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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壇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編按：《星雲大師全集》簡體中文版，2019 年 6 月 11 日在南

京圖書館正式發布。這套人間佛教寶典，凝聚星雲大師一生的

般若智慧，被當代出版界稱為「人間佛教奠基之作」。為讓大

眾更好地了解《星雲大師全集》的特色及對當代佛教與社會的

影響，見證大師的智慧與貢獻，由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

究院、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主辦，四川大學佛教與社會研

究所承辦「《星雲大師全集》―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論壇」，

邀請學者教授展開精采對談。本學報特刊出論壇內容，以饗讀

者。 

時　　間：2019 年 10 月 26 日

地　　點：四川大學科華苑賓館

主  持  人：四川大學 / 王大偉副研究員

與  談  人：四川大學 / 陳　兵教授

　　　　　西北大學 / 李利安教授

　　　　　四川大學 / 段玉明教授

　　　　　四川大學 / 閔　麗教授

　　　　　西北大學 / 王雪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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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大偉：

今天非常榮幸，主持這場由四川大學佛教與社會研究所主辦的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星雲大師全集》五人談」座談會，我

們邀請了國內佛教界五位著名專家，陳兵老師是佛教界的耆宿，也

是國內最早做佛教研究的學者；李利安老師是觀音信仰方面的著名

學者，也是在人間佛教研究方面用力頗深的專家；段玉明老師在佛

教與社會這領域，一直是非常活躍的專家；閔麗老師是川大宗教所

做宗教政治學、宗教哲學方面的學科帶頭人；王雪梅老師在佛教史、

佛教與民俗等方面，都有很多建樹和成就。當然，我們還要隆重介

紹不遠千里從寶島台灣來到成都的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

法師，感謝他能撥冗親臨這次座談會。佛光山已經惠贈我們川大宗

教所一套《星雲大師全集》了，這是我們所收藏的一套重要圖書，

再次感謝佛光山。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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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座談活動是從 9 點到 11 點半，由各位老師發表自己

的簡介，順序是陳兵老師，李利安老師，段玉明老師，閔麗老師，

王雪梅老師，每位老師有 20 分鐘的時間。首先請陳兵老師發表。

陳兵教授：

大家好，妙凡法師好，我有幸在二十天以前獲贈一套《星雲大

師全集》，全集有 108 本，實際非常重。《星雲大師全集》新聞發

布會時，特別邀請我去，我當時身體不好，沒有去，我與星雲大師

交往有二十年，特別寫了一首偈：「星雲妙語說妙法，口吐多多妙

蓮花，全集出版龍天喜，甘霖時雨遍中華。」

我們三傳佛教―漢傳、南傳、藏傳，大概在明朝左右都衰落

了，漢傳佛教衰相最嚴重，到二十世紀，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出現

了一個小型的復興運動，這個復興運動在大陸，因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成立，基本上就停止了，但在港台還是繼續沿著太虛大師開闢

的人間佛教的路子進行，然後就出了星雲大師這麼一個人，這個人

我認為非常不簡單。大家可能看過高僧傳，古代的高僧很多，但從

古到今還沒有一個像星雲大師這樣的。古代高僧自己修得很好，而

且有深的理論著作，在佛教界有比較大的社會影響，很卻少在社會

活動，但星雲大師不是這樣，他關注的是佛教跟社會、佛教和人生，

這個出發點我認為是非常深刻的。

作為那個年代的年輕出家僧人，他目睹了漢傳佛教的種種衰

落，這個衰相主要表現為與社會人生脫節，高的話是完全出世間的

山林佛教，低的是非常低俗的民俗佛教，跟明清時代沒有基本差

距，星雲大師繼承了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而且把它實踐了。

星雲大師在台灣進行的人間佛教改革，可以說非常成功，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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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間佛教推向了五大洲，這在佛教整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他

