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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之意義
湯一介
北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星雲大師在二○○一年元月一日給各位護法和朋友們祝賀新年的信中說：「長期以來，
佛光山秉持推動『人間佛教』的宗風，一方面重視生活佛法的落實，同時也不斷的舉辦各項
學術會議，編撰《佛光學報》……推廣佛教的文化。」星雲大師在信中還用非常簡明的話說
明「人間佛教」所從事的事業是「融合傳統與現代弘法的創舉」。短短的一句話表明了打通
傳統與現實佛教的「時代性」與「人間性」。我想，「佛法」無他，就是為「人間」造福，
故大師自去年又創辦了《人間福報》，「為佛教廣開言路，也為傳播佛法盡一份心意」，使
大家「分享『福報』和般若智慧」。
星雲大師的賀年信還向我們宣示了「佛光」一貫的宗旨：「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以出
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為娑婆世界點燃明燈；佛光淨土是諸佛淨土的總歸，人間佛教所
成就的，就是佛光淨土。」[註 1]「佛法要有人間性格」[註 2]。我們要瞭解「人間佛教」應該
深入地體會星雲大師今年賀年信的意義。我作為一名對佛教僅有初淺知識的讀書人，對星雲
大師的「人間佛教」自是十分贊成。
從歷史上看，佛教無論在印度，還是在中國，都是和當時的人類社會的福祉相關。中國
佛教自二十世紀起，太虛法師首倡「人間佛教」[註 3]，至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得到發揚光
大，由中國而走向世界，都是為了「在不同的時空因緣裏，秉持佛陀重視現生、示教利喜的
本懷，弘揚人間佛教，開創佛光淨土[註 4]。」
太虛法師在他的〈人生佛學的說明〉中已有這樣的見解，他說：「佛法雖普為一切有情
類，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類』為中心而施設契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生死存
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之人生化故；當以『求人類生存發達』為中心而施設契時機之佛學，
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一義。」[註 5]這就是說，佛教要在佛法的根本理論基礎上適應現代化人類
社會生活的要求以求發展，所以太虛法師說：「佛學，由佛陀圓覺之真理與群生各別之時機
所構成。故佛學有二大原則：一曰契真理，二曰協時機。非契真理則失佛學之體，非協時機
則失佛學之用。真理即佛陀所究竟圓滿覺知之『宇宙萬有真相』，時機乃一方域、一時代、
一生類，一民族各別之心習或思想文化。」[註 6]這就是太虛法師「人間佛教」的「契理」、
「契機」之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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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在《佛光學》的〈自序〉一開頭就說：「佛教需要現代化！」後面又說：「我
們所以把《佛光學》編列在《教科書》第十一冊，是因為數十年來佛光山倡導佛教現代化、
人間化、制度化，對當代佛教的發展不無影響，……。」我認為，人類社會在進入二十一世
紀時，「人間佛教」將會把「佛陀所究竟圓滿覺知之『宇宙萬有真相』」以「佛教現代化、
人間化、制度化」而普照「人間」。
「現代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它既涉及物質生活方面，又涉及制度和思想觀念方
面。從物質方面的現代化看，例如利用現代科學技術（廣播、電視、網路、出版印刷等等）
弘揚佛法相對的說比較容易；現代化制度的建立就比較困難，但比起如何使佛教的精神成為
引導現代人類社會走向更加和諧與圓滿，改造「人心」，還是比較容易的。這就是說，「人
間佛教」要十分關注淨化當今人類社會最關切之問題，以佛法為其提供一最佳的解決途徑。
「開創佛光淨土」[註 7]，成就一大功德，是相當困難。而星雲大師的佛光事業已取得了非常
大的成功，這是大家都承認的。
現代人類社會面臨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可以說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信仰危機、道德衰敗、
理想破滅、良心喪失等，其原因是社會上眾多人群為著自私的目的而爭奪權力和金錢，或者
說由人們的貪瞋癡所造成的。這些社會現象和佛之宗旨和目的完全背道而馳，而正是佛教所
