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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窺初期大乘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
─以淨土思想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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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與人間佛教思想的關係」為探討主軸，徵引

《維摩詰經》經證揭示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菩薩淨土觀，對讀人間佛教人間

淨土思想之間可能存在的關連性及教義體系為研究內容，初步做了一些解釋

與會通。

    《維摩詰經》是繼《般若經》後，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具有回溯歷

史與啟發後人思想因素。通過分析原經描述的象徵意義，從中提出具有宗教

哲學意味的概念，論證經文中所蘊含的義理，並以此作為探究經中淨土思想

的概括。當然其重要的因素為「菩薩唯心淨土思想」與人間佛教的「人間淨

土思想」有著異曲同工的蘊意。

    考察初期大乘佛教與人間佛教對於「淨土思想」的基本思想論述，探討

「淨佛國」、「菩薩淨土行」及「唯心淨土」等主要思想概念，這些思想的

轉換與理論的落實，彰顯了人間佛教重於「解行」並重的修持；其是思想的

再詮釋、再深化，也豐富了教義的開放性與辯證性，顯示了初期大乘佛教發

展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延續性」。

關鍵字：初期大乘佛教　人間佛教　淨土　維摩詰經　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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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quoting and analyzing the Vimalakirti Sutra,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the connection of Bodhisattva Pure Land in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and 

Pure Land on earth in Humanistic Buddhism.

 The Vimalakirti Sutr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tras after the 

Prajnaparamita literature in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The ideas of "Pure Buddha 

Land, " "Practice of Bodhisattva Pure Land" and "Mind-Only Pure Land" are the 

main themes of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and are all included in the Vimalakirti 

Sutra. Knowing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his Sutra 

can enable the Pure Land thought to extend in Humanistic Buddhism.

 To apply and expound Pure Land thoughts in our practice in daily life, 

Humanistic Buddhism emphasizes an equal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he continuity can be viewed from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to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Buddhism through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Humanistic Buddhism, Pure Land, 

Vimalakirti Sutra,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A Glimps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 

Using Pure Land Thought as the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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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千五百年的佛教思想發展史，是一部「創造的詮釋學史」，對於佛教

義理思想所作的「詮釋再詮釋，建構再建構」，代代深化發展，如同一條永

不枯竭的思想大河。教義多面性及辯證性的開放，容許創造的詮釋者不斷地

重新詮釋、重新發展、重新擴充、重新深化。1

人間佛教的思想溯源到原始佛教思想，證經阿含經典中的佛陀語錄是有

跡可循的，個人曾以〈管窺初期佛教思想與人間佛教思想的關係－以「戒定

慧」三學為中心〉一文，探討初期佛教思想與人間佛教義理思想的相應性，

確實發掘人間佛教義理思想蘊涵著原始聖典基本觀念，並顯示了從初期佛教

發展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延續性」。2

繼初期佛教發展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延續性」，本文以初期大乘佛教3思

想與人間佛教思想的關係作為探討主軸，徵引《維摩詰經》經證，對讀初期

大乘佛教思想的菩薩淨土觀與人間佛教人間淨土思想，揭示可能存在的關連

性及教義體系為研究內容，進行初步解釋與會通。4

1.參考傅偉勳著：《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四）），台北：東
大圖書公司，1990年，頁349。

2.釋妙寬：〈管窺初期佛教思想與人間佛教思想的關係―以「戒定慧」三學為中
心〉，收錄程恭讓、釋妙凡主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
雄：佛光文化，2013年08月，頁510-543。

3.初期大乘佛教約為西元前到西元後大約二百年間的時代。與部派佛教並列在西元前
後之際興起，與阿毘達磨佛教不同的，是提出空的思想的佛教；主張嚮往佛陀的行
跡，立足於佛陀相同的立場而救度眾生的佛教。由學習的立場的佛教（指聲聞乘）
轉換成教導立場的佛教，後轉換為聲聞乘與菩薩乘的對立，當然其中則是有關大量
大乘經典的出現，包括了《般若經》、《華嚴經》、《大般涅槃經》……及菩薩
教團的出現及大乘佛教思想的實踐等等。參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印度佛教
史》，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頁25-31，189-249。

4.關於當代「人間淨土」思想的探討，法鼓山聖嚴法師曾提出法鼓山、慈濟、佛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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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經》是繼《般若經》系後，初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基於般

若空觀的思想，闡揚大乘菩薩的實踐道。表面上可視為菩薩淨土思想的締造

者，因為其確立了菩薩建立淨土的理論思想；在淨土思想中扮演「傳承者」

的角色，後期諸多論典常引用之，5具有回溯歷史與啟發後人思想因素，是值

得研究的課題。

從〈佛國品〉中，通過分析原經描述的象徵意義，從中提出具有宗教哲

學意味的概念，論證經文中所蘊含的義理，並以此作為探究經中淨土思想的

概括。當然其重要的因素為「菩薩唯心淨土思想」與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

思想」有著異曲同工的蘊意。

所提倡的人間淨土思想是受印順導師思想影響。參考聖嚴法師：〈人間淨土〉，
《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慶祝印順導師九秩嵩壽座談會講稿》，法鼓山小叢刊
7，法鼓文化，1997年，頁6-7。在此筆者對佛光山的人間淨土思想，採不同的立場
看法，星雲大師說過其人間佛教思想不是受印老的影響，參閱星雲：〈值得尊崇的
當代佛學泰斗―永懷印順導師〉，《普門學報》第30期，頁195。因此聖嚴法師
此論點有待商榷。爬梳文獻比較太虛、印順、星雲三者對「人間淨土」的看法，彼
此間是有顯然的不同，其實學界己發現其「與諸家大德有鮮明差異」參閱陳劍鍠：
〈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性格的詮釋及建立人間淨土之思想〉，收錄於程恭讓、釋
妙凡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高雄：佛光文化，2013年，頁190-
237，尤其星雲大師的立場想法，可參閱本文〈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思想概述〉部
份。

5.如禪宗六祖惠能在《六祖壇經》中，兩度引用《維摩經》的淨土道場之說：「凡愚
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
樂。」又說：「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
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常行十善，天堂便至。」「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
方。」另華嚴宗四祖澄觀的〈答皇太子問心要〉云：「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
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天台宗的智顗，於《摩訶止觀》卷五上，則主
張「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以上三例之中，前二
例所說的「身中淨土」及「佛心」，是指修行成就的「清淨心」，故有「十善是天
堂」、「心淨即西方」之說，亦有「心心作佛」、「處處成道」之見。至於天台宗
的「一念三千」，乃謂即此現前一念，不論淨穢，均具十法界的性相功德，心與佛
相應，當下即是佛，當下即在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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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摩詰經》的菩薩淨土思想

初期大乘佛教思想深信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行六度具法空觀，並且發

大悲心，願度一切眾生；於無量劫中精進不懈，攝化十方世界，自已建設佛

國，以安穩眾生修習佛道，這是順應阿毗達磨佛教學風的時代轉變，教義多

面性及辯證性的開放，再次詮釋、深化及發展。「淨佛國」思想是此時佛教

劃時的一大轉變。6

有關「淨佛國」之菩薩發願，散說於般若等諸大乘經中，其中以《道

行般若經》第六〈恒竭優婆品所品〉所揭示，認為是最早之敘說。7在般若

經中，經常提到「精勤不顧身命，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

土。」8以「六度」來嚴淨佛土的說明。正如《大品般若經》第廿六〈淨佛國

品〉云：

菩薩摩訶薩，皆遠離如是麁業相，自布施亦教他人布施。須食與

食、須衣與衣，乃至種種資生所須，盡給與之；亦教他人種種布

施，持是福德，與一切眾生共之，迴向淨佛國土故。持戒、忍

辱、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9

「淨佛國」不單只是菩薩為所為而能夠實現佛國，而是要與眾生共同成

就而達成。淨化我等所居住之世界，改善其缺失，增進人類的福祉，是一種

6.參閱望月信亨著，釋印海譯：《淨土教概論》，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頁
1-2。

7.同上註，頁21。
8.CBETA電子佛典檢索《般若系》經典中「嚴淨佛國」、「嚴淨佛土」、「淨佛世
界」「淨佛剎」，有1069筆之多。

9.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淨土品第八十二〉，《大正
藏》第8冊，頁4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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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化運動。因此，「淨佛國」則被視為初期大乘佛教的精華，也是淨土

