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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承蒙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妙凡法師的邀請，得以參加

2022 年 12 月 9 日 -12 日於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舉辦的「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新書研討會。此次筆者則擔任程恭讓教授大

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下）1 之導讀回應，藉此

拜讀機會，對於星雲大師其人間佛教思想的啟迪、孕育、內化、實

踐、經驗、轉型與創新等發展的總體歷程，有著更為深刻的了解與

認知。

程教授是中國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上海大學佛教思想史暨人間佛教學研究院院長，主要致力於人間佛

教、近現代中國佛教思想及其詮釋史，含梵語佛典和民間宗教等課

題之研究。其長期窮究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及佛光山人間佛教

實踐之發展，耕耘甚深，成果豐碩。

此次新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下）2 本書，

基本上是源自程教授於 2015 年出版《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的大半內容。其以哲學思想的專業，嘗試運用詮釋學，納入尋根探

1.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下），高雄：佛光文化、財團
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5 年 3 月初版，2022 年二版。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書評

陳玉女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15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書評

源的歷史觀點和宗教學的現象分析等多元視角和方法，歸納併析釐

其自 2013 年至 2019 年相繼發表與星雲大師相關之人間佛教研究專

論，藉以梳理並欲建構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系統及其實踐的架

構。雖並非不易，卻是從龐大紛陳的歷史洪流中，綜整現代中國人

間佛教發展始末及其相關學術研究脈絡至為重要的文化工作之一，

從而得以洞悉每個轉折過程中的關鍵要素，並作為開展未來的重要

基石和指引。誠如該書作者序〈我所認識、理解的星雲大師〉所言：

「人間佛教的既往經驗，亟待理論上的系統反思和提升；人間佛教

已經取得歷史的發展高度，但其前景仍然不會一帆風順，需要培養

人間佛教的高等人才，推動人間佛教事業健康可持續發展。」2

二、內容架構分析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上下 2 冊、4 卷、全 13

章，長達 51 萬餘言，稱得上是卷帙浩繁、篇幅可觀的大部頭專書，

是作者相關論著的彙集。為進一步理解此部篇幅極大的內容結構，

在此就各卷各章的組成進行介紹，以助於對作者撰著旨趣和脈絡的

掌握。首就《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下）（以下簡稱

2022 版）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以下統稱 2015 版）

的內容進行對照比較，構成 2022 版的內容和各卷篇章撰寫時間，

整理如附表所示。3

13 章中的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主要是 2015 版一書的內容。二書

之卷一篇名同題為「星雲大師與二十世紀人間佛教」，含第一至第

三章。全卷試圖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歷經百餘年的中國

2.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頁 55。
3. 本表僅從網頁相關資料的搜羅中彙整所致，若有訛誤處，由待作者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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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實踐中，提出一條得以理解其發展的線索和

解釋的模式。即從二十世紀的兩端，也就是「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

師」二十世紀前半人間佛教的倡導者至後半世紀的賡續、創立者，

作為解析此百年佛緣的變化和實質內涵。並且透過第二章〈一個人

間佛教的傳奇〉，及第三章〈從釋寶成的《釋氏源流》到星雲大

師的《釋迦牟尼佛傳》─漢傳佛教六百年佛陀觀及佛教思想之重

大轉型〉，勾勒星雲大師將傳統漢傳佛教對於佛陀賦予神話色彩的

型塑，轉譯為平易近人的人間佛陀形象，演繹佛陀的精神、教義，

將之活化於人間生活的各種建設，為人所用而實現佛國在人間的真

義，讓傳統佛教轉型為富有人間性、現代性，成為符應人所需的新

佛教。這應是程教授文中所指，自明至二十世紀現代佛教革新世

代，這兩部漢傳佛教佛傳名著相距 600 餘年歷史中，「其實存在著

一條推動佛教革新與轉型的深層線索」。4

卷二題為「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之研究」，是由第

四、五章組成。2022 版的第四章〈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

的幾個核心理念〉，原是 2015 版的第五章，而 2022 版的第五章〈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 1.0 版及其成熟─以〈六年來台灣佛教