要對治之病。太虛法師說：「佛學的宗旨和目的，簡單地概括起來，不過是自利利他而已。
其實，世間所有種種的工作云為，也不過是彼此間利益，惟所差在究竟與不究竟之別。」
[註 8]得「究竟」法門則「現證法喜安樂，永斷煩惱無明」；而不得「究竟」者則無此。故星

雲大師在《佛光學》中說：佛光「倡導生活佛教，建設佛光淨土，落實人間，慈悲濟世」
[註 9]。「生活佛教」的目的是「建設佛光淨土」，使之落實人間，這才是「利己利他」的。
當今為什麼戰爭不斷，為什麼殘殺無辜，為什麼環境日益惡化，為什麼資源浪費以至有
枯竭之豫？我想，這都是因為私利所驅使而發生的罪惡現象。因此，今日社會的當務之急就
在於爭取「持久和平」和「共同發展」，使今日之地球成為「佛光淨土」。我認為，在人類
所面臨的最大的「和平與發展」問題上，佛教將會起著無可代替的最重要之作用，它是今日
人類社會得以「和平共處」和持續「共同發展」的一種可靠保證。
佛教以「慈悲」濟世[註 10]，「五戒」、「十善」均以「不殺生」為首[註 11]，而二十世
紀的兩次世界大戰殘殺生靈至億萬，如二十一世紀再發生世界大戰，人類很可能會從地球上
消亡。正如在〈佛光學與當代思潮及未來使命〉一課中說：「到了近代，物質生產豐富，人
類的欲望增加，然而卻是無休無止地推動著人類以各種方法掠奪地球的資源。再加上年年戰
爭，人類清淨的本性被蒙蔽了，心靈迷失了，人類面臨著被貪瞋邪見淹沒的危險。」[註 12]
這正是對二十世紀人類社會深切的體認，或者說它揭示了上個世紀人類社會所存在的深刻危
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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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間佛教」最早的提倡者太虛法師，一九三五年就呼籲著「世界和平」，在其《建
設現代中國佛教談》有一節專門闡述「世界和平的渴望」中說：「世界和平的渴望，亦成為
時代趨向之要素。」[註 13]星雲大師則多次在世界各地演講都把維護「世界和平」作為最重要
的弘法內容之一。例如一九九六年星雲大師以「平等與和平」為主題在法國巴黎演講呼籲「和
平」，並對「平等」與「和平」的關係作了十分重要的論述，他認為「平等與和平是一體兩
面的真理」[註 14]。為什麼「平等與和平是一體兩面的真理」，這是基於佛法的根本道理，在
〈法界融和是佛光學〉一節開頭對此有明確的說明，「佛陀在菩提樹下金剛座上徹悟宇宙的
真理時，發出一切眾生皆有佛性的宣言，為苦難的眾生帶來了無限的希望與光明，由此而開
展出來的眾生平等、法界融和的思想，就是人類得到永恒安樂的根本，是世界能達到永久和
平的指南。」[註 15]佛教以救世為宗旨，它要拯救人類脫離水深火熱之苦難，人人可以因佛法
而得歡喜，這正在於人人有佛性，才有可能實現「天下一家，人我一如」的理念，建設人間
淨土。[註 16]人本無高低貴賤之分，或因自己輕視自己，或因此人輕視彼人，或因彼此輕視，
這些都是心念之差錯，與佛法的道理相背離。
《五燈會元》中說：「天平等，故能常覆。地平等，故能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
涅槃平等，故聖凡不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可見，「平等」乃佛法之要義。如人心
平等，則無爭無鬥，無貪瞋癡之累，社會何得不平安？天下何得不太平？故《佛光學》中說：
「綜合而言，和平要從平等中建立，平等必須你我相互尊重，在溝通與瞭解上必須彼此立場
互易，對於宇宙間差別萬象之認識，要能知萬法緣生與一多不異的自然原理。」這裏「佛光
學」提出了兩個非常重要的理論問題：一是「立場互易」之理，二是「萬法緣生」之理。
九十年代在西方哲學中特別提出「他者」的問題，對一種文化的理解，需要從「他者」
的立場來加以考察，相互觀照，互為主觀，這樣對事物才可以有個全面的和整體的認識。其
實在中國早有這種看法，蘇東坡的詩中有這樣一句：「不識廬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認識自己有時要站在自己之外，站在「他者」的立場上。而人們常常是自以為是，而囿於一
孔之見，不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陷於目盲而不辨五色。法國的學者弗朗索瓦‧于連在
其《更新文化人類學研究方法、重估中國文化傳統對人的認識》中說：「……我想在一個外
在的立場觀念中找到一個歐洲思維的對立面，但我不想成為一個人類學家，只想當個哲學家。
我在中國找到了這種方便，因為中國為我提供了一種外在的觀點。」[註 17]這說明歐洲一些思
想家為使他們的哲學向前發展，正在找尋一個「他者」作為參照系，在「彼此立場互易」的
情況下來瞭解自身文化。後來于連為更進一步闡明他的觀點寫了一篇〈為什麼西方人研究哲
學不能繞開中國？〉[註 18]他認為，正因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非常不同，如果能用中國哲學