法門的根源。十方世界皆有諸佛及其淨土的存在，從般若經開始，到阿 、

無量、華嚴、法華、寶積、涅槃等諸大乘經典都如是說。菩薩為度眾生廣大

誓願，踐履所願，投生於五濁惡世，淨化其所居住國土，為成就佛道，就是

「淨佛國」的誓願；宣揚國土的莊嚴、安樂、清淨，一般道俗以此為理想樂

土，企盼欣往浸潤佛法喜悅中。

再者，《維摩詰經》是繼般若系經典後，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具滲透

力，在歷代的注疏者可見端倪，現存的注疏者包括禪宗、三論、華嚴、唯

識、天台、淨土等。10職是故，徵引《維摩詰經》經證，探討其菩薩淨土理

論思想的意涵。

（一）蘊涵淨佛國思想

關於淨土的成立，至少有三個條件：諸佛菩薩的本願、眾生和眾生的功

德。即佛菩薩的願力，加上眾生的業力所感，共同促成；換言之，佛菩薩

「發心立願」，即發菩提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願為了救濟眾生，

而以願力完成的淨土，再加上往生彼國的眾生之願力，才有眾生與佛菩薩共

處的淨土顯現。在《維摩詰經．佛國品》中云：

10.本經的主要注疏有：（一）《維摩經注》，十卷，姚秦僧肇注。（二）《維摩經
文疏》，二十八卷，隋代智顗撰。（三）《維摩經玄疏》，六卷，隋代智顗撰。
（天台宗）（四）《維摩經義疏》，六卷，隋代吉藏撰。（三論宗）（五）《維
摩經略疏》，五卷，隋代吉藏撰。（六）《維摩經義記》，八卷，隋代慧遠撰。
（淨土宗）（七）《維摩經疏記》，三卷，唐代湛然述。（八）《維摩經略疏垂
裕記》，十卷，宋代智圓撰。（九）《維摩經無我疏》，十二卷，明代傳燈著。
（十）《維摩經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釋會紀聞》，民國太虛講。（十一）《維摩
經講話》，民國竺摩著，此外近代大德著述，不再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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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

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

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

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

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

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11

此段文是寶積長者問「淨土之相」，「淨相」指的是淨土因緣。淨土的

因緣有三事：一是菩薩的功德、二是眾生、三是眾生的功德。三因既淨，則

國土淨。12「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即所處之地，一切眾生界是菩薩淨

土。菩薩因隨所要化度的眾生而取菩薩淨土；隨其所要調伏的眾生而取菩薩

淨土；依各類眾生將在什麼樣國度（地域）才能入佛智慧而取菩薩淨土；依

各類眾生將在什麼樣的國度才能萌生菩薩道根而取菩薩淨土。此意即是願力

和業力共業所感，而得生彼國國土。

「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如羅什所論：「空中造

立宮室自在無礙」，空不可以用為宮室，所以不離眾生得淨國也。又云「空

中得為宮室」，不可用空為宮室，要用材木然後得成。所以，菩薩雖解於

空，不可但以空心得，要以三因成就其國，而眾生功德是不斷的淨化與累積

而成。（菩薩功德、眾生及眾生功德）。「若於虛空，終不能成」，指於虛

空而無物可作宮室也。譬如自造國而無眾生可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

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所言淨土必由眾生，舉例如建立

宮室必要有地，無地無眾生，宮土無以成就。二乘人澄神虛無，不因眾生，

11.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14冊，頁538a。
12.姚秦．僧肇：〈佛國品〉，《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38冊，頁3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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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淨土。此段譬說，旨在說明造立宮室須有二：一者虛空；二者依地，宮

室始成。而菩薩空心，依眾生地，方得淨土；若但空，無有地者，室終不

成。二乘人修空觀，不為眾生，故無土；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

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13

此段經文很有意蘊，頗值得深思與探究，主要是將菩薩取於淨土之因

緣，乃至與眾生、二乘人的差異作了分別；並將菩薩空慧與大悲心所成就淨

土做了連結。正如天台湛然大師所著《維摩經略疏》卷第二〈略佛國品〉之

二云：

若但有行無願，不能淨佛國土，如有牛無御；有願無行，如有御

有牛，皆無所到。行人住三觀心，願行具足，成就眾生，淨佛國

土意在此也。14

總結，菩薩「發心立願」為「成就眾生」故，必須「願取佛國」，修行

「淨佛國」。意即有情眾生的業感報體不與他共，但有情生存的器世間報

土，卻是相互依託受用，相互增上、損益。因此，佛與眾生在剎土中，彼此

也有互相增上攝益的作用。所以，菩薩「淨佛國」的思想，具有二特質：莊

嚴國土及成熟眾生。

（二）菩薩淨土行具體內容與模式

梵語buddha-ksetra，漢譯淨土、佛國、佛國土、佛界、佛剎、淨剎、

淨界、淨國、淨方、淨域、淨世界、淨妙土、妙土，是佛所教化的世界之

13.姚秦．僧肇：〈佛國品〉，《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38冊，頁335b。
14.隋．釋智顗說．唐．釋湛然略：〈略佛國品〉之二，《維摩經略疏》卷2，《大正
藏》第38冊，頁5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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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15如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之國土，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之國土，為

「佛土，佛國土」。菩薩「發心立願」為「成就眾生」故，必須「願取佛

國」，修「淨佛國」行。「淨佛國」行之具體內容為何？經云：

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具

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

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

忍辱……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勤修一切功德眾

生來生其國。禪定……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正定眾

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四攝

法……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便……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

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

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

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國土無有犯禁之

名。十善……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

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

15.參閱《佛光大辭典》，指佛所住之處，或佛教化之國土。即不僅指淨土，甚且凡
夫居住之現實世界（穢土），以其為佛教化之世界，亦稱佛土。因此，自淨土之
意義言，彌勒菩薩之兜率天、觀音菩薩之普陀洛伽山等，雖為淨土，但均非佛
土。在初期佛教，小乘說一切有部主張佛土意指釋迦佛陀誕生之娑婆世界而言，
但其後佛身演變成真如之理體為法身，歷史性之佛陀為應身、化身等。故因應化
身觀，而有真佛土、應佛土（又作方便化身土）之說，並由報身說，產生報土思
想。由於對佛身解釋之異，佛土遂有二種、三種、五種等說。三論宗吉藏之大乘
玄論卷五謂，土有不淨、不淨淨、淨不淨、雜、淨等五種，此五土係依眾生之業
而感受者，故稱眾生土；又因其為佛所教化之國土，故亦稱佛土。而在佛典中的
用語的「淨土」是否都等同為「淨佛國、淨佛土、佛國、佛國土、佛界、佛剎」
之同質的意義，值得再探討區分。參見《佛光大辭典》線上查詢，「佛土」，頁
2609；「淨土」，頁4679，網址：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htm，檢索
日期： 201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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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6

前段經文是「取土」意，此段是說明淨土「因果」，是修行門，是願

門，願取佛土。土之淨者必由眾生，眾生之淨必因眾生三業行。此外，直舉

眾生行以釋土淨，包括了三心（直心、深心、菩提心）、六度、大乘四無量

心、四攝法、方便法、卅七道品、回向心、除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及

十善。前說明「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是「緣」說果名。而直心……等是

淨土因，即以「因」說果名。所以，就因與緣來說明「淨土因」，因而取淨

土。然而，如何論此「淨土行」之階漸與次第，經云：

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

意調伏；隨其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

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

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

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17

由上述梳理經文，考察而知法向次第為：直心→能發行→得深心→意調

伏→如說行→能回向→有方便→成就眾生→佛土淨→（說法淨→智慧淨→心

淨）→一切功德淨。此修行次第，從直心開始，「直心是萬行之首」。以直

心誠信佛法，而信心即立，而能化為行動，眾善奉行；累積資糧而令其心能

轉深彌堅，轉深則不會隨波逐流，揀擇（擇法）之力，不隨眾惡。對於捨惡

如糟粕，而從善如流是名調伏。心既調伏，則遇善行，則能行能行；難行能

行則能聞斯能行（如說行，如佛所說的修行）；如所說行則萬善兼具；萬善

兼具，故能迴向佛道，向前彌進是方便力，方便巧慧由之生也；而方便之所

16.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14冊，頁538b。
17.同上註，頁5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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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期在成就眾生。眾生既淨，則土無穢。隨其處眾生純淨，則國土淨。

