2，高雄：佛光出版社，
頁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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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世人文內容，正如日本的禪學者柳田聖山在《坐禪的哲學》中

指出：「禪應該說是最自由、最有創造性的人類思想。」因此，保

持禪法內在崇尚自由、自在創造的人文思想，顯然絕非不合時宜之

舉。

從中國禪宗傳統法系上說，星雲大師及其創立的佛光山教團承

接臨濟宗統，但在接引方式、禪修項目設計與安排、具體禪修指導

等，則突出信行並重，定慧兼弘和悲智雙運，並充分結合當代社會

人心、知識之情境現狀，別開禪法之新風。其所開創的人間佛教「佛

光禪」，不僅充實傳統禪法現代化的內容，頗受佛教學界所關注，

而且在禪法普及的廣度、禪法修學的技巧化等諸多方面，皆能夠較

好地彰顯佛教的人文特質。

本文即結合「人間生活禪」的思想建構，及其數十年來的相關

進展，簡述其將傳統禪法融入人間生活，通過生活與禪法的統一，

透顯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生命佛教的精神內涵。

二、從思想淵源看「佛光禪」的人文傳統

禪法修持作為佛教修證體系之共法，是全體佛教所共同的普遍

特質。而禪宗之為中國化佛教宗派，禪系眾多，其禪法修學亦歷經

如來禪、分燈禪、祖師禪等諸多變遷；從禪法與教門的契應性，則

有止觀禪、華嚴禪、念佛禪等等修行法門。近代以降，伴隨著佛教

的整體復興，宗門禪法也重新煥發生機。

「佛光人間生活禪」具有二大思想資源：一是源自於星雲大師

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二是源自於

中國南宗禪「佛法世間覺」的生活實踐。至於「佛光禪」的法脈傳承，

無疑源自中國傳統禪宗。中國禪宗溯源自釋迦牟尼佛傳法給大迦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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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歷經各時代之傳承，待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時，達摩東渡

來華，為東土初祖，其後有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大師，依次

相傳。弘忍門下又出神秀與惠能大師，遂有「南能北秀」之分派及

「南頓北漸」之別傳。

自六祖惠能大師之後，南宗禪

又將禪法發揚光大，歷經數代祖師

大德的努力，逐漸開演出「五家七

宗」的分燈局面。其後，禪又再陸

續傳到日本、韓國、越南，乃至近

代普遍傳至歐美等世界各地。但是

五家七宗相傳至明清，僅存臨濟與

曹洞兩宗的傳承，其餘各宗皆已不

傳。尤其臨濟宗以禪風自由著稱，

至清代皆為我國禪宗之主流，佛光

山就是「臨濟宗」的法脈傳承。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為臨濟宗門下第四十八代弟子，若從大師

本人算起，則為佛光第一代，目前傳至佛光第三代，門徒已遍及歐、

亞、美、非、大洋洲等世界各地，在家信徒有百萬，出家弟子有

一千三百人。自民國五十六年（1967）開山以來，星雲大師依佛陀

菩薩道的行願思想，秉持「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及精神，持續致

力於佛教之教育、文化、慈善、修持等佛法之弘揚，推展利生事業，

不曾間歇。

佛光山雖非專屬弘揚「禪」的叢林道場，然禪堂禪風、行事規

矩等，卻可媲美千年前的禪林風光，不但總本山與國內外別分院眾

多寺院道場都設有在家信眾禪修的禪堂，總本山更有專屬於出家僧

臨濟宗祖師義玄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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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長期參修的禪堂，並且於每年期頭、期尾時，受理僧眾討單參修。