的趨勢〉一文為中心〉，則是 2015 版的第六章。此卷乃基於「學

界未能對二十世紀五〇年代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

價值予以正確評價」，故試從星雲大師的代表性著作和論文，並以

「人間的佛陀」、「革命精神」、「佛教青年」、「佛教的社會化

及大眾化」作為揭示其青年時期人間佛教思想理論之主要內涵的四

個核心理念。5 至於未採入原 2015 版的第四章〈星雲大師大陸修學

4.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下），頁 182-183。
5.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下），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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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人間佛教思想之研究〉，程教授的考量，是否因側重於星雲大

師此時期在人間佛教思想建構與弘法實踐初期，即 1.0 版漸臻成熟

的宜蘭經驗上所做出內容上的選擇和裁減，有待向作者確認。

卷三題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內涵與特質之解析」，由第

六章到第八章組成，是 2015 版的第七、八和第九章。第六章〈試

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程教授解釋星雲大師所說：「人

生佛教是人間佛教的一部分內容」、「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佛

教本來就是人間佛教」，既是重視「社會」及「政治」「參與」的

人間佛教，也是注重「人本」、「人間性」的人文主義價值追求的

人間佛教。並以「張力」而不以「不二」來彰顯大師人間佛教契理

契機因應現代與未來社會的特質。

第七章〈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民間信仰思想研究〉，展現「尊

重、包容」的人間佛教民間信仰的精神特質，強調以「正信佛法」

容受民間信仰，改造、淨化乃至昇華民間信仰，蔚為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理論實踐的一大特色；第八章〈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視域下的佛

教史觀〉，歸納佛光系統所建構的人間佛教史觀，無論從佛教的縱

向歷史或橫向的空間來說，其弘化都具有人間佛教的性格；第九章

〈佛光西來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國際化的大試驗場─以西來寺

參訪劄記為主〉，指出 1992-2006 年是佛光系統國際弘法快速成長

期，也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國際化思想理論日漸成熟時期，當中提

出「寺院本土化」是人間佛教國際化過程中極具特色的一項主張。

而西來寺則是驗證此國際化思想的重要基地。

卷四題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佛理基礎之探索」，由第十

章至第十三章組成。第十章〈太虛、聖嚴、星雲─現當代漢傳佛

教三導師的《維摩經》詮釋〉，試圖透過對 3 位大師的《維摩經》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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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比較分析，藉以突顯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與人間淨土結合得最

緊密，佛光山是完成現代轉型最為成功的現代佛教僧團；第十一章

〈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不一不二、不即不離的般若與方便〉，

主要探討有關《維摩詰經》第二品善巧方便思想特質及其與人間佛

教思想的關聯性。前兩章是原 2015 版的第十一、第十二章；而第

十二章〈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原收入於《2014 人間佛教

高峰論壇─人間佛教宗要》（2015），第十三章〈道安大師與星

雲大師─一個比較研究的視角〉則取自《2018 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人間佛教社會思想》，為 2015 版專書所無。加入這 2 章，據