是在三系佛教呈現衰落的時代，也是在科學時代，作出這樣的事

業，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值得我們搞學術研究的

人認真研究，原因在什麼地方？

星雲大師對佛教的貢獻將是非常深遠的，尤其是在我們大陸佛

教。大陸佛教三十多年以來，不能說復興，只能說恢復當中，恢復

了很多的名山寺廟，有很多寺院也在學習佛光山的經驗，也在推行

人間佛教，佛光山的典型是我們大陸學習的一個樣本，所以，星雲

大師的《全集》對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我們能夠接觸到的星雲大

師的著作一般來說很少，現在他的《全集》用簡化漢字印出來，對

於我們大陸佛教將起到很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我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深刻理解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人間佛

教非常容易被庸俗化，被世俗化，很多人以為人間佛教是搞慈善事

業，搞一些佛教的小法事活動，這是對太虛大師和星雲大師的人間

佛教思想的誤解，如果僅僅這樣理解佛教，就是沒有如實知見的智

慧。佛教沒有立足的主體和主幹，很容易被社會的先進人士瞧不

起，星雲大師在這一點上，對人間佛教的理解有深刻的意義的。我

覺得他思想的實質，是把禪宗的出世間智慧、超越性的智慧，應用

在現代人實際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非常難以做到的，如果沒有對

禪宗的體悟和社會人生多年深刻的生活經驗，就算是很平常的話也

講不出來，這是星雲大師的思想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最重要的一個方

面。

另外一個方面，我覺得《星雲大師全集》是我們研究中國現代

佛教非常重要的史料。以前的高僧很少把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漢

傳佛教裡只有明代憨山大師的自傳，藏傳佛教這種自傳就比較多，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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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漢傳佛教傳統一般忌諱講自己怎麼樣，但實際上，你做了哪些

事情，做了哪些活動，這對於佛教的修行、佛教歷史編撰都是非常

重要的，星雲大師與古代的高僧不同，他很詳細的把自己一生的社

會活動、宗教活動全部都記下來了，這一部分非常寶貴，是我們研

究佛光山弘法活動，乃至研究現代佛教非常重要的史料，如果以後

的人要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星雲大師全集》裡面的史料是

極其重要的，是不可以回避的。

《星雲大師全集》的價值，我認為主要在這兩個方面，值得我

們研究佛教的人認真研究閱讀，我自己打算每天把星雲大師的《全

集》起碼翻一本，把裡面重要的內容再看一看，我以前看過很多，

我覺得也還有再看的必要性。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陳老師。陳老師是國內非常早的佛學領域的專家，陳老師

談到了自己與星雲大師早年的一些交往，對後輩的我們來說，這確

實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下面有請李老師貢獻自己的智慧。

李利安教授：

我談一下《星雲大師全集》在大陸出版的意義。在今天中國對

宗教管控非常嚴格的背景下，宗教方面的書籍、文章發表是相當的

困難的，以一個境外僧人身分，如此大規模的一百多本書，能夠在

大陸出版社出版，這是個奇蹟，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的背後，一定

有可思議之處，這個可思議之處表面上來看，是我們歷屆的領導人

都接待過星雲大師，關係很好。星雲大師為什麼能夠受到歷代領導

人的認可呢？那是因為星雲大師一直講，兩岸要和平往來，這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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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理念一致。另外，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跨越了宗教的神聖性範

疇，直接進入到社會人生的領域，和現代文化完全接軌，有利於社

會的徑路，提升人生，這是非常清晰、到位、徹底的，而且大師以

通俗易懂、能為老百姓接受的方式展開，從社會公義角度來講，我

想所有的政治家也好，社會各界菁英也好，一定是支持的，這是最

根本的原則。

大師《全集》的出版，有什麼樣的價值和意義呢？首先就是跨

越宗教這個範疇。佛教最大的特點就是，它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這

點我們一定要強調。《星雲大師全集》就是以事實來告訴我們，佛

教並不僅僅是宗教，更是一種文化，大師《全集》的出版，是把宗

教和文化之間的界限徹底給打破，讓佛教以文化的面目，進入到社

會人生的各個領域中去，這是《全集》最重要的特點。

另一個特點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大陸儘管秉持政教分明

的原則，而且堅持信仰自由和協作，但是事實上，政治和宗教關係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前排左起：李利安教授、陳兵教授、主持人王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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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張一直沒有消除，有哪一個宗教能夠積極主動地靠理論事實，