一般傳統之禪林規範，以僧尼日常修行生活為主，然佛光山則是一

處僧信四眾與社會大眾皆可親近參修的叢林道場。

據上所述，倡導「佛光禪」最直接的思想淵源，無疑是源於星

雲大師持續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及其實踐。同時，「佛光禪」

也表明了台灣佛光山針對時代人心需求而應緣創立的契機性。如

《佛光山禪堂規約》記載：「為了提倡禪修風氣，推動心靈環保，

接引禪子體會人間佛教禪風，令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再創禪門黃

金時代。本堂（佛光山禪堂）也依佛陀菩薩道的思想，秉持星雲大

師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精神，具體提出一種能治療現代『社會疾

病』……功利、野心、奢侈、價值觀混淆等，以及適合各種人修持，

又能照顧到人性生理與內在需求的禪法，取名為『佛光人間生活

禪』，簡稱『佛光禪』。」2

佛光禪法依據於佛陀菩薩道的思想，秉持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

教的理念、精神，以集體性共修與個體性自修相結合，既具有傳統

禪法的規範性，更體現現代人的現實生活方式而展示其日常化和行

動化。這種融和傳統禪法（乃至佛法）於現實生活的，無疑體現了

「佛光禪」的現代性與人文性。正是星雲大師等教界大德大力倡導

及教界有志青年的積極實踐，「佛光禪」在台灣蔚為風氣，並逐漸

影響，傳揚海外。

2. 參見慧日：〈佛光人間生活禪之傳承及其基本內涵〉，刊載於《佛光論文集
1997》，台北：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頁 257-258。另參見《清風蓬》，網址：
http://blog.sina.com.cn/qjxjs。該 blog收錄了有關「佛光人間生活禪」（「佛光
禪」）七篇文字，包括基礎禪定之修學與勘驗等等，內容頗為全面而詳實。本
文所討論「佛光禪」而未註明出處者，皆源於此一 blog。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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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思想內涵看「佛光禪」的人文精神

「佛光人間生活禪」的基本內涵，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佛光禪」在禪修思想上突出平常、平實、平衡（「三

平」）的意境涵養。闡釋而言，所謂「平常」，即主張平凡事物即

是真理的所在。所謂「平實」，即主張老實修行即是悟道的根本。

所謂「平衡」，即主張中道心境即是自性的顯發。即以踏實的中道

心境，從平凡的生活事物中去體會禪道，為其實踐、化世的基本思

想。對此，可概括為「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第二，「佛光禪」主張以信心、道心、悲心（「三心」）的長

養增進。闡釋而言，所謂「信心」，即修發實踐人間生活禪的信心。

所謂「道心」，即修發出離五欲塵勞的道心。所謂「悲心」，即修

發行菩薩道的悲心。即以修發實踐人間生活禪的「信心」、出離五

欲塵勞的「道心」、行菩薩道的「悲心」，為其實踐、化世之主要

內容。對此，可概括為「不變隨緣，慈悲喜捨」。

禪修不只在蒲團上，而是融入日常生活中。（楊正妃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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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佛光禪」的禪修生活，主張推行規律、簡樸、惜福的

