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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傳統文化是一個多元共生、流行大化的整體。佛教自

印度傳入中國，經過近兩千年與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早

已成為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當代星雲大師及佛

光山團隊在全球的弘法活動，是實現傳統佛教向現代轉型

的成功案例，同時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發揮實際

功用的典範。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理論實踐活動在當代政教

結構框架內形成了良性發展的基本態勢，其在大陸地區開

展的弘法活動也並非只是佛教本身的復興運動，同時關涉

到大陸地區傳統文化復興的歷程。本文從作為整體的中華

文化的角度，考察星雲大師佛光山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活

動，並將其文化特質總結為：中華本位基礎上，以人為本

理念、人間關懷格局、人文教化實踐三者的有機統一。

關鍵字：中華傳統文化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文化特質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文化特質

樊沁永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哲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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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文化特質

一、文化的整體和部分

本文從一個基本的哲學問題「整體和部分的關係」入手，考察

文化的一般性原理，以此作為我們討論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關係的

基石。首先，我們對文化做一廣狹二義的區分：廣義的文化對應作

為整體的文化，狹義的文化對應作為部分的文化。以中國傳統的訓

解來講，廣義的文化即「人文化成」，特別是強調「文」對於教化、

成就人的意涵。這個訓解將文化視為一個活生生的動態過程，並且

包含著文化中所有的人與物。狹義的文化作為其部分，就是以不同

的分類方式來分析其構成要素、階段、層面、門類等。

就文化而言，其整體和部分的關係因為生生不息的活動而呈現

出非常複雜的一面。以佛教文化為例，首先，倘若我們將中華文化

視為一個整體，佛教文化則是以印度文化的部分進入中華文化，並

逐漸融為中華文化的部分，但這個部分並未喪失其作為印度文化整

體的意涵，也沒有喪失其作為佛教文化整體的意涵。這個部分含有

中華文化本身所不具有的印度文化部分的特點。但是，在中華文化

的整體來看，我們之所以將佛教文化視為中華文化的部分，並不是

要絕對純化、剔除其中的印度文化的因素，而是看到佛教文化與中

華文化融合並和諧相處的歷史積澱出了更符合中華文化的部分，特

別是佛教文化在人文化成方面對於中華民族的意義。這意味著基於

地域劃分的差異，變成了文化內部整體和部分的結構性關係，這種

組成後的中華文化整體和佛教文化，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或者絕對

的統攝關係，而是以歷史中完成共同的使命生成了新的部分和整

體，因此，在具體文化現象上，整體和部分必然會產生功能上的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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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倘若我們將中華文化視為整個人類文化的一個部分，印

度文化也是整個人類文化的一個部分，那麼，佛教文化在傳播流變

的過程中突破了印度文化，由此，一個作為地域文化的部分逐漸演

變成了一個具有獨立自性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在原先的地域劃分中

無法被歸類。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其他的分類方式來考慮其作為人

類文化整體的部分的意涵。就此而言，文化的部分就其活力的原

因，總是訴求著追求整體，而不是現成的被歸為某個類別，這是文

化自身運動訴求的結果。

再者，在動態過程中考察文化，任何作為部分的文化實際發生

作用，都需要在現實的動態整體中進行，而其受到的限制和資源都

來自於整體。活力是作為部分的文化在現實整體的文化中調整格局

的核心力量，就此而言，部分作為整體的部分，其活力的展現同時

也是整體活力的自身運動的體現。那麼，作為整體的文化，如何在

更寬泛的意義上尋求上升和融攝更多的部分？這是任何一個作為部

分的文化真實發生效用所不可避免要思考的問題。

回到本文討論的具體問題，作為中華文化重要一支的漢傳佛

教，其現代化本身就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星雲大師及

佛光山團隊的人間佛教思想實踐，是佛教實現從傳統到現代轉化的

重要過程中，深度和廣度都極具代表性的典範之一。在整體和部分

關係的視角下考察，則中華文化、佛教文化、佛光山文化存在著上

文所分析的整體和部分的相對關係。學界對佛光山和佛教文化的關

注，更多的是從其自身作為一個整體的角度考察其佛教面向，而對

於文化整體動態行進中的關注較少。本文試圖通過文化整體的視

角，來概括星雲大師率領的佛光山人間佛教思想實踐在中華文化復

興的整體意義上的重要啟示，特別是在大陸當前的文化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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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意義更加突顯。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團隊在大陸的弘法活動並非