來證明政教之間不會水火不容？我認為《星雲大師全集》就可以做

到！星雲大師的《全集》搭建了一個政教之間新的關係的模型，它

不像古代的那種輔助王權、依附於王權的政府與教徒的關係，而是

一種現代文明體系下的相互尊重基礎上的對接，這是非常重要的。

大師的《全集》跨越了政教關係的敏感，為中國的宗教樹立一個全

新的樣板，特別是對佛教未來的發展，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方面，大師的著作不像以前的高僧講經，一個字可以講

兩天，在神祕的領域中雲裡霧裡，也不是艱澀的、理論的、邏輯的、

讓人頭腦發脹似的講解，而是非常的通俗易懂，這個通俗易懂不僅

僅是形式表面的，更重要的是關注現代社會和人生，把神祕的理論

投放在鮮活的生活當中去，完全跨越僧俗二者的界限。

我覺得這三個跨越，是中國佛教在大陸未來要扎根、基礎進步

穩健的必由之路，大師《全集》的出版，一定會成為帶動大陸佛教

未來發展的力量。確實如陳老師所說，大陸的佛教大部分沉悶保

守、疲軟無力，大師的《全集》會重新給予力量，引領未來，我相

信就如大師所說的，人間佛教就是人類未來的光明。

主持人：

李老師談到《星雲大師全集》的出版，對現代中國社會在文化

構建上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價值。佛教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之

一，發揮其所包含的現代價值，這不僅是台灣佛教的經驗，其實也

可為大陸佛教的發展提供借鑑。非常感謝李老師的發言，下面有請

段玉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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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明教授：

怎麼來看《星雲大師全集》，有兩個方面比較重要。首先，星

雲大師的《全集》彙集了星雲大師關於人間佛教的實踐總結和理論

闡釋，為人間佛教健康有序的發展提供了迄今為止最豐富的引導與

最完整的理論支撐，是人間佛教建設的里程碑。這是總體的概括，

《星雲大師全集》出版有這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怎麼認識《星雲大師全集》，有兩個維度：第一，從經藏演變

的維度來看，我覺得剛才的概括比較到位；第二是社會人生的維度，

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星雲大師的《全集》。

我們先談第一個經藏演變的維度。從大藏經發展的情況看，

佛陀住世說法的時候是對機施教，經典上說佛陀是大醫王，針對

眾生的什麼病開什麼藥，就是應病與藥。第二個特點是不究體系，

佛教裡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毒箭之喻」，就是先救人後，

才來講是什麼毒、箭的材料等等理論體系。不論是對機施教還是

不究體系，有一個東西是貫穿佛陀本懷的，那就是對治人生與社

會問題。

佛陀離世之後，才有了佛經的結集，有六次。第一次是關於佛

陀教法的系統性總結。古時候不像現代，沒有印刷術，也沒有書

籍，全靠弟子們記憶佛陀的教導，如果記憶不好或沒有記全等等，

這個教法就丟失了，因此有了第一次結集。第二次，當時佛教已經

逐漸傳播開了，但發現了一些戒律問題，有的人說佛陀是這樣說

的，有的人說佛陀是那樣說的，為了統一，又進行了第二次結集。

第三次結集，因為外道的思想開始侵入到佛教中，為了釐清異端思

想，明確什麼才真正是佛陀說的，所以有了第三次結集。然後第四

次結集，開始用文字記錄下來，我們現在不要太相信什麼梵文佛經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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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早的，實際上不是，最早是口說的，用犍陀羅語、毗盧語口傳