用心實踐。其中，「規律」是指守持淨戒、作息正常。「簡樸」是

指生活簡單、樸素無華。「惜福」，是指惜今生福、修來世福。即

以守持淨戒、規律作息、簡樸惜福、知足淡泊，為其生活實踐、化

世的基本要求。對此，可概括為「依戒生活、知足淡泊」。

第四，「佛光禪」的禪修運用，主張生活、生趣、生機相結合

的權變妙用。對此，可概稱之為「三生」之用。主張隨順自然的行

作即是禪的生活，主張權變自在的化世即是禪的生機，主張無住生

心的應緣即是禪的生趣。佛光禪法的切實運用，應該遵循契理契機

的原則。「佛光禪」將禪法運用於生活、生趣、生機之中，顯然是

其契機性的具體體現。即以隨順自然的生活，無住生心的情趣、權

變自在的禪機，為實踐、化世的基本理念。對此，可概括為「觸處

皆道、機趣無限」。

第五，「佛光禪」的禪修精神，在於承擔、無畏、精進的落實

行履。所謂「承擔」，即發心做一位勇於擔當的禪者。所謂「無畏」，

即發心做一位不怕艱難的行者。所謂「精進」，即發心做一位永不

休息的菩薩。即以發心做一位勇於擔當、不畏艱難、永不休息的菩

薩行者，為其實踐、化世的基本精神。對此，可概括為「自心是佛、

直下承擔」。

第六，「佛光禪」的禪修目的，在於般若、自在、菩提的開示

悟入。所謂「般若」，即開發自性般若。所謂「自在」，即體現無

住修為。所謂「菩提」，即成就無上菩提解脫道。即以成就無上菩提、

開發自性般若、體現無住修為，為其實踐、化世的理想目的。對此，

可概括為「般若生活、自在人生」。

據上所述，「佛光禪」內容不僅完整而全面，而且從佛教傳統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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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禪修共法中，突出易為當代大眾所接受的表述方式。具體地說，

「佛光禪」基於佛法的中道緣起觀，將禪法修學融入現代生活文化

變遷之中。於此可見，「佛光禪」之修學乃是佛光山「人間佛教」

的踐行體現，客觀上回應了某些對於佛光山「人間佛教」體系缺乏

傳統禪修的偏見。

四、從修學道次體現看「佛光禪」的人文特質

學佛貴在實踐，禪法修學更應注重實修。大凡禪法修學，皆有

其相對固定的修行次第。「佛光禪」同樣如此。總體來說，「佛光禪」

的修學道次第，主要可分為下列八項內容。

一是「預備道」：建立健全人格，達觀進取謙沖。其修學目標

定位於「養成孝親感恩之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包括如

下四項：1. 閱讀勵志修養叢書；2. 生活淡泊、作息規律、不忘運動、

保持健康；3. 孝敬父母、恭敬師長、友愛兄弟；4. 心存感恩、善待

他人。

二是「善行道」：誠敬皈依三寶，學習止惡行善。其修學目標

在於「養成行善助人之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包括如下

四項：1. 研讀基礎佛學、聞思法義，培養佛法正見；2. 早晚拜佛、

禮懺、誦經，培養佛法正念；3. 布施資財、義工服務、隨時行善助人；

4. 受持五戒、護持三寶。

三是「戒行道」：培養正知正見，隨緣入世利生。其修學目標

在於「強化願、行菩提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包括如下

五項：1. 聞思菩提心法義，堅固菩提心正見；2. 於生活中力修持戒

波羅蜜（三聚淨戒）；3.於生活中力修忍辱波羅蜜（生忍、法忍）；4.於

生活中力修精進波羅蜜（念護持願行菩提心）；5. 學習中級禪觀（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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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愛心禪觀）及生活禪觀。

四是「定行道」：消滅五欲五蓋，念念清醒明覺。其修學目標

在於「成就願、行菩提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包括如下

兩項：1. 閉關專修禪觀（打禪七、七七）；2. 動中生活禪觀（要求

時時刻刻在當下）。

五是「慧行道」：正觀緣起法性，淨化如幻業習。其修學目標

在於「開發勝義菩提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如下：閉關專

修高級禪觀（般若實相禪觀），以剋期取證（見道位菩薩）。

六是「見道」：永斷分別我法二執，薄貪瞋痴。其修學目標在

於「開悟勝義菩提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為永斷分別我

法二執，薄貪瞋痴。

七是「修道」：進斷俱生我法二執，大悲濟世。其修學目標在

於「證悟勝義菩提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指向進斷俱生

我法二執，大悲濟世。

八是「無學道」：圓滿無上菩提，無見無修無證。其修學目標

在於「圓滿勝義菩提心」。其修學德目或進修方法，則指向見而無

見，無所不見；修而無修，無所不修；證而無證，無所不證。

「佛光禪」所概括的上述修學次第及其內容構成，顯然已經不

同於任何傳統禪法，而是賦予了更多的當代佛教修學內容。但這些

內容無疑仍然有其傳統佛學及其禪法修學的經典理據。若作更進一

步地解說，「佛光禪」的修持法，具有明確的修行次第，包括「前

行法」與「正行法」二個基本階次。

所謂「前行法」，就是正式進入「佛光禪」修學前的準備階

段。在現有文獻中，「佛光禪」的「前行法」主要包括「生活」、

「人格」和「方法」等三個方面。在具體內容上，「生活」之「前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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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又包括日常生活上做到規律、簡樸、惜福、知足、淡泊。「人