程教授自述：「這樣，將使得我關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闡釋，

更加具有體系性和完整性。」

補入第十二章，如序所言「從理論、實踐、僧團、信眾、新判

教、現代化、國際化、两岸和平、台灣佛教、大陸佛教等十個方面，

較為全面、系統地概括星雲大師對現代佛教的『十大貢獻』」，

以期有「助於彰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深度和廣度」。6 而第

十三章的討論，可突顯星雲大師一生對佛教的貢獻，並綜整其於現

代人間佛教史上，不管是在台灣、中國或全球都賦予應有的地位。

同時藉由比較研究的視野，觀察古今兩位漢傳佛教史上貢獻卓著的

大師，其思惟 ( 建議仍用思維一詞，思維側重於呈現思想的脈絡與

系統性，思惟較偏向內心的想法 )、弘法志業的推動過程中所體現

大乘佛教善巧方便，其甚深般若智的重要傳統精神和巧妙運用的

價值。藉此回叩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的本質，即是「回歸

大乗思想的重要傳承─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的平等不二。」也因

6. 程恭讓：〈我所認識、理解的星雲大師〉，《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

頁 59。



159

此，程教授在〈全書總結〉中，肯定「星雲大師的思想、語言、修

養與行事」，是「深具般若與善巧方便」，成為「系統建構人間佛

教教理及深廣推進人間佛教實踐層面」的「二十世紀人間佛教的一

位卓越創立者」。7

三、評述

綜上為程教授大作內容與結構之梗概，字裡行間無不見其用心

琢磨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之建構及其精神特質的詮釋與解

析。此次 2022 版新出專書，已如前述，除第十二、十三章之外，

大抵是 2015 年版本的主要內容。如程教授序言：

我對大師人間佛教智慧最深的觀察，還是體現在我在 2015 

年出版的拙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一書的核心

思想上，這個核心思想就是我所謂與般若智慧不一不二、

不即不離、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善巧方便智一系大乘佛

法的概念思想。8

至於 2022 版新出的目的，從前述各卷各章內容可知一、二之外，

從其〈全書總論〉亦可獲得進一步獲的了解。9 如果程教授可以在

2022 版新出專書中，清楚闡明前後兩版在撰著動機與目的上的最大

差異，應更為理想。

然大致上，不管是 2015 版或新出 2022 版，全書透過與星雲大

師相關的一手材料，如各種發表的文章、著書、開示、演講、座談、

7.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下），頁 487。
8.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頁 57。
9.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下），頁 48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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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筆錄等資料的極盡蒐羅，並輔以相關的學界研究，從龐雜且廣

涉多面議題的各種資料中，分類引述所需，再行詮釋其義以行理論

之歸納，藉此試圖摸索舉如前述，得以詮釋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

之人間佛教的倡導與創立─「其歷史與邏輯延展之線索，作為一

種可能的及相宜的解釋模式」。暫時先勿論此詮釋模式是否真能客

觀解釋歷史的各種發展因素和現象，但程教授應是少數戮力於這方

面建構的試行先驅，已見雛形，可供未來相關研究之重要參考，尤

其在與星雲大師暨佛光山人間佛教思想理念與實踐的弘揚與推動

上，60 年來所興起難以細數的各方效應及其在現代人間佛教所扮演

的角色意義，程教授的這部大作可以視為回顧其發展歷程的重要整

理之一，殊為難能可貴。

而筆者透過此一研究，回首一望 60 多年來星雲大師及佛光山

人間佛教志業不斷生成演進—即進化、淨化、生成、再進化之有機

的發展歷程，不難領略其為大乘思想中善巧方便與般若智慧淋漓盡

致的一種展現。

此外，全書參引材料豐富，不論是正文或引註，可以看到總是

不憚其煩地列出全文加以引用，此況甚多。筆者詳加細讀，則不失

為吸取相關研究之學術史資訊的重要參考。又如附有慧東法師訪談

錄音稿、星雲大師維摩講座全文稿等原始材料，毋庸置疑，這些均

是未來研究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發展時可能參考的寶貴資

料。不過，若能揀擇與議題確實相關之資料，剪除較為冗長且與議

題較乏關係又多處重複列舉之引文，相信更有助於讀者對於論文旨

意和問題意識的掌握。

再從前述內容結構分析及附表所示，各卷的主題名稱之訂定，

應是歸納議題相近之各篇論文內容所構成，非從主題擬定，之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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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前後脈絡連貫、關係緊密的問題討論，因此各卷或各章之間較乏

連貫性且多有重複，而問題的詮釋或文獻引用亦出現這類情形。致

使章與章之間的關係顯得薄弱。舉例言之，如卷二第六章，論及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 1.0 版，不禁令人要問：既有 1.0 版，那