下來，還有更早的，現代梵文是後來的。第五次結集比較晚，是在

緬甸進行的，將它們綜合起來，但是這個任務實際上沒有完成。第

六次結集是以官方名義出版了多語言的版本，主要是把佛教思想標

準化。

佛經結集每一次都有及時的推力，所謂即時，就是在傳播中遇

到了問題，需要有這樣的一個行為。第一次是面對部派分裂；第二

次面對戒律分歧；第三次面對異端滲入；第四次是面對不同語言；

第五次和第六次是當代挑戰，就是說，如果佛教文化是主流文化的

話，自己首先得統一，否則要受到挑戰。所以我說，每一次結集都

有及時推力，那個時代逼著非要那樣做不可。佛陀的時代是沒有經

律論三種分法的，是結集之後才逐漸形成體系，所以我剛才講，佛

教本身是不就體系，是我們後來搞成了體系，根據實際情況看，是

有彈性的。

接下來，我談談經律論的彈性。第一部分是佛說的經，按原則

是不能動的，但是經可以開示，就是在不傷及佛陀本懷的情況下，

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來講經，在社會背景的推力下，要應時應機的

開示，而不是僵化的開示，只是把佛陀的語句念給大家聽。第二個

是律，佛陀雖然規定了這個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但是可以選擇

各自的處境用什麼律。第三部分，論可以生發，只要不違背佛陀的

教法和佛陀的本懷，可以在經的基礎上繼續發揮自己的東西，比如

古代印度的大師講述了《百論》、《十二門論》等。

具體我有例子。經可開示，例子很多，我們就以《華嚴經》為

例。《八十華嚴》、《六十華嚴》、《四十華嚴》三部，從南北朝

到宋代，我們看見經是用著述的形式進行開示，仔細研究的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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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都是針對社會問題做的開示。唐代的八大宗派，也都是在不違

背佛陀本懷的情況下，開示出自己的宗派理論。

律可選擇，我也舉個例子。傳說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的時候，

羅睺羅失手將缽碎為五片，預示律藏要分成五個。這麼多部律藏，

南北朝的時候傳到中國來，其中，《十誦律》、《四分律》中國都

用過，最後因為道宣律師，《四分律》變成中國佛教主要遵循的戒

律，這個例子告訴我們，選擇律的時候，可以根據時間和地點進行

在地化選擇，不是固定的。另外，南北朝時，發現戒律之外還有一

些行為沒有被規範，於是道安大師制訂了僧制，根據佛教戒律來延

展和補充，就是清規。

論可生發，我舉僧肇的例子。他是鳩摩羅什的弟子，著有《肇

論》。

所以，這三個方面都有彈性。經藏的形成揭示了佛陀自成一代

教法，在不違背其本懷的背景下，是允許也需要不同時代和不同處

境彈性開遮，並不是僵化的，不是給你一個佛陀說的，就永遠不再

動。佛教向全世界傳播的例子，也證明了經藏在地化、歷史化是一

個必然的過程，沒有這個過程，佛教向外弘化就會受到種種阻礙。

那麼來談人間佛教。人間佛教是一種適應公民社會展開的佛

教。我把中國社會分為三個大階段：中唐以前是菁英社會；中唐到

近代是市民社會；辛亥革命到現代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民主平

等要貫徹到體制中去，人間佛教是適應公民社會展開的文化形態，

全然不同於適應封建社會展開的社會體系在經律論三藏體系下，重

新確立自己的教法。如果傳統經律論三種體系含容了佛陀的全部教

法，我認為，《星雲大師的全集》也包容了人間佛教的基本教法，

可以為人間佛教健康有序的發展提供經藏式的支援，但我不敢就把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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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定位經藏，我是提供經藏似的支持，就是經律論三方面都有很大