因此成就淨土，三因具足後，則得淨土。土清淨則生純淨。而眾生受法

同具三淨（說法淨、智慧淨、心淨），則與化主（指菩薩）同功德，所以一

切淨。「一切功德淨」，是妙覺地。18此段經文，主要明實踐修行的階第，

深廣不可頓超，一步一腳印，應尋古仙人之途履，所以說步（發跡）之始，

始於直心，而最後達終極目標，一切功德淨，真善法的淨土。菩薩依十八種

「淨土之行」而令自與彼眾生皆能「行淨」，所以說「行淨則眾生淨」。如

此一來，具有如是行的眾生（眾生淨）則來生菩薩成佛之國土，故說「眾生

淨則佛土淨」。

總結經意：淨佛國土中，菩薩欲淨化自己身、口、意之業，亦淨化他人

身、口、意之業。遠離惡業行善，遠離貪瞋痴而行六度波羅蜜，不取法相，

了達空性迴向佛國土。即以菩薩和眾生的自、他共同業力而建設佛國。從經

文中知，淨土是由菩薩的直心、深心……乃至十善行而實現，依據能化之菩

薩與菩薩所化的眾生身口意清淨而能成就淨佛國土。

（三）「唯心淨土」的思想淵源

「唯心淨土」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中國佛教自天台之後，逐漸出現

18.在《維摩經義疏》中，吉藏將菩薩修行階第做一連結。論云：『問：隨其直心，
終訖一切功德淨，可約位明不？』『答：略擬宜之。外凡初起十信，名為直心，
既有信心，則應修行，故內凡夫名為發行。初地已上，修治地業，名為深心。二
地持戒防惡，名為調伏。三地依聞修定，名如說行。四地至六地，修於順忍，趣
向無生，名為迴向。七地習於十方便故，能成就眾生。八地修淨佛國土，名佛土
淨土。九地辯才，為人說法，名說法淨。十地成就智波羅蜜，名智慧淨。等覺
地，即金剛心，名心淨。妙覺地，行願既圓故，一切功德淨』。其所涉及與《華
嚴經》及《十地經論》、《大智度論》等經論所涉的菩薩十地的內容的對照，亦
值得研究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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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的傾向，就其思想淵源，《維摩經》應有影響力。緣於舍利弗與佛

陀間一段很「精彩」答問。舍利弗質疑佛陀所處世間不淨，自在天王言其所

見佛陀國土清淨莊嚴，而是其（舍利弗）尚不具佛的智慧，心有高下，污穢

之故。「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

淨。」也明示了菩薩依佛智慧對於一切眾生，都懷著平等之心，無人我怨親

之區，以平等清淨之心去看世界，則能夠看到這世界是十分明淨莊嚴。正如

羅什言「淨穢二土，同處而不相礙，今隱穢而現淨，以證佛語不虛，而梵王

見實，又顯二乘為生盲，彰凡夫是罪垢」，19經文如是：

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

如來咎……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

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

佛土清淨。……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

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

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20

經文中，透過對舍利弗等小乘眾執著於外境法，質疑此土污穢不淨的彈

斥，指出只要「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而「為欲度

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是一種方便示現。現象界的差異，種種變

現，如同諸天人同在一寶器飲食，但依各人智慧功德差別，而看到飯色各有

不同。如果人的心清淨，所見到的現象，同佛國土一樣功德具足，莊嚴清

淨。

「佛土本清淨，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現居眾生不淨耳」，是就應土回

19.隋．釋吉藏：《維摩經義疏》，《大正藏》第38冊，頁930b。
20.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第14冊，頁5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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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佛真土常淨，為度下劣作不淨土。如「諸天寶器隨其福德，飯色有

異」，以此為喻，主要是上雖以事來驗明，而時眾未能解了，所見乃為穢

土，所以舉此喻來明示曉義。

初生天上，倘若要試知其功德，要共一寶器，而食天飯，天飯「極

白」、「無白」為喻。其福多者，舉飯向口，飯色不異。若福少者，舉飯向

口，飯色便異。依羅什之意，一器之內，有二種食應二種眾生。因而一處有

淨、穢二土，應於二緣故，是異質同處，不相礙。而就之見解，吉藏認為

「唯是一飯，福德厚者，則見其白。福德薄者，則見其赤。合喻云：實是一

淨土，菩薩依佛慧故，則見土淨；二乘不依佛慧故，見土不淨，不得云器內

本有二飯。若本有二飯，何猶得試於天。」此二人為何有不同的看法，如

同「入不二法門」的見解，其實皆可。以淨、穢相對待為二，若取對待則

有二，若不落入則為一。這是羅什的看法，故「異質同處」，是就眾生而

言。而吉藏則是以菩薩立場而論，所謂「高度不同，看待問題的深度就不同

了」。21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句是很經典

的一句話，是總結淨土義。而淨土實是由心所影響；「欲響順必和其聲，欲

影端必正其形」，「三界五道，皆由心作，故欲得淨土，宜淨其心」，22所

以言淨土因果，則以心為本。

21.「三十三天中，所有諸天子，共同一器食，所食各不同；所食種種食，不從十方
來，如其所修業，自然咸在器。菩薩亦如是，觀察一切法，悉從因緣起，無生故
無滅；無滅故無盡，無盡故無染，於世變異法，了知無變異。無異則無處，無處
則寂滅，其心無染著，願度諸群生。」唐．實叉難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大正藏》第10冊，頁234a。

22.僧肇：〈佛國品〉，《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38冊，頁3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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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思想概述

被視為近代人間佛教具有啟發與貢獻的三位代表人物：太虛大師、印順

導師、星雲大師，考察文獻其將人間佛教思想落實於「人間淨土」實踐言

之，有些差異與不同。

（1）太虛大師（1889-1947）：太虛大師可視為近代人間佛教思想運動

的倡導者，其在對於人間淨土的建設以現存人間為主，如其〈中國建設與新

佛教〉便說道：「佛法上所明淨土之義，不必定在人間以外，即人間亦可

改造成淨土。雖人世有煩惱生死、痛苦鬥爭等危險，但若有適當方法而改

造之，固可在人間建設淨土也。」23即是淨佛國土的思想。對於什麼是人間

淨土？提到「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去修集許

多淨善的因緣，逐步進行，久之久之，此濁惡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為莊嚴之淨

土；不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故名為人間淨土。」24對於如何創造人間淨

土，提出了「人間淨土可以由人們去創造，但又如何去創造呢？其一、須用

政治的力量為實際施設……。二曰、教育，教育為改造思想與發展能力之要

素，必教育進步，社會乃有進步。三曰、藝術，藝術為實業之昇華，由資生

之工藝進而為娛樂欣賞、陶神悅性之美術，用以提高其思想與健全身心。四

曰、道德，道德為教育之根本，由致知之教導，進而為操存、涵養、誠意、

正心之德行，乃可保持此良好之社會至於悠久，而永不忘卻創造之心，以繼

續發展而求進步。」25

23.大虛大師：〈第十三編真現實論宗用論（社會）〉〈新中國建設與新佛教〉，
《太虛大師全書》，精22，頁1196-1197，《大虛大師全書電子版》，印順文教基
金會，2005年。

24.大虛大師：〈第十四編支論．建設人間淨土論（附錄）〉〈刱造人間淨土〉，
《太虛大師全書》，精24，頁428。

25.同上註，頁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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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探討真理，適應潮流，樹立佛學，實是實現人間佛教，建立人

間淨土基礎的運動。因為現在要建立佛教，不是浮泛不切實際的舉動所能勝

任、奏效，是要向人群中從事實際工作，然後纔能實現人間淨土的」。太虛

大師雖有崇高的看法與見解，是但始終無法實現，而成了「口號」，這是其

在自述所提到。26而印順導師評論太虛大師失敗之因，也正因當時佛教徒沒

有組織及得到政府的支持。27

就淨土成就因緣而論，太虛大師有菩薩淨土思想的本願，但因緣未具而

不見彰顯。菩薩的淨佛國土不單是只靠菩薩而能夠實現佛國，而要與眾生共

同成就而達成。大師當時就菩薩立場而言，提出人間淨土的實踐道，是因眾

生淨土「信願行」的資糧未具足，而未能達到立即的彰顯；但其實確實也提

出對後人啟發的影響力，正如星雲大師從不諱言其對「人間佛教」運動的實

踐，其實受太虛大師對佛教弘法護教的熱忱是有所影響的。28

26.太虛大師提到：中國佛學會來研究探討真理，適應潮流，樹立佛學，實是實現人
間佛教，建立人間淨土基礎的運動。因為現在要建立佛教，不是浮泛不切實際的
舉動所能勝任，奏效，是要向人群中從事實際工作，然後纔能實現人間淨土的！
負有此等重大責任與使命，故不是向來舊有的殘餘無精神的佛教團體所可做到，
須有健全的新組織，集合健全的知識份子，認真地共同來探求得佛法的真理，然
後隨時代潮流而宣揚發展，使佛教成為人類所適宜所需要的佛教，故有佛學會的
產生。由此、可知佛學會之責任重而且大了！「建設人間佛教」，「改造人間淨
土」，宣傳已是好久了。但若沒有集團去從事深切地研究真理，則所謂人間佛教
或淨土，終不能實現，而祇是成了一種空喊的口號。參閱〈第十編學行（信眾學
行）〉，《太虛大師全集》，精18，頁273。