麼進階 2.0 版或前行基礎 0 版，會是怎樣的發展階段和內容？又於

人間佛教發展史中發揮了什麼樣的意義？類似於此連貫性的問題，

若能有進一步的梳理、揀擇，則全書所持理論的建構，將更具系統、

層次與簡潔。

另，前述程教授有鑑於二十世紀五○年代以後台灣佛教的轉

型，即現代人間佛教之新佛教的推行與創立，得力於跟隨國民政府

遷台的大陸來台僧人者眾，然學界對於這批來台僧人的貢獻之關

注仍屬欠缺。因此希望建構一條得以含括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

紀末，也就是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師之人間佛教的倡導與創立過程

中，對現代人間佛教有所建樹的諸多「長老大德、僧人居士、普通

信眾與社會人士」等透過各種不同方式、渠道，努力以赴的這種歷

史多元共構發展的詮釋模式。的確，從第一卷，可以看到程教授在

這種歷史觀點下所進行的問題關懷，但也難免漸流於單一主線的敘

述方式，最後明顯集中於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人間佛教發展的主述脈

流之中，似乎忽略了相同年代各個不同佛教團體也透過不同方式共

塑台灣，或更廣泛區域的現代人間佛教之多元共構的發展現實。納

入多元的視野審度，或許更能突顯且客觀有力地詮釋星雲大師暨佛

光山人間佛教之所以特別和卓越之處。正如程教授所期許的：

台灣人間佛教的發展進程，是「全體台灣佛教徒共同努力（共

構）的結果」，……因此，當代台灣社會的人間佛教，呈現出「多

元思想與多樣風格」的格局，現代人間佛教因此是「多元發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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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教」。期待二十世紀人間佛教這一領域的研究，今後也呈現一

個多元解讀的開放之局！ 10

四、結語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自明清以來，中國佛教面臨亟需轉

型和變革的重要時期。十六世紀末，晚明佛教復興之際，強調佛學

的實用性，亦即佛教當為現實人生所用，但歷經明清的朝代更迭，

此講究實用性的佛教思潮受阻。至清末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紀前

後，夾著西強壓境進入中國乃至漢傳佛教所及的東亞世界的基督教

勢力，促使東亞諸國吹起一股「佛教無用論」的毀佛號角，太虛大

師提出「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新思惟，希望走出中國佛教

舊傳統的陋習，以樹立現代中國新佛教的革新精神來予以回應。雖

然仍舊面臨國內外戰爭的襲擊受挫而未能順利開展，但受到人間佛

教洗滌的一批佛教新人才，二戰後，隨著國民政府入台，移植人間

佛教的新思惟，逐步落實扎根於此，並開花結果，蔚為人間佛教的

重要大本營（基地）。星雲大師便是這波人才中銜接不使斷裂而得

以開枝散葉的重要之一人。

此次集結出版首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書》，「這是

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的重要論述，更是獻給社會大眾認識人間

佛教文化思想學術研究的一部學術巨典！」在此意義與重大成果基

礎下，人間佛教學此一研究領域，其內涵的釋義與界定，其清晰而

明確的人間佛教研究理論與方法之建構，應是接下來顯得極為迫切

而必要的課題，再次提煉、精實所思所論，跨越僅止於現象的分析，

並與其他不同佛教體系推行之人間佛教經驗的比較研究，亦是下一

10. 程恭讓：《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上），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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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重要工作。因此跨域共筆、撰著多元共構的開放性人間佛教學

研究，亦是指日可待。     

 附表：

章節 卷（篇）名 卷（篇）名

卷一
星雲大師與二十世紀人

間佛教
星雲大師與二十世紀人

間佛教

第一章

〈從太虛大師到星雲大
師：現代人間佛教的倡
導與創立──二十世紀
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展
開歷程的一種解釋模

式〉

〈 從太虛大師到星雲
大師：現代人間佛教的
倡導與創立──二十世
紀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
展開歷程的一種解釋模

式〉

 