的貢獻，這是第一個維度。

第二個維度就是社會人生的維度。人間佛教的主體面向是什

麼？首先，人間佛教的主體面向是面對人生。太虛大師說「完成在

人格」，他把人格變成了最主要的核心，他首先的面向是完成人格。

接著是淨化社會，星雲大師反復強調要淨化社會，通過完成人格，

淨化社會。星雲大師說人間佛教宗要有四，「家國為尊、生活合理、

人事因緣、心意和樂」，我覺得這是概括人間佛教最核心的東西。

我簡單展開一下，談如何面對人生。佛教講信解行證，面對人生、

完成人格要從這四個方面入手。我這裡有四句關於信解行證的話，

都是大師的話：第一句話，「信」是深信因果，認同苦空無常；第

二「解」就是了然生命，啟智慧明理；第三「行」就是中道生活，

解決人間問題；第四「證」就是解決煩惱，重在身心安住。星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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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認為，通過信解行證可以完成人格。

其次，人間佛教的主體面向是面對社會，這也是從星雲大師的

文集中總結出來的。首先要有菩薩精神，不能只做自了漢，你對社

會要有一種責任，要淨化社會，不能僅僅完成人格，要通過完成人

格再去淨化社會，所以要具有菩薩精神。第二是二種守持，人間佛

教強調戒律和法律都要遵守，在古代某些時代出家，犯了法是可以

免罪的，但是現代社會不行，大師的文集中常常提到要守戒守法，

我們必須要守法律，做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然後才能通過佛教的

修持完成宗教性人格。

人間佛教第三個主體面向是三種態度，也就是《星雲大師全集》

中的三好、四給、五和。這三種態度都與處理我和他人的關係有關，

與社會打交道的時候，最能訓練人格，體現對社會的態度。最終的

目標是五和，星雲大師的五和不是簡單地從佛經裡拉出幾個「和」，

而是有一個體系：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

界和平。這些人間佛教面對人生、面對社會的基本觀念，在《星雲

大師全集》裡面都有豐富的闡述，而且還有一些成功實踐的總結，

所以我說，《星雲大師全集》的出版，可以為人間佛教落實在人間

提供觀念和參考。

主持人：

感謝段老師的發言。段老師從佛教社會史的角度談星雲大師思

想的價值，講得十分有趣，從佛陀時代經藏集結的過程，進而比對

了《星雲大師全集》的形成，這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彙集，在星雲大

師一輩子的傳法活動中，也是如此，是導人向善，是法的彙集，下

面有請閔老師來發表自己的觀點。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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閔麗教授：

坐在這裡誠惶誠恐，在座的既有佛光山的高僧大德，也有我們

佛學界大咖。我是佛學門外漢，所以若講話不妥，請包涵。

我與佛光山有些緣分， 2002 年，我在佛光大學進行三個月的

短期學術訪問，留下人生中相當美好的記憶。佛光大學在九○年代

中後期建校，2002 年建校不久，當時佛光大學感覺安靜、乾淨，

座落在宜蘭縣的山上，每到黃昏的時候，坐在校園裡眺望大海，天

水一色，天人一體，真的是思考宇宙與人生的最佳境界。那時候到

那裡去學習，中途也到高雄佛光山去參拜，跟一些法師交流，參觀

佛光山上的陳列館、展覽館、僧尼佛學院，也到了佛光山台北的一

些道場，當時給我的感受就是，為什麼佛光山的教團在台灣地區能

形成這麼大的影響？當時的認識比較模糊，後來在自己的研究過程

中，特別是今天聽過前面各位專家的發言，有些體會，有些心得，

可以來解答為什麼佛光教團在台灣有如此大的影響。我的總結是：

第一，一種宗教要在新環境下站穩腳跟，要有現實社會的關注面

向；其次，要有教義教理的自我革新。

剛才段教授講佛教與社會人生，提到完成在人格，這是太虛大

師提出來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則佛成，是名真現

實」，這四句話分別理解，信仰的高山仰止在佛陀，那麼完成在人

格，就是人的心性的修鍊，利己利他，修道圓滿，則有佛性，最後

才是真現實，這樣一個對自己的修鍊的關注，以及對現實的關注，

就是人間佛教最有代表性的濃縮寫照。人間佛教改變了以前佛教深

居山林的傳統，注重突顯了人成佛的能動性和主動性，這就是人間

佛教在教理教義的自我革新的典型。

佛光山宗旨是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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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首先，是以文化弘揚佛法，而不是用佛法