格」之「前行」，則體現於明理、開朗、達觀、謙沖、慈憫、堅毅、

獨立、勤勞、慚愧、感恩等內容。「方法」之「前行」，則包括「淨

除業障」之方法，如誦經、禮佛、拜懺、回向等「積聚資糧」之方法。

其中，又可分別為積聚「福德資糧」之方法，如布施資財、義工服

務、守持淨戒；積聚「智慧資糧」之方法，如聽聞教法、研究經典、

思惟法義（思惟人身難得、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輪迴痛苦）；及「善

調五事」之方法，如調身、調息、調心、調飲食、調睡眠等。

應該指出，「佛光禪」的前行三法，同樣可以理解為修學「佛

光禪」的助行道，可以有效地幫助修學者修持「正行法」。至於「正

行法」，顯然是「佛光禪」修行實踐的核心內容。其中又分為初級、

中級和高級三個階段，從低往高，循序漸進，依次進行。

首先是作為「初級禪修」的「呼吸禪」。其具體項目包括：（一）

在行禪中，感受腳步如何與呼吸協調。（Lethe Chang/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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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息法：數出息、數入息。（二）觀息法：觀長短息相、觀完整息相、

觀微細息相。（三）其他諸如念佛法、持咒法。從傳統禪法修學上看，

其「呼吸禪」源於小乘禪法體系中的「五門禪」。

其次是「中級禪修」的「慈悲禪」。其具體項目包括：（一）

慈心觀：思惟憶念眾生恩德。（二）悲心觀：思惟憶念眾生苦惱。

最後是「高級禪修」的「般若禪」。其具體項目包括：（一）

無我觀：思惟觀照五蘊無我。（二）唯識觀：思惟觀照能所空性。（三）

中觀：思惟觀照緣起性空。（四）自性觀：1、默照法：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2、參究法：活在當下，照顧話頭。

至於「佛光禪」的修學方法，如禪坐的基本方法（上座、調身、

調息、調心、下座等）因篇幅限制，茲不再述。在此應該指明的是，

「佛光禪」重實踐修持。但實踐必須由正見引導，才能在菩提道上

從容自在的拾級進修，不致盲修瞎練。有鑒於此，「佛光禪」基於

星雲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理念，提出以「菩提心」為核心，

綜攝大、小乘佛法之菩提道次，以此安立「禪觀」的具體次第與方

法，更依發願行菩提心的深淺，訂定修學目標，使學人從健全人格

開始，逐漸啟發「願行菩提心」，待備辦福德、智慧資糧，再進階

證取「勝義菩提心」而圓成佛道。佛光禪法雖注重世間修學，但其

修學旨趣卻全然指向出世間的解脫佛道。否則，其「勝義菩提心」

即無從安立。

據上所述，「佛光禪」明確修學次第、修學目標和修學方法，

內容清晰，目標明確，方法系統，設計周全，頗為全面。「佛光禪」

具有傳統修學的理據而加以綜攝，因其基於修學次第而決定其內容

切實可行，因其基於菩提心而效用殊勝無比。若能推行於世，當能

為現代生活諸眾生打通世間、出世間，而獲得其實踐效用。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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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佛光人間生活禪修持綜合簡表