之眼光來看西方哲學，那必定能發現許多新問題，而使西方哲學更上一層樓。
佛光學從佛法「平等」觀引發出來的「在溝通與瞭解上必須立場互易」思想，應該說可
以更加深刻和廣泛地運用於人類社會的方方面面，而消除隔閡和矛盾，造福於世，所以說「和
平要從平等中建立」。如果不同民族、不同國家、不同群體，甚至每個不同的人都以佛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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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場互易」的平等觀來處理相互之間的關係，「把歡喜佈滿人間，使世界融和一體，不分
種族、國籍，同中有異，異中求同，而能和睦相處」[註 19]，「創造安和樂利的社會，促進世
界的和平」[註 20]，人類社會就成了和平寧靜的佛國淨土了。佛光的「人間佛教」無疑是解決
當今人類社會走向「和平共處」的不二法門。
如果說，維護「世界和平」是要解決好「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問題，擴而大之，也就是
要解決好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關係的問題，那麼「共同發展」
就不僅要解決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而且要解決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問題，
使人類生存的自然得到全面的良好的保護。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活離不開「自然」，
這就涉及自然生態和環境保護的諸多方面的問題。
一九九二年世界一千五百七十五名科學家發表的一份〈世界科學家對人類的警告〉，在
開頭就說到：「人類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路。」我認為，這一看法深刻地反映了
當今已遭嚴重破壞的地球村的實際情況。對自然界的過量開發，資源的浪費，臭氧層變薄，
海洋的毒化，環境的污染，人口的暴漲，生態平衡的破壞，不僅造成了「自然和諧」的破壞，
而且嚴重地破壞了「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情況已經嚴重威脅人類自身生存的條件。
在全世界開始注意到「自然環境」問題時，星雲大師於一九九八年在第七次佛光會員代
表大會上，以「自然與生命」為題的演講中說：「自然是世間的實況，如春夏秋冬四季的運
轉、眾生生老病死的輪迴，都很自然。世間事合乎自然，就有生命；合乎自然，就有成長；
合乎自然，就能形成；合乎自然，就有善美。」[註 21]因此，「人間佛教」提出「尊重天地的
生機，以環保護生代替破壞殘殺」[註 22]的主張。這一主張無疑將能為人類造福建一大功德。
我們生活的地球是如何而有的？依佛教看是由種種條件和合而成的，這叫「緣起」。「緣
起」是佛法的根本道理，任何事物成為這種事物，這都是諸種條件合成的結果，正如《佛光
學》中說：「世間一切有為法皆無獨立性、恒常性，必須靠『因』和『緣』和合才有『果』。」
[註 23]「世間上的事事物物（一切有為法），既非憑空而有，也不能單獨存在，必須靠種種因
緣條件和合才能成立，一旦組成的因緣散失，事物本身也就歸於烏有。」[註 24]地球的存在（我
們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存在）從根本上說，也是會化為「烏有」的，因為它也是由種種因緣條
件和合而成的。但是，在地球仍然存在的時期，在人類仍然要在這個地球村裏生活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保護好這個我們生息長養的自然環境，以便使大家生活得安康圓滿歡喜。
既然地球（我們生息長養的自然環境）是由種種因緣條件合而成的「果」，如果地球成
為地球的「因」和「緣」消失了，那麼地球的存在就成了問題。比如說，地球作為人類生息
長養的場所，它的全部海洋都毒化了，人類還能生存嗎？它的植物全部枯死了，人類還能生
存嗎？如此等等，不一而足。實際上只要其中一個條件全然消失了，地球就再不是人類生息
長養的地球了。所以佛教說的「一旦組合的因緣散失，事物本身也就歸於烏有」是千真萬確
的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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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將到的二十一世紀，人類社會如果希望延續下去，並且使生活更加利樂，大家都應