27.印順在《太虛大師年譜》中提到：「師在杭，作〈建設人間淨土論〉（致蘇慧純
蔣慧雄書）。緣起於山東臧貫禪之一再函請。大師所論「人間淨土之建設」，為
世界佛徒聯合國際之組織，與建設一佛化特區以資觀感。惟中國佛徒毫無組織，
憑何與世界佛徒相聯合？佛教未為社會中堅分子所重，佛化特區必難得政府容
認。然則人間淨土，從何著手建設！」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學術版）電子版，
印順文教基金會，1998年，頁220。

28.星雲大師曾表述其對人間佛教思想與佛陀一脈相承，而其人間性格則是與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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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順導師（1906-2005）對於「人間淨土」的思想，目標是仰望祈

求彌勒菩薩早日下生人間，而人間淨土的實現，是一種未來教思想，29而不

是願果成的淨土；並與往生阿彌陀佛淨土思想亦不同。印順導師在其系列著

作中，對於建設人間淨土的思想並無多著墨，強調人間淨土思想實現，唯有

仰望彌勒下生才有可能，冀望於未來。正如其《佛法概論》中云：「這個五

濁惡世，經過多少次災亂，彌勒佛降生時，才實現人間淨土。彌勒佛時代的

淨土，即是這個世界的將來，也就是我們仰望中的樂土。所以大家應發願親

近彌勒，希望能躬逢當來的龍華三會」。其他如在《初期大乘佛教起源》、

《淨土與禪》、《青年的佛教》、《成佛之道》等亦是寄望彌勒菩薩的下生

人間的願望。從其思想觀念中管窺，或許正是其僧涯中沒有積極具體實踐

於建設人間關懷和參與社會弘化運動的主因，而以研究學術論作為其生命歷

程，具有可能性之因。

以另一面向來思惟，可視為其立足於「眾生」的視角（即以信眾視

角），對菩薩淨土（他方淨土）的欣往。其正如《維摩經》成立淨土因緣所

言：「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

起菩薩根，而取佛土」、「菩薩隨其所化眾生，而取佛土」，所以欣往彌

勒淨土的因緣，是眾生需要而有的未來教思想。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導師對

「人間淨土」思想的見解，是等待彌勒菩薩的人間淨土實現的未來思想。

來，參閱《人間佛教語錄上》〈人間淨土的意義〉，頁296及《百年佛緣（二）》
〈我的人間性格〉，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頁258-285。而菩薩道的修行
也是生生世世不斷累積成就的。此外，而佛教人間化是一種歷史過程，太虛大師
提倡人間佛教的改革社會運動，雖未奏效，但當時仍是一位僧青年的星雲大師
而言，太虛為教熱忱亦有啟發的滲透力。〈大陸佛教長老的風範〉，《百年佛緣
（七）》，頁146-155。

29.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學術版）電子版，《佛法概論》，頁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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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雲大師（1927-）說道：「我一直強調『人間佛教』就是直探佛

陀的本懷與精神，而人間佛教主要是以人為本的佛教，佛陀的說法，並非對

地獄、惡鬼、畜生所說，而是對『人』所說。佛陀在各種經論中一再表示

『我是眾中的一個』，因為佛陀並不是神。《維摩詰經》也說明了佛國淨土

應於眾生身上去求，離開了眾生就沒有佛；離開了群眾去求道，就沒有道可

求。」30這是其所提倡的人間淨土思想。「眾生是菩薩的佛土」，眾生的功

德成就是需要教化淨化的，人世間就是星雲大師的「淨土」，「化娑婆為淨

土」是其本願，所以其積極參與社會群體的弘法教化就是成就眾生，就是

「淨佛國」行。

提出建設「佛國淨土」是人間佛教主張，積極的把現今世界轉變為「人

間淨土」，即是將人間佛教的思想建構落到「佛光淨土」的實踐。佛光山於

1967年開山後，便「以弘揚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為目標」，建立現代教

團，體系組織完備，發展國際佛教，闡揚人間佛法，也促進了兩岸的交流。

佛光山代表出家僧團，成立在家教團佛光會，提供廣大佛教信眾參與弘法的

空間，藉著僧俗四眾的力量，使佛教人間化、生活化、現代化，乃至超越國

界、種族、宗派。繼而在信仰人間佛教與實現生活修行上確立方向。

星雲大師強調「化娑婆為淨土」，「建設當下的『唯心淨土』，並以之

為建設人間淨土的法要。所謂『唯心淨土』，是依據『心淨則國土淨』來

闡述，只要保持自心的純淨快樂，開採自性的靈山寶礦，發現自心的佛陀，

當下就是佛國淨土」。31提到建設佛國淨土的人間佛教，「很多佛教徒都希

30.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所說經序〉，《人間佛教書信選和序文選》，台北：香
海文化，2006年1月，頁628-630。

31.星雲大師：〈建設唯心淨土〉，《人間佛教語錄（上）》，台北：香海文化，
2006年1月，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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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往生極樂世界，與其寄望未來，不如積極的把眼前的世界轉變為佛國淨

土。」32信仰業力因果，不再把禍福寄託給神明主宰，能以「我是佛」自我

尊重，自我要求，當下即是無有濁惡的莊嚴佛國淨土，33是自我承擔與覺醒

的宗教實踐法門。

現當代三位人間佛教思想提倡大師，對於往生淨土的看法亦不同，大虛

大師雖肯定人間淨土的創建與建設，但其以「求生兜率內院，將來趕赴龍華

初會」為目標；而印順導師則「仰望彌勒下生」，「希望能躬逢當來的龍華

三會」為其意願；星雲大師則是「化娑婆為淨土」為本願，「願生生世世當

和尚」，化導有情，是人間行者，與釋迦牟尼佛本願相同，以娑婆世界為成

就佛道的場域，直探佛陀本懷，是人間賢聖典範。故下文徵引大師對人間佛

教思想的闡述，探討「人間淨土」真義闡述的思想內容。而淨土在哪裡？

在《人間佛教系列（禪學與淨土）》〈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一）〉34一文

中，大師提到（1）淨土在淨土的地方（2）淨土在人間（3）淨土在心裡。35

32.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建設〉，《人間佛教系列．人間與實踐》，台北：香海
文化，2006年1月，頁250。

33.星雲大師：〈印度外道種種〉，《佛光教科書．宗教概說》，台北：佛光文化，
1999年，頁14。

34.星雲大師：〈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一）〉，《人間佛教系列．禪學與淨土》，
頁357-358。

35.關於星雲大師「人間淨土」思想的文獻龐大。搜尋《人間佛教文集》電子版，有
158筆，1，310處；《星雲大師著作系列》電子版，有313筆，1，346處。此外，
關於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維摩詰經》、人間淨土思想的探索與關注，學界已
有程恭讓:〈太虛、聖嚴、星雲：現當代漢傳佛教三導師的《維摩經》詮釋〉，
《2013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開幕研討會論文集》，頁27-72；陳劍鍠：〈星雲大
師的管理思想及佛光淨土的創建〉（201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論
文集）、〈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性格的詮釋及建立人間淨土之思想〉，程恭讓、
釋妙凡主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頁190-237。這些學術篇章，
以不同面向的進路提出思索，頗具後學在研究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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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淨土在淨土中