修學次第 修學目標 修學德目或方法

一 預備道 養成孝親感恩之心

1、閱讀勵志修養叢書。

2、生活淡泊、作息規律、不忘運動、保持健康。

3、孝敬父母、恭敬師長、友愛兄弟。

4、心存感恩、善待他人。

二 善行道 養成行善助人之心

1、研讀基礎佛學、聞思法義，培養佛法正見。

2、早晚拜佛、禮懺、誦經，培養佛法正念。

3、布施資財、義工服務、隨時行善助人。

4、受持五戒、護持三寶。

三 戒行道 強化願、行菩提心

1、聞思菩提心法義，堅固菩提心正見。

2、於生活中力修持戒波羅蜜─三聚淨戒。

3、於生活中力修忍辱波羅蜜─生忍、法忍。

4、於生活中力修精進波羅蜜─念護持願行菩提心。

5、學習「中級」禪觀〈慈悲愛六心禪觀〉及生活禪觀。

四 定行道 成就願、行菩提心
1、閉關專修禪觀─打禪七、七七。

2、動中生活禪觀─要求時時刻刻在當下。

五 慧行道 開發勝義菩提心
閉關專修「高級」禪觀〈般若實相禪觀〉，以剋期取

證─見道位菩薩。

六 見　道 開悟勝義菩提心 永斷分別我法二執，薄貪瞋痴。

七 修　道 證悟勝義菩提心 進斷俱生我法二執，大悲濟世。

八 無學道 圓滿勝義菩提心
見而無見，無所不見；修而無修，無所不修；證而無證，

無所不證。

五、「佛光禪」源於生活而提升生活的人文關懷

為了真正體現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佛光禪」吸引更多

參與當代佛教的偉大實踐，為此強調入門始基，顯然無可厚非。禪

悟之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難以言述，但禪修的切實利益及其

相關功德，則可闡述而為人們所關注。為此，「佛光禪」注重禪修

的利益與功德，成為其弘揚人間佛教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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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佛光禪」之修學，具有八大利益與功德。其內容

包括有效消除生活壓力、增進身體健康、提升內在涵養、享有禪悅

之樂、斷除貪瞋煩惱、開發般若智慧、明見清淨本性、圓滿菩提道

果。為了更適應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遷，「佛光禪」在其禪法修

學中，相當重視其他助修法門。這些助修法門，較好地推進了「佛

光禪」的文化影響。對此，本文作一簡述。

一是「佛光禪」常規的助修法門，如禮佛、拜懺、發願、祝禱、

抄經、誦經等。其中，在台灣佛光山「禪淨法堂」中，相當推崇抄

經助修，獨具影響。

二是「佛光禪」的生活修持（動態）。其中，包括觀呼吸、念

佛號等「自修」，及參與活動、義工服務、團體課誦等「共修」生活。

三是「佛光禪」重視修持者的「生活修養」。其內容包括起居

有時、飲食有節、工作有量、運動有恆、止惡行善、慈悲待人、不

邪酒色、深信因果等。

如果說以臨濟宗為代表的中國禪宗是對「人」或「自性」的發

現，那麼可以說台灣人間佛教就是對「人生」或「生活」的發現。

這種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於、甚至是取決於「佛光禪」的「專修」

及「助修」之中。因此，「佛光禪」對生活的「發現」具有深刻的

哲學含義，而不是日常的含義。

對於台灣佛光山為何一再強調「佛光禪」結合生活修行的必要

性及其經典依據，星雲大師多有闡述。星雲大師曾發表〈六波羅蜜

自他兩利之評析〉一文，其第五部分為「論禪定波羅蜜的「動靜一

如」。3 在其具體論述中，星雲大師首先援引了《佛遺教經》「制心

3. 星雲大師：〈六波羅蜜自他兩利之評析〉，《普門學報》第 4期，台北：普門
學報社，2001年 7月。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　　　　　》學報‧藝文│第六期