去影響文化，在文化中顯現佛法，這個角度和視野很新。以教育培

養人才，不是僅僅培養佛教界人才，也培養世俗的人才，比如佛光

大學，設立的科目既有人文學院，也有管理學院、科學學院等等，

後來我看了南華大學，也都是按照現代學科來安排。通過以慈善福

利社會的方式去影響、引導、感化信眾，最後以共修淨化人心，其

宗旨每一句話，都包含了現實社會的觀照，充分體現社會入世的精

神，以及如何在入世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獨特的信仰，準確理解佛

教，保持它的宗教性。

第二個啟發，是我在聽的過程中，也思考關於信仰和理性的

關係。我們國內和國外很多教材都認為，信仰是在理性尚未形成，

或者是理性功能模糊，或者理性散落、喪失的情況下，宗教信仰

才有其空間；換句話說，理性與宗教信仰是相對立的，宗教信仰

是理性不足所產生的精神花朵。但是聽了幾個老師的發言，我發

現這個問題應該更改。雖然信仰是在理性不足或者沒有充分展開、

失落的狀態下，它有它生存的空間，但是同時，宗教信仰也存在

於理性充分展開的條件下，比如以人間佛教為例，人間佛教是以入

世的方式去推動出世的事業，難道這沒有理性嗎？所以我說，理性

和宗教並不對立，不是說信仰宗教就不理性，或者理性是在信仰缺

失的條件下存在。從人間佛教的發展的路徑，我們可以看出來理性

的作用。

最後，我想說一點，剛才李教授在談到《星雲大師全集》出版

的意義，其中認為，星雲大師的《全集》在中國大陸出版是一個奇

蹟，我想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星雲大師全集》有心靈撫慰的

功能，有利於社會進步，以通俗的方式有利於被大眾接受等等。那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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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的問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人間佛教為什麼在台灣傳播，而

不在中國大陸滋生？ 

主持人：

感謝閔老師以一貫宗教學的理論思惟，對前面幾位老師論述有

總結和發問，當然，我也希望閔老師在研究過程中，能把這些提問

以學術的方式解決掉。接下來，請我們青年學者的翹楚王雪梅老師

來發表她的觀點。

王雪梅教授：

今天坐在這裡我是誠惶誠恐，我個人只能從大師的《全集》出

版談一下意義，有四個方面。

第一，我認為《星雲大師全集》的出版，有一個重要的文化意

義。前面李老師也提到了，他用「奇蹟」來形容大師《全集》的出

前排左起：段玉明教授、閔麗教授、王雪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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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我非常贊同，我認為它是中華文化史上超邁古今、接引未來的