只是佛教本身的復興運動，也關涉著大陸地區文化復興的整個歷

程。

二、星雲大師佛光山團隊對傳統文化的弘揚

首先，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星雲大師率領的佛光山團隊在弘揚文

化方面的幾個具體實踐：

1. 學校：先後在美國、台灣、澳洲、菲律賓等地，創辦西來、

佛光、南華及南天、光明等 5 所大學。開辦了 50 餘所中華學校、

16 所佛教叢林學院，暨普門高中、均頭中小學等；於大陸捐獻佛光

中、小學數十所。

2. 美術館、圖書館、出版：創辦 22 所美術館、26 所圖書館、

出版社、12 所書局。

3. 新媒體：設立佛光衛視（後更名為人間衛視），並於台中協

辦「全國廣播電臺」。

4. 雜誌、論叢：2000 年創辦佛教第一份日報《人間福報》，

2001 年將發行 20 餘年的《普門》雜誌轉型為《普門學報》論文雙

月刊，2016年復刊並更名為《人間佛教》學報‧藝文；同時成立「法

藏文庫」，收錄海峽兩岸有關佛學的碩、博士論文及世界各地漢文

論文，輯成《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各 100

冊等。1

1. 主持《法藏文庫》的程恭讓教授曾當面請教大師該項目的目的，大師回答：「對
兩岸文化有利。」參見程恭讓：〈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人間佛教》

學報 ‧ 藝文第 2 期，高雄：財團法人間佛教研究院，2016 年。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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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著作：撰有《釋迦牟

尼佛傳》、《星雲大師講演

集》、《佛教叢書》、《佛

光教科書》、《往事百語》、

《佛光祈願文》、《迷悟之

間》、《當代人心思潮》、《人

間佛教系列》、《人間佛教

語錄》等，總計近二千萬言，

並翻譯成英、日、西、葡等

十餘種文字，流通世界各地。

6. 其他：2004 年，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宗教委員會

主任委員；開辦讀書會。2 全力以佛教活動為契機，推動兩岸和平

事業。3

從佛光山多年來諸多方面的人間事功可以看出，承擔文化道義

是人間佛教的內在要求，理論上都有具體的旨歸落實在人間佛教思

想上。並且，結合實踐來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奉行「以文化弘揚

佛法」，所講的「文化」即是社會生活動態中具體的安頓和指導。

弘法作為佛教內部自身的規定性，和文化安頓、教化人的目的是同

一的，從中華文化整體的角度看，作為部分的佛教自明清以來，一

直有這樣一個訴求。特別是傳統的儒釋道文化結構因為社會制度的

2. 以上內容主要參考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叢書》之星雲大師簡介，台北：香海
文化，2008 年。

3. 程恭讓教授在〈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一文指出：「真心誠意、卓有建
樹地積極推動兩岸和平，是星雲大師對佛教的第八大貢獻。」星雲大師多年來
對兩岸和平事業的推動上體現出了以佛教文化突破政治對立的局面，在中華文
化整體上訴求同一的品質是極為重要的內在原因。

星雲大師著作《佛光菜根譚》中英對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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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佛教文化目前作為宗教文化的一個部分，以其活力在華人社