50

一處，無事不辦」、《大智度論》「攝諸亂心，名為禪定」諸語，

以明「唯有息緣靜慮，才能開顯本有的智慧，才能明心見性，證悟

成佛」之意。星雲大師博引經論，深入闡述，特別提到，端身正坐、

眼觀鼻、鼻觀心之類，既非佛教禪定之真義；槁木死灰般之「枯寂」，

更非禪定之本義。

禪在生活中。如果沒有活潑潑的生活，哪裡能有活潑潑的禪意

呢？禪就是自然而然，禪就是與大自然同在，禪並無隱藏任何東西。

真正的禪師，心懷眾生，生活風趣，而且更具幽默智慧。在他們心

中，大地充滿了生機，眾生具備了佛性，一切是那麼活潑，那麼自

然。

真 正 的 禪 法， 應 該 是

從一切行住坐臥中去體現，

從一切處去實踐；能夠做到

「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生活中「動靜一如」，才是

真正的禪定。於此，「佛光

禪」正如星雲大師的「佛光

學」一樣，高度重視人間生

活。星 雲 大 師 深 刻 指 出：

「如果我們一直不提倡人生

的富樂，這就是背棄人生的

佛教，不重視家庭的佛教

化、生活的佛教化，假如一

直如此，我看今後的佛教不

容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茶禪一味。（何曰昌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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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所提倡的絕不是背棄人生的佛教，而是面向世間和社會的

佛教，是一種「生活佛教」。「生活佛教」也就成為星雲大師創辦「國

際佛光會」的重要宗旨，即所謂「倡導生活佛教，建設佛光淨土；

落實人間，慈悲濟世。」

正因為秉持著「生活佛教」的人文理念，星雲大師在不同場合，

反復闡述「佛光禪」的人文意蘊。星雲大師指出，禪具有「人間社

會性」、「時空普遍性」、「自尊規範性」和「生活實踐性」。其中，

反復強調的是禪學不離人間的「人間社會性」和見性成佛的「生活

實踐性」。所謂「人間社會性」，其實就是表明「人間到處有禪機」。

所謂「生活實踐性」，則概括了禪宗不離世間，在生活中修行的不

二法門。禪機、禪法無不源於當下生活之中，有效地突顯了禪宗思

想的人文精神實質。

六、「佛光禪」的制度落實及其人文效應

佛光山一向注重制度落實，強調「制度規範性」的「佛光禪」

更不例外。眾所周知，禪宗是佛教中國化最徹底的一個宗派。由達

摩至三祖僧璨，禪宗影響甚微，如以前的禪師一樣堅持著獨居的禪

修，自然無所謂禪寺。叢林制度建立後，禪堂清規，影響深遠，可

以說完全改變了印度佛教的運行軌跡。民國以後，持續禪宗叢林方

式發展，且較負盛名及有禪堂規矩制度者，有鎮江金山寺、常州天

寧寺、揚州高旻寺等三家。

近三十年來，禪宗仍然保持其在中國佛教一宗獨盛的傳統地位，

並得以較大發展。其中，台灣地區較著名的道場，不但各有自己的

禪堂設施，也各有自己的禪風及禪法；度眾上也各具特色。而佛光

山禪堂的建築，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和，不但設施完備，在度眾上也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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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了非常大的功能。在此意義上說，「佛光禪」的組織落實，具