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的淨土，藥師佛的淨土是琉璃世界，釋迦牟尼佛的

淨土是婆婆世界，法界中小至一芥子微塵，大至整個宇宙，彼此之間都具有

互動的關係，這是佛教「萬法緣起」的精髓。唯有彼此抱持互尊互重，眾生

的生存獲得保障，這也是淨土法門的基本理念與理想。在佛世時代，佛陀主

張的「六和僧團」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雛型典範，所以人間淨土思想的先驅者

是釋迦牟尼佛。

人間淨土思想以化娑婆為主要目標，大師指出：「人間佛教並非新創，

而是釋迦牟尼佛一脈相承的教法，乃從淨化心靈根本之道做起，但並不因此

而偏廢物質方面的建設，而是教人以智慧運用財富，以出世的精神來作入世

的事業，從而建立富而好禮的人間淨土」，36強調淨土不單在天國，而就在

我們的周遭，由你、我、他心中的淨土，匯集成人間的佛光，成就建設當下

美好的「人間淨土」。而「修習四攝六度，是為了度脫眾生；莊嚴佛國淨

土，是為了接引有情。當我們在度脫眾生，接引有情的當下，也就求得了自

身的解脫。當我們無所為而為時，一切的羈絆束縛自然消失，那就是一片淨

土了。」37

娑婆世界是諸有情共業增長而成的，然而淨土建設必要有指導者，同時

必有其願力為中心，因此佛光山的菩薩道場與佛光會以「人間淨土，佛國現

前」的實踐為總目標，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是依大家的根機需要而設，是多

元化、多功能的；隨你適合哪一種法門，就順應你；能夠實踐佛陀「觀機逗

36.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意義〉，《人間佛教語錄（上）》，頁296。 
37.〈如何修淨土法門〉，同上註，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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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就能建設人間淨土。38

提出從「心理上自我健全，自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進步，從而擴及

到家庭、社區、國家，那麼整個世界就是佛光普照的人間淨土。」39而自我

內心的淨土要靠發願去創造完成。「以四生九有、法界平等的『天下一家，

人我一如』的理念，建設人間淨土。以『天下一家』為出發點，讓每個人胸

懷法界，成為共生的地球人，懂得保護自然，愛惜資源。以『人我一如』的

同體觀，自覺覺他，昇華自我的生命，為自己留下信仰，為眾生留下善緣，

為社會留下慈悲，為世界留下光明。」40其就是一種「淨佛國」的思想。

（二）淨土在人間

重視生活的佛教，「對過去的境界不追憶，就是「持戒」；對現在的

境界不貪著，就是「修定」；對未來的境界不存幻想，就是「修慧」。

「無念」實際上就是修「戒、定、慧」，在「無念」的境界裡，對人沒有

愛恨，對境沒有貪著。能夠「無念」，生活裡自能「隨喜」、「隨心」、

「隨緣」。41希望現世生活中，彼此互尊互重，社會能夠安和樂利，從物質

上、精神上都能得到和諧，那麼西方極樂世界就在人間，人間就是極樂淨土

了。42

就淨土成就三因緣論述：星雲大師的本願「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

五大洲」；「三千界」是佛教關於時空的基本看法，三千大千世界一般來說

38.星雲大師：〈佛教對修行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一）》，
頁190。

39.〈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二）〉，同註34，頁401。
40.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意義〉，《人間佛教語錄（上）》，頁301。
41.〈念佛法要〉，同上註，頁253。
42.〈人間淨土的意義〉，同註40，頁296。



92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

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區，正如《華嚴經》所云：「盧舍那佛遍十方，出一切化

莊嚴身；彼亦不來亦不去，佛願力故皆悉見；一切佛剎微塵中，無量佛子修

諸行；悉受清淨國土記，見嚴淨剎稱本行。」43大師其本願就是一個佛光普

照全球化的心願；是以娑婆世界為度化的場域，以地球五大洲為主的「淨佛

國」思想。

學佛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求取功德，而是外弘內修才能圓熟眾生，莊嚴

淨土；真修實證，弘法利生，才能福慧具足，莊嚴佛國。44而人間佛教是一

種大乘菩薩道的思想，依眾生需要為需要，散播希望、信心、歡喜的種子，

將生活融入佛法，成就當下的淨土就是實踐人間佛教。45人間菩薩道所實踐

的本願即是「積極把世界轉變為佛國淨土，心淨國土淨，大同世界現。」46

此外，「眾生是淨土」，人間佛教肯定唯有勤度眾生，才能證菩提，因

離開眾生就沒有淨土可言。47人間佛教所提倡的是人我相助，處處天堂；鄰

里相敬，處處淨土。天堂在我家中，淨土在我心中」，48正是以佛陀的人本

精神，從自己的家庭人關係、經濟生活、居家環境等做起，健全家庭，建設

人間淨土。

「淨土在那裡？其實眾生就是淨土。修道的人，要以眾生為我們修行的

道場，從和大眾的接觸中，培養忍辱行、增長慈悲心。如果能夠和大家和睦

43.東晉．佛馱跋陀羅譯：〈盧舍那佛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大正藏》第
9冊，頁414a。

44.〈如何修淨土法門〉，同註40，頁221。
45.〈人間淨土的意義〉，同註40，頁297。
46.〈人間淨土的意義〉，同註40，頁300。
47.〈如何修淨土法門〉，同註40，頁222。
48.〈建設唯心淨土〉，同註40，頁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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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處、水乳交融，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當下就是極樂淨土。」49 

就「緣起」法則而論，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相因相成，彼此間都是同體

共生，從自我身心的建全開始，佛光山僧團，教化信眾以做好「佛光會員」

到建設「佛光人家」、從建設「佛光人家」到發展「佛光社區」、從發展

「佛光社區」到創造「佛光淨土」，50雖有大小層次之別，但彼此之間都有

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有時可以同時進行，有時必須次第實踐，能夠靈活運

用在日常生活上。「佛光會員」、「佛光人家」、「佛光社區」到「佛光淨

土」就是推動人間淨土實踐；是菩薩淨土的具體落實。由一發展到無量無數

的菩薩淨土，不是為自己建立的，必與眾生共有。（娑婆）淨土就是菩薩為

成就其大願所經營的道場，此種精神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推廣到每個人的

生命實體，即是具「淨佛國」思想之意。

「眾生功德」是靠不斷的教育與積累福德資糧，眾生不斷受化，淨化提

昇則能成就淨土。強調淨土的建立，應從人心開始，一般的環保是心外的，

心中的清淨才是最大的環保。因此大師認為，提倡環保應先從心內做起，心

內的環保做好，心外的環保才能完成。51

星雲大師提到：「一個國家如果能做到國富民安、繁榮進步，這個國家

就是一方淨土；一個社區如果能做到守望相助、彼此關懷，這個社區就是

一方淨土；一個家庭如果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個家庭就是一方淨

49.〈人間淨土的藍圖〉，同註40，頁329。
50.關於「佛光淨土」一詞，意指人間淨土，大師說法通常針對不同對象而說法，對
會員幹部有時是為了強化信念思想，會以「佛光會員」、「佛光社區」、「佛光
人家」……而用之，其實意同指創造「五和」思想大同世界的人間淨土，而非
「佛光淨土」別於「人間淨土」、「人間佛國」等，即是佛教的淨土思想。

51.星雲大師：〈建設唯心淨土〉，《人間佛教語錄（上）》，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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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一個人如果能做到慈悲為懷，人我平等，這個人的內心就是一方淨土。

簡言之，淨土不在他方世界，也不必求來世往生，如果大家都能從心理上自

我健全，自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進步，從而擴及到家庭、社區、國家，

那麼整個世界就是佛光普照的人間淨土。」52

提出「佛國的完成，不在他方世界，也不在未來的時光；佛國的完成，

在當下的人間，在現世的人生」，53以聞、思、修三慧及戒、定、慧三學，

來改進身、口、意三業，期心境一如，確實實踐發願、淨行、懺悔、回向。

依此實修，則內能圓滿六度萬行，外能建設佛國淨土。54如何實踐人間淨土

的理想目標，「奉行五戒、實踐六度、四攝法、發四無量心、信因緣果報、

行禪淨中道」為遵循準則。55因此，在人間佛教的弘化事業裡，「以教育培

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的宗旨，實

踐「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工作信條，已為眾生指

引出一條邁向人間淨土的康莊大道。此外，人間佛教提出「一教、二眾、三

好、四給、五和、六度、七誡、八道」的法數思想修持法門，是義理思想的

理論建構，是引導有情眾生的解脫論，是值得研究的課題。56

52.星雲大師：〈佛光會員的任務〉，《人間佛教系列．佛光與教團》，頁311。
53.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意義〉，《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上）》，頁299。
54.〈人間淨土的藍圖〉，同上註，頁317。
55.星雲大師：〈從佛教觀點看未來的世界〉，《人間佛教系列．緣起與還滅》，頁