會中實現著對自身的超越。就此而言，對其歸類性的討論都會陷入

到僵化的境地。而活動中的佛教文化逐漸突顯佛教的同時，也可以

視為中華文化整體的內部調適，即佛教文化的復興同時也就是中華

文化面對當代社會自我調整的一個主要方向。

其次，我們對星雲大師有關傳統文化的論述略作評述。

2006 年，星雲大師在嶽麓書院演講中提到：

中國文化的內涵，就其學術思想的演進，大約可分為六

期︰第一期：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萬花齊放。第二期：

西漢東漢時，獨尊儒學，罷黜百家。第三期：魏晉南北朝，

道家特盛，崇尚清談。第四期：隋唐盛世時，佛學昌明，

八宗共弘。第五期：五代宋明時，理學興起，佛儒融和。

第六期：清末民初時，古學綜合，西風東漸。

……

鴉片戰爭後，國家連番割地賠款，導致國勢日衰；而此時

西風東漸，儒學也因此一蹶不振。尤其民初「五四運動」

時喊出「打倒孔家店」，當時佛教雖然也受到摧殘，但佛

教有信仰的力量維繫，因此始終屹立不搖；反觀儒學由於

不像一般宗教有著濃厚的信仰情操，故而很快就在時代的

潮流中失去了分量，實在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4

這個演講稿中，星雲大師首先指出了一個重要的限定—「就其學

術思想的演進」，這說明，對於中國文化，星雲大師同時還有一個

4. 星雲大師：〈中華文化與五乘佛法〉，《人間佛教論文集 1》，台北：香海文化，

2008 年。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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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學術思想演進的文化理解，這就是更為廣義的整體的中華文

化。接著，星雲大師對儒學表示了惋惜，並從儒佛比較的角度，提

出儒家遭遇時代困境的重要原因在於缺乏信仰的力量。

從儒學的道統、政統和學統來看，儒家的信仰主要在於道統，

而道統的制度基礎是傳統的師道傳承，一旦作為基礎的儒學教育缺

失了制度性的保障，道統的延續則缺失了外在的基礎。從儒學來

看，以政統承擔政治的特點決定了儒家和佛教的本質差別，星雲大

師惋惜的正是其所附帶喪失了的學統功能，特別是對於安頓人倫和

文化教育的功能。星雲大師對佛教文教、文化的承擔，一方面繼承

了晚明四大師的優秀傳統，重視文化事業，突顯了佛教的制度優

勢；5 另一方面也是開創性的吸收了儒家的部分傳統文教功能。這

個文教功能的接續，是因為星雲大師有一個對中華文化的整體的理

解，並且，這種理解從中華文化整體的運動而言，需要在現實的人

文安頓上尋求有效的載體。從佛教教育到中華文化的教育，是星雲

大師基於佛學義理的廣闊心量，也是佛學普遍性的必然要求，站在

眾生皆平等的角度，更不會受到眾生具體宗教信仰或者文化差異的

影響。

在佛光山舉辦的人間佛教讀書會 10 週年的慶典上，星雲大師

還提到過：

過去有人說，只要我們中華民族有讀書的種子，有讀書人，

中華民族就會不斷地發揚光大，中華文化就會永遠在世界

上熠熠生輝。所以希望全球佛教徒、佛光人，大家都能做

5. 參見拙作：〈晚明佛教復興與人間起之文化省思—以晚明四大師與星雲為中
心〉，《201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下，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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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書人，人人都讀書。今天的世界，社會進步一日千里，

不讀書，不求長進，就要被時代淘汰。不僅身為父母者要

鼓勵子女多讀書，為人子女者也要送書給父母，甚至親戚

朋友往來，不一定都是要以禮品相送贈，互相贈書也是很

好。當然，書並不都是開券有益，還要進一步分辨選擇，

讀能提升知識、增上品德的書。好書不怕千人有，好書不

怕萬人讀，倘若出版界都出好書，讀書人都讀好書，整個

世界書香家庭不斷增加，人人都過書香人生，到處書聲琅

琅，明理講理，甚至因讀書而開悟，那麼世界將會是多麼

美麗！ 6

這裡可以直接看出讀書和文化傳承的重要關係，勸讀書是星雲大師

在教內外培養後進和教化人心的重要內容，這個內容也更加多元和

開放地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而這一點不但是人間佛教的重

點，也是作為中華文化整體的特點。

程恭讓教授指出，星雲大師率領的佛光山人間佛教運動，確立

了「在人本人文與社會參與之間」的重要特徵。7 本文認為，程恭

讓教授指出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特徵，同時在中華文化整體復

興方面有更為普適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現代社會，人本、人文作

為一個時代思潮的共同口號，似乎掩蓋了作為中華文化的特質，而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實踐自始至終有一個一貫的立場：中華本

