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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如何在現代社會發展的一點思考  

 

廣興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助理教授  

 

提要：本論文提出一個思想，三個實踐。一個思想是人間佛教的思想，三個實踐是：第一，

實踐以學修並重建設自身；第二，實踐以禪淨雙修淨化人心；第三，實踐以菩薩精神利益社

會。人間佛教是指導思想，三個實踐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具體表現。第一個實踐是自利，第二、

三個實踐是利他，通過三個實踐在人間達到佛教所講的自利利他的目標。 

關鍵詞：人間佛教 禪淨雙修 淨化人心 菩薩精神 

 

  佛教如何在現代社會發展，已成為每一位佛教徒所關心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二○年代，

太虛大師就針對時弊提出了人間佛教的思想，後來由他的弟子與學生們如法舫、印順、慈航、

唯方、塵空、默如、大醒、談玄等大德的論證，由星雲、聖嚴、證嚴、趙樸初等大師的實踐，

今天，它已經成為中國佛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本論文就人間佛教的理論基礎和如

何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談一些個人的想法，並向各位專家請教。 

一、人間佛教思想的理論基礎 

  印順導師很早就提出，「原始佛教」就是人間佛教。人們一般把釋迦牟尼佛在世間，或

者《阿含經》中所描述的佛教，稱為「原始佛教」，但是學界更為客觀地稱其為「早期佛教」

[註 1]。 現在我們先從釋迦牟尼佛的一生和他所說的教理、實踐和果位的三個方面，從早期佛

教的角度來論證人間佛教思想的理論基礎。[註 2]  

(一)人間度生的現世佛陀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是人間的佛陀。他出生於西元前六世紀的北印度，即今的尼泊爾。

他二十九歲出家，經過六年的苦修而沒有成道，於是他另闢蹊徑，實行中道，在三十五歲時，

覺悟了人生的真理。他在覺悟之後，遊化四方長達四十五年之久，足跡遍布了恒河流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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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人間入滅。所以，佛陀是誕生在人間、成道在人間、度化眾生在人間，一切都以人間為

主。他的一生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釋迦牟尼佛不是萬能的神，他僅是一位指引眾生離苦得樂的人間導師。根據佛教

經典來講，在佛教的修證過程中，釋迦牟尼佛只是一位導師，他教給他的弟子們修行的方法，

為他們指明了通向解脫涅槃的道路。但是，他並沒有向他的弟子們承諾，僅僅依靠信仰他們

就可以獲得解脫，因為他不是救世主。釋迦牟尼佛在《法句經》中告誡他的弟子： 

  

汝當自努力，如來唯示道。修禪定行者，解脫魔繫縛。[註 3]  

  

在同一部經中，他又講道： 

  

自為自依怙，他人何可依？自己善調禦，速得證解脫。[註 4]  

  

  由此可見，在修學佛教的實踐中，個人的努力是關鍵。因為，根據佛教的教理來講，「惡

業實由自己作，污染亦由自己造；由自己不作惡業，清淨亦由自己。淨不淨全由自己，他人

何能淨他人」[註 5]？這裡說明，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自己能否解脫，全由自己的努力。因為

佛教所講的因果是一自然法則，在這當中沒有外在神秘的因素控制，也沒有上帝的獎勵與懲

罰，就是佛陀也只是指明這個法則而已，而不是這法則的創造者。 

  佛陀在即將入滅之前，對阿難陀講了一段話，充滿了慈悲與人情。佛陀對阿難講道： 

  

阿難啊！僧團對我還有什麼希求呢？我已經將法（真理）不分顯密地全都教給了你們，

關於真理，如來無隱秘。當然，如果有人認為他應當領導僧團，僧團應當依靠他，他

自應留下遺教。可是如來並沒有這種想法，為什麼他應當留下教誨呢？我現在己經年

邁，阿難！我已八旬，像用舊的車子，需經修理方能繼續使用。同樣地，如來色身需

經修理才能繼續存活下去。阿難啊！你們應當依自己而作島嶼，要依靠自己，不要靠

他人而作歸依，依法為島嶼，依法為歸依。[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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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佛陀教導阿難以法為師，依自己為歸依，不要向外求助他人或任

何神祇，因為只有依靠自力，才能達到最終的解脫。 

  由於解脫完全依靠自己，所以佛陀特別強調人的自主力。在增支部的《奇舍子經》中，

佛陀教導卡拉麻族的人，不要道聽途說，不要自以為是，甚至不要依賴報導、傳統，不要依

賴邏輯推理，不要依賴表面現象，不要依賴臆測，要多加分析。 

 