體體現於「佛光禪堂的組織設施」。其中，重中之重，當推佛光山

修持中心禪淨法堂（簡稱「佛光山禪堂」）之啟建。

佛光山修持中心之興建，乃開山星雲大師有鑒於多年來佛光山

僧眾之發心弘法，信眾之努力護持，卻苦無一處具有多功能的修持

殿宇供僧俗二眾使用；另一方面，有鑒於今日社會拜金風氣之瀰漫，

道德人心之迷失墮落，建設禪堂修持中心，通過長年舉辦禪坐、念

佛、抄經等行門修持，來增進僧俗二眾的心地工夫，改善社會風氣，

淨化社會人心。因此，為了便利禪修，佛光山禪堂的組織分成僧眾

和信眾兩部分。其中，僧眾的部分又分為「男眾禪學堂」與「女眾

禪學堂」，而信眾部分則稱為「禪淨法堂」。整個禪堂已經建設成

為佛光山修持中心。

佛光山修持中心「禪淨法堂」，系經五年籌劃，三年興建，於

1993 年春竣工，座落於佛光山大雄寶殿後方的如來殿三樓，是一座

深具規模、宏偉的修行道場。首任堂主為心定和尚，後由慧日法師

接任，現任堂主為慧昭法師。佛光山禪堂歷經發展，目前不論在禪

法的修持上、禪堂設備、禪堂制度、禪堂規約、禪堂生活，乃至整

個禪風，都已經深具規模，並且影響海內外。

據相關文獻，佛光山總本山目前禪堂數量將近十座。包括禪淨

法堂的大禪堂與小禪堂，男眾傳燈樓職事禪堂、金佛樓女眾禪學堂、

男眾學部禪堂、女眾學部禪堂，及檀信樓地下樓二間信眾禪堂等。

其中以如來殿三樓的禪堂最具規模，是一座極具規模而清淨莊嚴的

現代化禪堂，占地約一千平方公尺，兼具傳統的功能及現代的設施，

平常是男眾禪學堂學僧禪修及生活作息的地方，也是屬於信眾的禪

淨法堂所在，經常舉辦各種禪修活動，接引了不少的社會大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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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樓則另設有女眾禪學堂，為女眾禪學堂學僧平時作息及禪修的地

方，平時不對外開放。檀信樓地下樓的二間信眾禪堂，平時對外開

放，提供給本山信眾及一般社會大眾使用。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屬

於本山徒眾專修之禪堂，平時皆不對外開放。

除位於台灣高雄的總本山之外，佛光山在台灣各地之「別院」、

「分院」，包括台北道場、宜蘭蘭陽別院、基隆極樂寺、永和學舍、

北海道場、三峽金光明寺、鶯歌禪淨中心、新竹法寶寺、彰化福山

寺、嘉義南華學館、台南講堂、右昌寶華寺、屏東講堂、台東日光

寺等，都設有專屬禪堂，對外提供給社會大眾使用。而未設有專屬

禪堂之道場，也會利用佛殿、講堂等設施，經常舉辦各類的禪修活

動，如定期或不定期的禪訓班、一日禪、二日禪等，用以接引當地

對禪修有興趣之信徒及社會大眾。

全國教師禪修營學員，在佛光山禪淨法堂體驗禪修。（陳璿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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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佛光山的寺院道場，遍布全球海內外，在海外設有專屬禪堂的

寺院道場，包括亞洲地區的韓國首爾佛光山、香港佛香講堂、馬來

西亞東禪寺、新山禪淨中心等；美洲地區的美國洛杉磯西來寺、紐

約講堂、休士頓佛光山、奧斯汀香雲寺、關島佛光山、加拿大的多

倫多道場；歐洲地區的德國法蘭克福佛光山、荷蘭荷華寺、英國倫

敦佛光山、曼城佛光山；大洋洲地區的澳洲雪梨南天寺、布里斯本

中天寺、西澳講堂，及非洲地區的南非南華寺等，都設有專屬禪堂。

其他沒有禪堂的海外別分院，同樣會利用佛殿、講堂、圖書館等空

間，舉辦各類禪修活動，以接引當地華人及國外人士，如日本東京

別院、泰國曼谷道場、新加坡佛光山、馬來西亞文教中心、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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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佛光山、德國柏林佛光山、美國鹿野苑、加拿大溫哥華佛光

山、愛民頓講堂、滿地可華嚴寺等。這些遍布海外的寺院道場，多

年來，也接引了海外無數對禪修有興趣的社會大眾。

正如佛光山的道場建設一樣，其禪堂設施不但保有傳統禪堂的

風格，也結合了現代化的各種設備，不論採光、空調、燈光、浴厠

等各項設備，乃至禪堂規模，從古至今，堪稱世界一流。傳統叢林

的禪堂是專屬僧尼參修的禪堂，佛光山禪堂則是一所供僧俗二眾，

以及社會大眾禪修的禪堂。每年接引著上萬進堂禪修及參觀的人，

對於現代人從生活方式到文明方式的變遷中，產生了獨具而深遠的

影響。從中，可以看到「佛光禪」長期推展所形成的多元化、多層

級的人文效應。

法師帶領大眾學習健身禪。（王喜妍 /攝）

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