位。這個立場包括了在印度佛教和漢傳佛教之間、台灣佛教和大陸

6. 宋芳綺：《生活有書香—人間佛教讀書會的故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2012 年，頁 12。
7. 參見程恭讓：〈試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2013 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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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間、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諸多圓融不二的實踐。

立足於中華本位不是封閉自守，而是以此為文化的現實基點，

以便進行開放性的文化實踐。就此而言，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以中

華為本位，是對文化的整體和部分以極其準確的方式把握了不同層

級的關係，特別是將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活生生的進程放在了一個開

放性的舞台。以全球文化整體的角度看，中華本位不是以中華限定

佛教文化，而是在現實的文化形態中發揮符合其根性的文化優勢，

但是，文化發展的方向又以宏大的格局引導著自身的活力向上轉

型，並逐漸脫離原有的整體和部分的分類方式。同樣，我們從中華

文化自身特質的角度考察佛教文化應對時代問題上作出的調整，也

需要準確把握這樣的動態流變關係。

三、佛光山中華文化的特質

本文接下來對佛光山人間佛教思想實踐的中華文化特質—以

人為本的理念、人間關懷的格局、人文教化的方略—逐一論述，

以深入把握其準確意涵。

（一）以人為本的理念

星雲大師多年來表述人間佛教的基本內涵最為通俗易懂、流傳

最廣的就是「凡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

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對此，從文化角度看，

人本思想作為其核心理念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以人為本」並非一

個清晰的概念，因此，我們有必要將之與當代政治學中的民本思想

略作區分。作為人間佛教的人本思想是將人作為起點，關懷其生老

病死的生活安頓、精神生活的幸福、充足和平靜的人本；而政治學

中的民本思想關注的是公民公共生活，對於個體精神關懷方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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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宗教安頓方面，完全是作為個人自由的層面交付個體選擇的。

因此，人間佛教的人本思想有兩個重要的來源：一個是佛教思想中

雖然講諸多世界、眾生平等，但是更加重視六道中的人道，重視此

世界的修證；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和道教都重視此世的修行

和修養，從根本上講，人是文化的核心，這個核心的產生不是以二

元對立的方式得到的，而是第一性的原則，這有別於近代西方文化

在基督教背景下的人本思想。8

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思想延續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特質，一方面，

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佛、菩薩都是人，所有的成就都需要通過人

自身的努力和修證，並且，佛教的世界觀和修行方式淡化物質生

活，不會因為在啓蒙後缺失了神人關係的預設淪陷為物質的奴隸。

另一方面，佛教文化的人本特質又有不同於儒道兩家的方面。以儒

家為例，儒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推擴的彈性空間，是將人倫關係內

斂為人的屬性來思考問題，因此，儒家的人本有強烈的制度建構

性，而佛教理解的人更多的是注重個體，人倫關係的重要性雖然不

言而喻，但是這種關係的流變以及重組，在根本上並不是落實個體

終極關注的方面，這也是佛教在文化變遷過程中，能夠優先結合各

種形態制度架構的內在優勢。

以人為本的理念，使得人間佛教的活動在本末關係上始終能夠

以大眾個體作為核心，不會因為事業的多元、多層次而失去重心，

8. 樓宇烈教授在 2014 年 11 月 7 日召開的第 11 屆「北京論壇」上，發表題為「中
華文化最根本的精神」的演講，首先提到的就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樓先生
指出；「中國的文化不是靠一個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自己道德的自覺
和自律，強調人的主體性、獨立性、能動性。中國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維護
都是靠人的道德的自覺和自律。」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066.html，
2014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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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這也是佛光山能夠以簡御繁、靈活善巧的重要原則。當然，

作為儒佛文化部分的差別，並不影響佛教文化在整體意義上作為中

華文化的特質。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對於人

本的重視在佛光山的文化實踐推進中，有可能會有實質性的調整，

是否能夠推動中華文化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內涵上上升到人類文化的

共同價值，我們拭目以待。

（二）人間關懷的格局

人間關懷的格局有兩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星雲大師講：「普

濟性：在時間上，佛教雖然講過去、現在與未來，但更重視現世的

普濟；空間上，佛教雖然有此世界、他世界、無量諸世界，可是更

重視此世界的普濟；談到眾生，雖然有十法界眾生，但佛教更重視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大樹下的故事屋」，從說故事中培養孩子的品德。
（如地法師 / 攝）