258-263。
56.個人另一篇論文〈阿毗達磨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法數思想略論〉，主要探
討人間佛教的法數思想。將原僅有八門分類，本文依據個別法數的基本涵義的分
析，嘗試通貫思想為線索，初步整理建構修行次第來呈現其思想系統。其系統是
把初修行到獲證涅槃（解脫道）的成佛路徑。就淺見所及，至今還沒有出現過有
關人間佛教義理思想系統的專題研究出現，本文不揣淺陋，首次做了一些基本的
研究，也是將人間佛教中教理的實踐修行，組織成為系統化的一種模式，本文進
行中未臻完善，尚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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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淨土在心中

大師主張「唯心淨土」是人間淨土的法要，57在世間建設人間淨土，

首先須建設「唯心淨土」，從自我觀念、心理的改變，則淨土即現。「是

淨土，是娑婆，各人感受不同，但心美、心善、心真、心明都是淨土的特

色。以佛心將塵世的煩囂汙穢轉為清淨，包括外界環境的清淨和自心的清

淨。」58強調淨土在心裡，重視心裡建設，可以將娑婆化為美好的淨土。

在大師的著作中大量關於「唯心淨土」的論述，其中包括在《人間佛教

語錄（上）》〈建設唯心淨土〉59一文中摘錄六十五條語錄參考，這是研究

探討大師人間淨土很重要的文獻參考。在此選擇部份列舉如下：

什麼是唯心淨土？你的心能任運逍遙，隨緣放曠，則「隨所住

處，皆是淨土」。就如天上的太陽、月亮，不管烏雲密布也好，

或是刮風下雨也好，太陽、月亮都是那麼逍遙自在的悠遊於虛空

之中，這就是隨心而住，唯心淨土了。

對世間懷抱愛心，娑婆世界就是淨土；對世間充滿瞋恨，清涼佛

土即成火宅。―《佛光菜根譚》

「心」是一個微妙不可思議的宇宙世界，眾生流轉六道，受苦受

難，或成佛作祖，取證聖境，但由心的作為而定。因此吾人不必

在心外追尋，只要此心覺悟，不妄自造作，則山河大地、樹木花

草，盡納於胸中，當下一念即是法界，娑婆世界轉瞬而成淨土，

宇宙萬象、心識的起滅，無不豁朗明了，自得心開。―《佛光

57.星雲大師：〈建設唯心淨土〉，《人間佛教語錄（上）》，頁276。
58.〈何謂淨土〉，同上註，頁192。
59.〈建設唯心淨土〉，同註57，頁26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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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佛教與世學．佛教與宇宙》

佛國的完成，不在他方世界，不在未來時光；佛國的完成，在當

下的人間，在現世的人生。―《佛光菜根譚》

在唯心淨土裡，雖然身處地獄，內心和在天堂裡一樣快樂；在唯

心淨土裡，燠熱中可以安坐，苦難中也能自在。建設唯心淨土，

要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心自在，隨喜而作。唯心淨土的思

想，可以在惠能、百丈、臨濟等祖師的言教中找到淵源，這是人

間佛教的傳統見地。―〈如是說〉

鑒於此，可見「唯心」思想對大師有很大的影響力，對於「轉識」的運

作極為巧妙。對於觀念的轉化，建立「自心淨土」，建設「唯心淨土」開

始。外在現象界的差異，實為「眾生業海廣無量，隨其感報各不同」，斯由

業力所化，「清淨離垢從心起」，淨化吾人身語意「是諸佛教」。對於娑婆

世界的不圓滿，帶有積極的使命感，「化娑婆為淨土」，「願生生世世當和

尚」來教化有情，其悲願非我等凡人所能識知，正如《華嚴經》所云「欲知

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是也。

四、初期大乘佛教與人間佛教的「淨土思想」之交涉

大乘菩薩本願（purva，pranidhamam）思想的特色，就是菩薩在修行的

時代，至於將來成就佛道時，在其所建設的佛國土內，欲實現某某作用或狀

態的預先誓願。可不是於今世發願而今世成就，而是涉及生生世世經過長遠

的修行而實現。有總願與別願，總願是一切菩薩共通之誓願，簡言之「上求

菩提，下化眾生」。而別願則是依下化眾生之樣式之特殊念願，其種類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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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各有相異。60

通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淨土思想，就別願思想論之，從性質上需要從

二方面觀之：第一、本願思想展開的經過，即是所涉及本願思想關係經典的

研究。第二、是對於前述材料，進行佛教教義立場內容的考察。

大師在〈從現實的世界到理想的世界〉一文中，道出《維摩經》所指的

理想世界是人間淨土，以「心淨土淨」、「大小互融」、「無量方便」、

「不二法門」的世界來說明，啟示我們加強心理的建設、人格的昇華及內心

的淨化。61職是故，就論述淨土部份，本節試圖將《維摩詰經》對照「星雲

模式」的人間淨土思想觀，探討分析大師是如何運用經證實質意涵，將實踐

的行為模式接軌，呈現「心中有佛，佛國在人間」的哲理思想意義。揭櫫大

師一生所致力於人間佛教的弘揚，人間淨土創造。全球化的弘法事業是實踐

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五大洲」具體寫照。就「淨佛國」、「菩薩淨

土行」、「唯心淨土」三面向，略述考察其立論之梗概：

（一）人間是菩薩「淨佛國」的場域

就《維摩經》中，寶積長者問「淨土之相」經文而論，就文分為二，

「取報土之意」和「取應土之意」。「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此即標取土

之意也。菩薩取土，是由大悲起，大悲心是由眾生起，眾生是取土之緣。

緣中說果，所以說眾生之類是菩薩的佛土。取報土之意：「菩薩隨其所化

60.【日】木材泰賢：〈本願思想之開展與道德的文化的宗教的意義〉，參閱張曼濤
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五十六）．淨土思想論集（一）》，台北：大乘文
化出版社，1978年，頁337-386。

61.星雲大師：〈從現實的世界到理想的世界〉，《人間佛教系列．緣起與還滅》，
頁3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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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取應土之意：「隨諸眾

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

取佛土」、「菩薩隨其所化眾生，而取佛土」，即指隨化人多少，故國有大

小也。所以眾生則佛土，佛土者即眾生之影響。此處明所化眾生多寡，而取

佛土之濶狹，此為什公之所意。而吉藏則明含有二義：一是隨眾生善之淺

深；二是隨人眾之多少也。生善義，隨以何法化於眾生，若施、若戒，各隨

彼所行，來生其國。若因持戒，則其地平生。若因行施，則七珍具足。略舉

之，餘類皆是。62

《維摩經》所說的，乃是隨著受其已度、正度、將度的眾生的需要，而

取其國土之故。可知，諸佛的本願，雖為完成淨土的主導力，至於淨土的

性質和成分，以及其時空關係的決定權，則在於生彼國土的眾生，所有的功

德。「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非於空也」，取於空則為

虛無，娑婆世界是吾人的淨土，接受現實世間的不圓滿，而淨化世間就是人

間行者之願，是人間宗教行者的承擔與實踐，是積極入世的菩薩道。

諸佛淨土雖由所化眾生身口意清淨共業而實現，但菩薩的行願、回向、

方便力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諸大乘經典中敘說菩薩的發願是特別重要，也

是菩薩建立大誓願的根據，63「若不能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則不能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人間佛教重視當下的淨土，致力於解決人間各種問題，所

謂以「出世思想」，作「入世事業」，屬於菩薩乘的思想，主張「人成即佛

成」，也就是以聲聞、緣覺出世的思想做人天乘入世的事業，進而實踐菩薩

62.隋．吉藏：〈佛國品〉，《維摩經義疏》，《大正藏》第38冊，頁927c。
63.望月信亨著，釋印海譯，藍吉富主編：〈淨佛國土之教旨與菩薩發願〉，《淨土
教概論》，頁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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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慧業。64大師強調：「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是一個菩薩的道場，……