鴻篇巨制，對我非常震撼。我覺得大師《全集》是中華文脈的當代

重輝，是佛教在人間的即時重現，大師的巨著凝結著過去，承接著

現代，更包含著佛教對未來社會的期待。我們從歷史上看，特別是

剛剛段老師提到的，佛教不斷有文字的編輯，而且歷代高僧大德對

文字的編輯都有很多的研究，但是像《星雲大師全集》這樣一個百

科全書式的書寫編撰，我自己感覺真的是前無古人，再橫看今天世

界宗教的發展，也很難找到在文字的書寫與編纂上可以媲美的宗教

著作，也許很多人寫了很多，但也很難達到 108 卷，4 千多萬字這

樣一個巨著。所以，從文化的意義上，它是中華文化史一個重要的

事件，《全集》出版是文化自信最表彰的典範，是文化自信的彰顯，

在《全集》中，容含了大師對中華文化的學養和傳承、創新以及圓

融發展的思惟。

第二，是《全集》出版對於佛教發展的意義。剛才段老師講到

了，佛教每一次結集都要應對社會，我覺得大師《全集》是在現代

社會應對現代文明的人間佛教的一次大結集。大師從出家開始就一

直書寫，無論是早年還是晚年，他念茲在茲的一個佛教發展方向就

是人間佛教，《全集》不論從經義還是到佛教制度化的建構，都可

以看到大師一生致力於佛教現代化、人間化、制度化的過程，包括

向五大洲國際化的發展。所以我想，《全集》的出版不僅僅是大師

弘法一生的全面呈現，也是人間佛教在文獻上的結集，也是大師人

間佛教圓滿與圓融的呈現，這樣大的結集，為佛教在當下和未來的

發展指明了方向，對佛教在應對現代社會時，在制度化方面以及面

對社會人生起到指導性意義。

第三，是學術研究這方面的意義。大師《全集》的出版對於學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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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有重大意義，如果我們從資料的角度來看，它是百年人間

佛教非常珍貴的影像，同時也是佛教在當代發展非常珍貴的史料。

我有幸參加了好幾屆佛光山舉辦的人間佛教寫作獎學金，其中一

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大家利用大師寫的著述進行研究，而《全

集》裡有很多資料以前沒有發表過，是首次公布的，從這個意義

上來講，大師《全集》的出版在學術上，可能會掀起新的對人間

佛教的研究。

第四，《全集》出版對社會人生的意義。這很好的概括了這

次座談的主題，這也是《星雲大師全集》的核心內容，也是大師

一生弘法極為關注的方面。從太虛大師開始，人間佛教就是在對

社會人生極度關注的情況下提煉出來的，我認為大師《全集》的

出版，對現當代社會人生有很大的啟迪，有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全集》是「成人」的生活寶典、樂群的智慧指南，告訴我們如

何成就自己，關注社會。我們都知道星雲大師有著非常深厚的家

國情懷，而這背後，他對人間佛教的理念進行了很多的闡釋，如

果接觸過佛光山，或者讀過大師的著作，就會感受到大師對於社

會人生極度的關注。比如說三好、四給，看似很簡單，背後卻有

著很深層的佛教的理念支撐，大師用一個很簡潔的話語來呈現。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全集》的出版，對社會人生有更大的

積極促進的作用。

大師一生弘法，從實際的個人生活，到對家庭、國家、政治、

社會都有關注，背後有著人間佛教生命理論的支撐。我總結認為，

大師《全集》是一部鴻篇巨制，大師用他一生的時間書寫了他的人

間佛教的信仰，同時生動地展現了他對人生的使命和擔當，《全集》

的出版是我們當今社會共同的財富，是中國文化史、佛教史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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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碑、文化的豐碑，也是信仰的豐碑，當然更是現代佛教在現代社

會實踐的豐碑。

主持人：

雪梅老師是參與人間佛教活動比較多的學者，從她的談話中能

感受到她對人間佛教的感觸比較多，是有真感情的。

再次感謝五位老師的精采發言，作為主持人，我總結幾句。聽

五位老師發言，真的有很多收穫，五位老師都是寶藏，根據自己的

方向，運用獨特的想法，闡述對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的思考。陳老

師與星雲大師有很多交往，其實陳老師應該多談談當年的一些故

事，這對未來人間佛教的研究可以提供更多珍貴史料。李老師從文

化史的角度切入，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廣闊的思考空間，尤其是李老

師的「奇蹟」二字，可以說是這次座談會的「金詞」。段老師以一

以貫之的嚴謹學術態度，從佛陀時代的經論結集延伸到《星雲大師

全集》，說明相關文獻的整合有一個社會需求背景，也證明佛教發

展與社會沒有脫離過。閔老師則從哲學、宗教學的角度來談，也梳

理了文化的脈絡。雪梅老師以青年學者的視角，帶有更多的溫情，

這也是人間佛教的魅力所在。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星雲大師全集》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能夠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一個奇蹟。可以說，大師一生