87

人類的普濟。」9 佛光山對此世界、人類眾生的關懷格局從本題的

角度看，即在中華文化之外，還有更為寬泛的對作為整體的文化的

關切。「人間」包括了空間上的概念，同時也包括了不同的領域，

本文將之視為中華文化的特質，並不是要突顯其理論上的淵源，而

是在人文教化安頓的心量上，看到其與中華文化整體的一致性。

需要補充的是，「人間」最重要的限定是佛教文化的人本。在

所有的佛光山的文化活動中，作為大眾的人始終是文化活動的落腳

點。以對政治的看法為例，星雲大師講道：

政治有護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政

治勿嫉妒佛教，勿捨本逐末，不能只有獎勵慈善，應該多獎勵從事

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者。而佛教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權的維護、

民眾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為

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

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10

佛教和政治如何保持良性互動，佛教對政治的影響如何區分政

治活動，都可以從「以人為本」的限定來區分。同理，這也是區分

佛光山的文化活動與經濟活動、一般性的社會活動差別的重要原

則。作為中華文化的特質，人間佛教的人本非常能夠體現當代佛教

入世而不經世的特徵。

廣義的文化雖然包括了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但是人間佛教在

經濟、政治、社會活動中有所區分的關懷，同樣是以整體的文化訴

求尋找合理合法的的發展空間。就此而言，中華文化如何充分突顯

這個特質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9. 星雲大師：「思想體系」，《人間佛教語錄》下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

10. 星雲大師：「政治觀」，《人間佛教語錄》中冊，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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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文教化的實踐

佛光山確立了人本的理念和人間的格局，具體的文化實踐則是

以人文教化來推動的。這一點，程恭讓教授通過梳理佛光山對「人

間佛教」的英譯，指出了人間佛教的人文特質。11 把「人間佛教」

翻譯為「Humanistic Buddhism」，跟多年來佛光山的實踐是分不開

的，星雲大師曾說：

佛光山以文化起家，更是以「文化弘揚佛法」來承擔如來示教

利喜的使命為職責之一。運作上，譬如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佛

光出版社、編《佛光學報》、《普門》雜誌、《覺世》月刊、《佛

光大辭典》、藏經現代新式標點白話編輯、東西文化乃至海峽兩岸

學術的交流與永續的文化事業。至今，無論是其中的任何一個單

位，每一個在職的主管徒眾也都能秉持著宗旨，大家恪守其職的不

斷地推陳出新。希望憑藉著佛門中戮力經營的各種文化事業，來淨

化社會人心。同時能夠增進國人的人文素養，提升社會大眾的生活

品質，以及提供大家生活中理性客觀的指南，與真正能夠安心立命

的智慧財。12

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基本意涵就是「人文化成」，通過文字、

教育來潛移默化地改善社會風氣，改善人心，這是文化的基本功

能。佛光山的實踐正是以人文教化作為重點來進行文化活動的，同

樣，在此文化特質中，我們還是要強調以人為本的限定，佛光山的

文化活動兼顧精英學術和大眾教化，支持現代學術的發展，但強

11. 參見程恭讓：〈試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徵〉，《2013 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

12. 參見星雲大師：〈《空入門》序〉，《人間佛教序文選》，台北：香海文化，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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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佛教以善巧方便的接引，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客觀外化的道理為

本，在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基於中華傳統對強勢的西學主導的當

代學術的正面回應，其重要性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和深入的思考。

人文教化的實踐，是星雲大師對中華文化的現代復興最為重要

的推動，動態中的佛光山文化模式應當從中華文化整體的角度來思

考，而不只是作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局部經驗。

結語

通過學習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踐，總結其對於中華文化

的特質展現，我們不難看出，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團隊的人本思想實

踐和文化活動具有新時代的開拓特點，是佛教文化返本開新的典

範。作為整體的中華文化在大陸的復興如何充分消化佛教的優良經

驗，並回應時代提出的新的挑戰，對於中華文化的其他宗派和部分

具有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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