以菩薩慈悲為共願，結合僧、信二眾的力量，將這個五濁的娑婆世界，建設

成清淨的人間淨土。」65所以佛光山與佛光會以組織系統發展全球事業，便

是實踐「淨佛國」的思想的體現。66

（1）人間淨土的拓荒與實踐

佛陀紀念館的興建，成為台灣的新地標。星雲大師興建時，提到一段談

話：「佛陀並不需要寶塔，而是眾生需要，我憑著這句話而建寶塔」，67從

這一自述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中心，是一位人間菩薩行者的善念

而起，以建築說法，打造了人間佛國。此一信念的基本思想與和《維摩詰

經》中成就菩薩淨土的條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經云：「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就文而言，發起問言，

「菩薩成佛，得土自安，而何故偏言為生耶？」「所以者何？」這是問答。

羅什解釋言，先立國土優劣，然後造行。若為我取國者，應任行之所成；今

為饒益眾生也；所以物所宜而制國也。僧肇云：法身無定，何國之有美惡？

斯外何淨可取。取淨國者皆為彼耳，故隨其所應而取焉。菩薩皆是為眾生，

利益眾生。如同星雲大師為什麼要蓋佛館，皆是眾生需要，為眾生而蓋，而

64.星雲大師：〈禪門淨土篇〉，《人間佛教語錄（上）》，頁302。
65.星雲大師：〈《「菩薩道―中國佛教菩薩思想」學術會議》序―人間佛教菩
薩道〉，《人間佛教序文選》，頁366。

6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若不能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何以故？是回向雜毒故。復次，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作是
念：如諸佛所知諸善根回向，是真回向，我亦應以是法相回向，是名正回向。」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冊，頁300b。

67.星雲大師審訂，潘煊撰文：《人間佛國—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紀事》，台北：天
下文化，2011年12月，頁21。



93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

成就了人間佛國。

從佛光山的開山、佛陀紀念館的興建，至中國大陸佛光祖庭的重建，乃

至全球五大洲建立二百多個道場，幾乎都是從零開始，這是宗教界的「奇

蹟」，也是星雲大師「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的願心所成。其

建寺安僧的情懷是什麼呢？其言云：

建寺安僧，廣度有緣無量數；弘法利生，菩提道路萬古長。佛光

普照，法水長流，像靈山的再現，像祇園重光；是修行路上的加

油站，是心靈安住的幸福地，是擁有法寶的無盡藏，是悲智願行

交會點，是四攝六度的選佛場，那是藝術、那是法寶，都是法同

舍，都是如來場。68

從分燈五大洲道場之興建因緣，了解大師親領弟子們一步一腳印，開疆

闢地，蓽路藍縷的精神，可一窺知「人間佛教」如來場的拓荒史，皆具影響

力。

人與人之間必有微妙因緣，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門，佛光人能齊聚在

這一大傘下（大師的威德感召下），想必皆是發菩提心，為成佛道，服務利

益眾生的基石下相聚一堂，正如《維摩經》經文開頭云：「菩薩三萬二千，

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

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之友而安；紹隆三寶，能使不絕」，海

會雲來集的清淨海眾，集體創作了佛光山，莊嚴成就了人間淨土。

68.佛光山宗務委員會：〈以法為家．道場篇〉，《雲水三千》，高雄：佛光出版
社，2003年，頁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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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間淨土的藍圖

「隨諸眾生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

佛土」，此為明應土之意。應以何國者，若應見淨土以得悟故，則示之以寶

玉。若應見穢國以受道故，則現之以沙土。「入佛慧者」，依僧肇言，七地

所得無生慧，七地為佛眼地，是起菩薩根者。六住已下菩提心。此言：隨

所化眾生，是化外夫凡夫，令生信解。而隨所調伏，為教內凡夫，令生信

解，而隨所調伏，為教內凡夫修起眾行。此二句，是化地前人，取土也。69

婆婆世界是我們的淨佛國的場域，所以在般若經中提到「自淨佛國土，成就

眾生；亦教人淨佛國土，成就眾生；歡喜讚歎淨佛國土，成就眾生法」，70

正是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所行也；所以建設人間淨土便是娑婆世界終極目

標。

人間佛教的要點，以「五和思想」為人間淨土的終極目標。首先要注重

自我的建全，進而維護每一個人的家庭幸福，才能談到開展人間淨土。大師

在〈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一文中，為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大眾，描繪出人

間淨土的理想藍圖。（1）平等包容是我們的淨土。（2）自由民主是我們的

淨土。（3）慈悲喜捨是我們的淨土。（4）安住禪心是我們的淨土。（5）大

乘方便是我們的淨土。（6）清淨唯心是我們的淨土。（7）勤奮願力是我們

的淨土。（8）智慧靈巧是我們的淨土。如果大家都能從心理上自我健全，自

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進步，從而擴及到家庭、社區、國家，那麼整個世

界就是佛光普照的人間淨土。71

69.隋．吉藏：〈佛國品末〉，《維摩詰經義疏》，《大正藏》第38冊，頁927c。
70.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6，《大正藏》第8冊，頁338c。
71.星雲大師：〈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二）〉，《人間佛教系列．禪學與淨土》，
頁37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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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個人一生成長的重要場所，從出生到婚嫁，另組家庭，「家」

是生命的延續，是個人身心調和、價值觀念養成的基礎，是社會組成的基本

單位，也是國家社稷安定的主要力量。佛教尤其重視家庭關係，因此在《善

生經》、《大寶積經》、《優婆塞戒經》等諸經典中，均有佛陀教導信眾如

何實踐家庭倫理的記載。現代人間佛教所提倡的，也正是以佛陀的人本精

神，從自己家庭的人際關係、經濟生活、家居生活等做起，健全家庭，建設

人間淨土。72

目前社會上問題叢生，往往都是肇因於家庭，建立幸福的家庭生活，

然後才能貢獻於國家、社會、全人類。73天堂、地獄有什麼不同？只要肯容

忍、幫助人，那就是天堂。反之，自私、執著、計較，那就是地獄。74如何

建設人間的淨土呢？若要實現生活中的淨土，就必須改變我們的觀念，改變

我們的心理。如果心念不改，每天在貪、瞋、痴裡打轉，即使走遍天下，甚

至到西方極樂世界，那也不是我們的淨土。75

（二）菩薩淨土行的解脫道

大師指出，《維摩詰經》所提倡菩薩淨土，是「唯心淨土」，如經中

說：「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國土淨」，也是人間佛教

的淨土思想。主張將佛法與生活結合在一起，在生活中奉行佛法，在佛法

中建設淨土。76對此「自、他（眾生）行淨則佛土淨」的淨土相，提問主要

72.星雲大師：〈佛教的家庭觀〉，《佛光教科書（六）》，頁101。
73.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藍圖〉，《人間佛教語錄（上）》，頁315。
74.〈建設唯心淨土〉，同上註，頁269。
75.星雲大師：〈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一）〉，《人間佛教系列．禪學與淨土》，
頁370。

76.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四）菩薩行證》，頁127-128。



935管窺初期大乘佛教與人間佛教的關係─以淨土思想為核心

是出自於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77的答問，意指菩薩依「淨土之

行」令自與彼眾生皆「行淨」，故說「行淨則眾生淨」，而「眾生淨則佛土

淨」的真義闡述。

職是之故，大師指出《維摩經》的理想世界就是人間淨土，淨土是人人

欣樂的境界，如何修行，才能到達淨土佛國呢？佛陀曾說︰「眾生之類，是

淨土行。」意即︰唯有勤度眾生，才能證得淨土，因為離開眾生，就沒有淨

土可言。這一信念即是菩薩淨土思想「眾生之類，是菩薩淨土」的會通。當

菩薩發心化度眾生時，就是佛國淨土的現前。所以，佛光會的實踐方向是

「從僧眾到信眾，從寺院到社會，從自學到他學，從靜態到動態，從弟子到

教師，從本土到世界」，以「發願普度眾生，人間淨土佛國現前」為宗旨之

一，實為該為終極目標。

《維摩經》中提到直心、深心、菩提心、六度行、四攝法、方便、

三十七道品、回向心、去除八難、自行守戒、不譏彼闕、十善……等都是

菩薩淨土行。而人間佛教提出「一教、二眾、三好、四給、五和、六度、七

誡、八道」的法數思想修持法門，是具體的義理思想的理論建構，是引導有

情眾生邁向「成佛大道」的解脫論。

大師提到：「人間佛教的大乘菩薩行者，或現出家相或現在家身，皆以

發菩提心利他為修行，甚至不離『發大精進為除一切眾生煩惱』、『廣起

四無量心，安置眾生』，他們以般若空性的智慧『智不住諸有，悲不滯涅

77.回溯「心淨則佛土淨」之說，是佛對寶積菩薩所問「菩薩淨土之行」的回答，如
下文：「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以發阿藐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
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姚秦．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大正
藏》第14冊，頁5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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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以家庭為水月道場，行空花佛事，自度度他，圓滿佛道」。78「以維