一起來保護自然環境。這是「人間佛教」的「人間性」和「現代性」的重要體現。「人間佛
教」的「萬法緣生」正是為「環保護生」提供了一種十分重要的理論。
「人間佛教」的「現代化」與「人間化」將無疑對人類將來的命運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它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人類處理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對實現
「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發揮重要的保證作用。

【註釋】
[註 1] 佛光星雲編著《佛光教科書(11)‧佛光學》（台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年版），第九十
八頁。並可參閱印順《人間佛教要略》，湯一介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論著輯要叢書‧人間關懷卷》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九年），第三一三頁。
[註 2] 《佛光學》第二○九頁。
[註 3] 據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一書中，他認為，即以太虛法師一九一三年佛教革命、一九二八年
演講「人生佛教」、一九三四年發表〈怎麼來建設人間佛教〉來說明「人間佛教的發展過程」。參見北
京大學周學農的博士論文〈出世、入世與契理契機──太虛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註 4] 《佛光學》第九十七頁。
[註 5] 太虛〈人生佛學的說明〉，湯一介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論著輯要叢書‧人間關懷卷》，中國廣播電
視出版社，一九九九年版，第二二六頁。按：張曼濤先生《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人生與佛教卷》的〈編
輯旨趣〉中說：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在含義上是有區別的，它們代表著兩種不同層次。其差別在於：
「人生佛教指個別的普遍性，人間佛教是指共同的普遍性。亦即一以『人』的個體主體性為物件，一以
『人』共同群眾性為物件」。這就是說，人間是指包含有文化、社會既定的生存世界，而人生是重在如
何改造個人的生存意義和生存價值。參見北京大學周學農的博士論文〈出世、入世與契理契機－－太虛
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按：我認為，太虛法師的「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的基本含義是
一致的，例如在太虛法師〈人生的佛教〉開題中說：「今之人生佛教，側重于人生之改善，特出者即是
依之發菩提心而趣於大乘之佛果。」見於《人間關懷卷》第二二三頁。在太虛法師〈人生的佛教〉中說：
「在人類生活中，作到一切思想行為漸漸合理，這就是了解了佛教，也就是實行了佛教。」同上第二二
八頁。
[註 6] 太虛法師〈人生佛學的說明〉，《人間關懷卷》，第二二四頁
[註 7] 《佛光學》第九十七頁。
[註 8] 太虛法師〈佛學之宗旨與目的〉，《太虛全書》第三十五冊，第十編「學行」第五十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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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 《佛光學》第二○五頁。
[註 10] 《佛光學》第三十一頁中說：「慈悲是弘法的根本，失去了度眾的慈悲，就沒有佛道可成。」
[註 11] 見《佛光教科書(2)‧佛教的真理》第五課〈戒律〉。
[註 12] 《佛光學》第十一頁。
[註 13] 《人間關懷》第二三四頁。
[註 14] 《佛光學》第六十七頁。
[註 15] 《佛光學》第四頁。
[註 16] 《佛光學》第三十五頁。
[註 17] 轉引自《跨文化對話》第一輯，第二十一頁。
[註 18] 見《跨文化對話》第五輯，第一四六－一五六頁。
[註 19] 《佛光學》第六十四頁。
[註 20] 《佛光學》第六十頁。
[註 21] 《佛光學》第六十八頁。
[註 22] 《佛光學》第六十六頁。
[註 23] 《佛光教科書(2)‧佛教的真理》一三二－一三三頁。
[註 24] 同上第一三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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