第二章
〈一個人間佛教的傳

奇〉
〈一個人間佛教的傳

奇〉

2013 年 3 月 29-
31 日在江蘇宜
興佛光祖庭大
覺寺舉行的首
屆「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理論
與實踐學術研
討會」的會議
綜述。同時收
入於 2013 年 8
月《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理論
與實踐研究》
一書〈序言〉。

書名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

想研究》（上、下）

（2022版，總頁 86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

想研究》（2015版，總
頁數 797；2020版，總

頁數 80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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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卷（篇）名 卷（篇）名

第三章

〈從釋寶成的《釋氏源
流》到星雲大師的《釋
迦牟尼佛傳》──漢傳
佛教六百年佛陀觀及佛
教思想之重大轉型〉

〈從釋寶成的《釋氏源
流》到星雲大師的《釋
迦牟尼佛傳》──漢傳
佛教六百年佛陀觀及佛
教思想之重大轉型〉

發表於「2014
宗教實踐與文
學創作暨《中
國宗教文學史》
編撰國際學術
研討會」，後
收入《第二屆
宗教實踐與文
學創作暨《中
國宗教文學史》
編撰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
集》，佛光文
化，2018 年 11

月。

卷二
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

佛教思想之研究
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間

佛教思想之研究

第四章
〈星雲大師大陸修學階
段人間佛教思想之研

究〉

第四章
〈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
間佛教思想的幾個核心

理念〉

第五章
〈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人
間佛教思想的幾個核心

理念〉

此篇文章於
《佛光學報》，
新 1 卷第 1 期
（2015.1），頁

31-88。

第五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
想理論 1.0 版及其成熟
──以〈六年來台灣佛
教的趨勢〉一文為中

心〉

第六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
想理論 1.0 版及其成熟
──以〈 六年來台灣佛
教的趨勢〉一文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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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卷（篇）名 卷（篇）名

卷三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內涵與特質之解析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內涵與特質之解析

第六章
〈試論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思想的特徵〉

第七章
〈試論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思想的特徵〉

收入於《星雲
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與實踐研
究》，高雄：
佛光文化，

2013.8。

第七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
民間信仰思想研究〉

第八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
民間信仰思想研究〉

收入於《2014
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理論實踐
研究（上）》，
高雄：佛光文
化，2014 年 12

月。

第八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視
域下的佛教史觀〉

第九章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視
域下的佛教史觀〉

收入於《2014
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理論與實
踐研究》，高
雄：佛光文化，
2014 年 12 月一
書的〈序言〉。

第九章

〈佛光西來寺：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國際化的大
試驗場──以西來寺參

訪劄記為主〉

第十章
〈佛光西來寺：星雲大
師人間佛教國際化的大
試驗場──以西來寺參

訪劄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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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卷（篇）名 卷（篇）名

卷四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佛理基礎之探索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

佛理基礎之探索

第十章

〈太虛、聖嚴、星雲
──現當代漢傳佛教三
導師的《維摩經》詮

釋〉

第十一章
〈太虛、聖嚴、星雲：
現當代漢傳佛教三導師
的《維摩經》詮釋〉

2013 年 4/15-20
「漢傳佛教研
究的過去現在
未來」研討會
會議論文。

第十一章

〈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
──不一不二、不即不
離的般若與方便〉

第十二章
〈人間佛教的佛理基礎：
不一不二、不即不離的

般若與方便〉

第十二章
〈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

大貢獻〉

收入於《2014
人間佛教高峰
論壇──人間
佛教宗要》，
高雄 : 佛光文
化，2015 年 

9 月，頁 329-
347。

第十三章
〈道安大師與星雲大師
──一個比較研究的視

角〉

收入於《2018
人間佛教高峰
論壇──人間
佛教社會思

想》，高雄 : 佛
光文化，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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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主辦「2022 第九屆人間佛教座談會―《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學研究叢書》新書發布研討會」，開幕式於佛光山如來殿以現場與線上同步進
行。700 多位宗教界、教育界、文化界、藝術界人士共同慶賀這歷史性的一刻。

（梁清秩 / 攝）

2 天的研討會於佛光山東禪樓舉行。（梁清秩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