摩居士為例，道出在生活裡，行、住、坐、臥之中居家逍遙，隨處都是淨

土」。79生活中、眾生中、人間中實踐，則「隨其心淨，則國土淨」，淨土

就在心裡，這正是人間佛教所謂的「人間淨土」。所以佛光會以推動人間佛

教由僧眾帶到信眾，讓佛法走入生活，落實人間，這是人間佛教一大特色，

倡導由僧、信二眾共同成就淨土，而非落於僧眾，菩薩淨土行思想的特質。

（三）以唯心淨土為法要

在《大智度論》中論述到，菩薩由於深心清淨故，所以能夠教化眾生，

所以眾生心清淨，則世界清淨。經云：「深心清淨故能教化眾生。何以故？

是煩惱故？不起高心、我心、瞋心故，眾生愛樂信受其語。教化眾生故得淨

佛世界」。如《毘摩羅詰》（即《維摩詰經》）〈佛國品〉中說：「眾生淨

故世界清淨。」80「有情淨」則「佛土淨」，關鍵點在於有情眾生淨，即有

情眾生的功德成就；以有情眾生清淨功德故，因此成就淨佛國土。則為窺基

在《說無垢稱經疏》所言：「菩薩自心清淨，五蘊假者有情亦淨。內心既

淨，外感有情及器亦淨」81是也。

人間佛教講的淨土，不只是指十萬億佛土以外的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

界，和藥師佛的東方琉璃世界。佛教的淨土是可以在人間實現，也可以在現

代實現的，因為《維摩詰經》說：「隨其心淨則國土淨」，意思是說，娑婆

世界很髒亂、很黑暗、很動盪不安、很令人煩惱，但這一切都是我們不健全

78.星雲大師：〈第十一課 佛教的家庭觀〉，《佛光教科書（六）》，頁106-107。
79.星雲大師：〈人間淨土的意義〉，《人間佛教語錄（上）》，頁305。
80.姚秦．藏鳩摩羅什譯，龍樹菩薩造：《大智度論》卷85，《大正藏》第25冊，頁

657b。
81.唐．窺基：《說無垢稱經疏》卷2，《大正藏》第38冊，頁10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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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所表現出來的。假如我們有健全而美好的心理建設，則未來在佛光普

照下，我們的社會再也沒有階級鬥爭，沒有男女關係，眾生一律平等；沒有

經濟占有，沒有物質匱乏，人民生活逍遙；沒有惡人騷擾，沒有政治迫害，

社會安定和樂，則極樂世界的一切都可以在我們的眼前實現，這個世界就可

以成為人間淨土了」，82存乎一心，這是唯心淨土的思想，也是人間佛教的

淨土思想。

而大師在《迷悟之間》論述道：「宗教的生活，就如佛教徒『心包太

虛、量周沙界』，他把世界看成是心中的世界；他把眾生看成是心內的眾

生。他可以轉苦為樂、轉邪為正、轉迷為悟，所謂『轉娑婆為淨土』」，83

此岸、彼岸存乎一心，可以將此岸建設成淨土，也可把彼岸建成心中的國

土。經云：「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國土淨。」舍利弗

聞言，心中納悶︰難道佛陀心有不淨，為什麼娑婆世界如此惡濁？佛陀知

道他的想法，於是以足趾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珍寶嚴飾，佛陀告訴舍利

弗︰「我佛國土常淨如是。」原來我們之所以見娑婆為穢土，是因為自己心

有高下，而諸佛菩薩因見一切眾生悉皆平等，身心清淨，所以能見此土清

淨。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佛光會員應和光接物，普度眾生，當

外在眾生度盡的同時，內在貪瞋愚痴的眾生也將轉為菩提眷屬，果能如此，

則何處不是淨土佛國？84

「佛光山提倡人間佛教，就是要讓佛教落實在人間，讓佛教落實在我們

生活中，讓佛教落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上。佛在那裡？在我的心裡。淨土

在那裡？在我的心裡。眼睛一閉，宇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這裡。天下的

82.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人間佛教系列．人間與實踐》，頁181。
83.星雲大師：〈宗教生活〉，《迷悟之間》，頁132。
84.星雲大師：〈佛光會員的信條〉，《人間佛教系列．佛光與教團》，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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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捨我而去了，但我的佛祖在我心中，沒有離開我，那就是淨土。」85淨

土在心裡，建立唯心淨土，重視心理建設，可以娑婆化為美好的淨土，即以

心為本也。

五、結論

本文以「初期大乘佛教思想與人間佛教思想的關係」為研究主軸，徵引

《維摩詰經》經證，揭示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菩薩淨土蘊涵，對讀人間佛教

人間淨土思想的關係。內容主要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初期大乘佛教淨土思想淵源的代表經典─《維摩詰

經》，析論經中「淨佛國」、「菩薩淨土行」及「唯心淨土」等基本概念的

梳理，揭示初期大乘佛教菩薩淨土的思想蘊意。菩薩「淨佛國」的思想，具

有二特質：莊嚴國土及成熟眾生。救濟眾生以願力完成的淨土，再加上往生

彼國的眾生之願力，才有眾生與佛菩薩共處的淨土顯現。而菩薩淨土行則菩

薩依十八種「淨土之行」而令自與彼眾生皆能「行淨」，考察以「直心」為

首的修行法向次第而達「一切功德淨」，所以說「行淨則眾生淨」。如此一

來，具有如是行的眾生（眾生淨）則來生菩薩成佛之國土，故說「眾生淨

則佛土淨」。此外，以「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

淨」，總結淨土義，也被視為「唯心淨土」思想的淵源。

接著，探討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思想內容，徵引「星雲模式」的

「人間淨土」思想的闡述為研究內容。發掘人間佛教菩薩道所實踐的本願即

是「化娑婆為淨土」，積極把當今的「世界轉變為佛國淨土，心淨國土淨，

大同世界現」。人間佛教肯定唯有勤度眾生，才能證菩提，因離開眾生就沒

85.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人間佛教系列．人間與實踐》，頁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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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淨土可言。這一信念即是菩薩淨土思想「眾生之類，是菩薩淨土」的會

通。提出從「心理上自我健全，自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進步，從而擴及

到家庭、社區、國家」，而自我內心的淨土要靠「發心立願」去創造完成，

是「淨佛國」真義的重新詮釋，提出「一教、二眾、三好、四給、五和、六

度、七誡、八道」的法數思想修持法門，是具體的義理思想的理論建構，實

踐是引導有情眾生的解脫論。

最後一部份，考察初期大乘佛教與人間佛教對於「淨土思想」的基本思

想論述，探討「淨佛國」、「菩薩淨土行」及「唯心淨土」等主要思想概念

的相應性與關連性。從闡述《維摩詰經》中來貫通意旨。佛國土是菩薩成佛

時感得之國土，欲令佛國土清淨，則應先清淨己心，己心清淨，則其國土得

清淨也，所以菩薩發心立願，成就當來淨土，為清淨心行的「淨佛國」。而

人間佛教的淨佛國思想是以「化娑婆為淨土」為本願，而「行佛」是人間佛

教將理論落實的具體菩薩行；重視心裡建設以「唯心淨土」為法要，此岸、

彼岸存乎一心，可以將此岸建設成淨土，也可彼岸化為佛國淨土。這些思想

的轉換與理論的落實，彰顯了人間佛教重於「解行」並重的修持，是思想的

再詮釋、再深化，也豐富了教義的開放性與辯證性，顯示了初期大乘佛教發

展到人間佛教思想的「延續性」。

人間佛教作為現當代佛教的主流，「星雲模式」的「佛光學」以權巧方

便開啟了弘法的多元與契理契機的度眾法門，迅速成為探討研究的熱點。除

了「法統」的確立以及對經文義理的論證揭櫫具有獨特內容的教義體系外，

其修行方法內涵及儀軌制度，也是佛教學派向宗派演進的關鍵因素。86而

86.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五）．隋唐篇》，高雄：佛光出版社，2014年06
月，頁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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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模式」的「佛光學」研究，尚蘊含龐大的研究論述的空間，惟有待佛

光門人（僧信）孜孜不倦共同努力。拜讀大師遺囑〈真誠告白〉有感而發，

與大眾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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