就是一個奇蹟，他能夠在這麼複雜的一生中，還能有宏大的文字事

業，也是一個奇蹟，是兩岸文化交流中的奇蹟。還有，從近百年的

人間佛教發展史來說，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僧人中，星雲大師

也堪稱一個奇蹟，近百年來，前無古人，當然希望有來者可以繼承

星雲大師的事業。星雲大師真的是把人間佛教從文字、學理，乃至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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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上都推向了高潮，這也是一個奇蹟。從學者的角度來說，星雲

大師實際為後人提供非常好的學術空間。剛才雪梅老師也提到，有

一些材料是在大師《全集》中才可以見到的，這為未來的學術研究，

提供了非常廣闊的學術舞台，感謝《全集》的出版和大師的貢獻。

下面請妙凡法師為我們的座談會做一個講話。

妙凡法師：

首先感謝段玉明老師，還有王大偉老師承辦這一場座談會，也

感謝陳兵老師，我們大師的老朋友，在身體微恙的情況下，與師母

一起參加這個活動。另外，謝謝李利安老師、閔麗老師、王雪梅老

師，還有各位同學共同參與今天這一場座談，一起認識中國佛教如

何走到今天，認識佛教如何真正發揮它的價值跟意義，它的理念就

是人間佛教。

曾經大師跟我說，什麼是「人間佛教」？帶給大家平安幸福的

信仰，就是人間佛教。佛教關心的是現在，也就是此時此地，關心

的是現在這個時間在這個空間的我們，正因為它關注此時此地此

人，所以佛教得以走到全世界，得以全球化。

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通過各位老師的理解和論述，我想我

們大家可以有三個共識。第一個就是以人為本，佛教本來就是對人

說的，也因為人而得以傳播到全世界各地去。第二個就是重視現實

人生，必須回歸到每一個人因為佛教的信仰而更平安更幸福。大師

常常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要依靠自己、相信自己、喜歡自己，

開發出自己慈悲喜捨的佛性資源，點亮自己的心燈。當一個人點亮

自己慈悲喜捨的光，走在人生旅途的時候，再暗都不怕。大師常常

說，佛陀沒有讓我們相信他，但是我們要相信，相信因緣果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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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什麼呢？自己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是因為有一

個救世主，不是另外有一個神，掌握著我們的人生。我在大師的身

上感受到，他帶給我們的佛教，是一個自然的、正常的、健康的、

要依靠自己、相信因緣果報的信仰，我覺得它是豐富的，是充滿色

彩的，也是多采多姿的。第三個是重視社會參與，這也是大師所提

倡的。今天提倡人間佛教，簡單地說，就是讓佛教回到人間，讓人

間有佛教，就像李老師講的，不再是明清時那種封閉的、防守的、

脫離社會人間的佛教，而是回歸到我們生活裡面，充滿著熱情、樂

觀、正面、積極的佛教，它能帶來現世的平安，令我們相信，只要

我們活得好，我們就可以走得好。

《星雲大師全集》這套書，繁體版是 365 本，簡體版重新整理

之後，比較大本，總共是 108 本。我記得有一次跟大師還有位教授，

一起跑香，當時大師說：我這一生中說給別人聽的，寫給別人看的，

也都是我在做的。

我們可以這麼說，這套《星雲大師全集》是解行並重、知行合

一的理論與實踐人間佛教的生活寶典。段老師很全面地把大師的精

神濃縮在「三好、四給、五和」的價值觀裡，而檢驗真理唯一的方

式就是實踐，這套《星雲大師全集》提供我們如何真正確實的把佛

法實踐在生活裡，讓我們的生命解脫和自在。

非常感謝段老師主辦這次活動，我隨時把各位老師講話的內容

傳給大師，大師也請我問候各位老師。謝謝大家！ 

人間佛教與社會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