當你們確認，這是不健康的、錯誤的、不善的，就放棄它。只有當你們確認，這是健

康的、善益的、正確的、好的，你們再接受，並依之而行。[註 7]  

 

  第二、釋迦牟尼佛重視現實，從不談論形而上學的問題，也不談論空洞的理論。佛教雖

然也有哲學，但是佛教的哲學都是很實在的，它是由佛陀親身的經驗而建立的，而不是像其

他哲學家一樣，用推理或抽象思惟而建立的。所以佛教的哲學是人生哲學，是對人們生存問

題的分析。佛陀時代的古印度，不論是宗教家還是哲學家都討論十大問題。[註 8]佛陀的弟子

曾向他請問過這些問題，但是他都沒有回答。他認為這些問題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的問題，與

現實生活毫無相關，與解脫無關。因此，佛陀講這十大問題「與梵行無關，與解脫無關，它

們不能令人去執、入滅、得到寧靜、深觀、圓覺、涅槃」。「我只解釋了苦、苦的生起、苦

的止息和滅苦之道」。[註 9]佛陀所講的是四聖諦、八正道等有關人生解脫的問題。 

  釋迦牟尼佛的務實精神也可以在南傳《中部經》的《摩羅迦小經》找到。一次，佛的弟

子無大英，來問佛陀有關「無所不知」的問題，並問佛陀是不是一位知一切的導師。佛陀答

道：「無大英，讓我們把這些問題放在一邊，我教你佛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

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註 10]  

  還有，在佛陀即將涅槃時，須跋陀羅來問佛有關六師外道的問題，佛陀答道：「須跋陀

羅！不論他們所講的道理是真是假，我為你講佛法吧！」[註 11] 然後佛陀為須跋陀羅講了四

聖諦、八正道等法，須跋陀羅很快就領悟了佛陀所講的法，並獲得了解脫。 

  因此，釋迦牟尼佛所講的一切教理，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了解脫、獲得安寧。他

從來不講與此無關係的東西。所以佛陀曾經說： 

  

如大海只有一個味道：鹹味；我的教法也只有一個味道：解脫之味。[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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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些例證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佛陀是不喜歡討論無意義的、與解脫無關的問

題，佛陀所關心的，只有人生解脫的問題。根據南傳《中部經》，佛陀告誡他的弟子： 

  

比丘們，當你在集會時應當做兩件事：或是談論佛法，或是沈默。[註 13]  

  

  這裡所說的沈默，是指修習禪定。所以佛陀是一個很重視現實的人。 

  第三、釋迦牟尼佛重視實踐，從不以奇談怪論迷惑他人。在經典中，釋迦牟尼佛不止一

次地講，佛法是由他親身證悟的，而非從他人學來，也不是從推理而得來的哲學，是他親身

的經驗。佛陀把當時所有的婆羅們與沙門的教法分成三大類：第一類是傳統派，以口授傳統

為主，如以四吠陀為天啟的婆羅門。第二類是完全以信仰為基礎的沙門與婆羅門，如推理者

和臆測者。第三類是親身證悟的沙門與婆羅門。佛陀說他就是屬於第三類。所以當佛陀講到

自己的證悟時說道： 

  

法眼生起了，知識生起了，智慧生起了，科學生起了，光明生起了。[註 14]  

  

  因此釋迦牟尼佛強調「知與見」。他講到： 

  

比丘們啊！我說只有已理解並已見道的人，才能獲得離垢去染，而非不知不見之人。[註 15]  

  

  因此，釋迦牟尼佛反對盲目的信仰。他告誡他的弟子們，對所聽到的言論，不要馬上就

接受或拒絕，要細細地分析。佛陀甚至教誡他的弟子們，對他自己所講的教法也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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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不應由尊敬如來故，而接受如來的教法，要像用火來檢驗金子一樣，先行分析，而

後再做決定。[註 16]  

  

  只有通過正確的分析，一個人才能夠理解一切萬事萬物之因果關係，生滅規律，也只有

這樣，才能夠領悟佛法的真意。而不是通過抽象的哲學思惟與推測，更不是通過邪見和盲目

的信仰。所以正見是修學佛法的關鍵。因此《大智度論》說︰「佛法如大海，智為能度。」 

  第四、釋迦牟尼佛重視人格，以人為本。根據佛教來講，人類不是宇宙間唯一的眾生，

人類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也不是宇宙的中心。在我們的這個宇宙間，有成千上萬的世界，在這

些世界上有無數的眾生。人類所在的這世界是在宇宙世界的中間，上面有天人，他們享受無

限的快樂；下面有動物和餓鬼，他們永遠在受苦。人類的壽命，與宇宙相比的話，是微不足

道的。但是根據佛教教義，能生為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因為人身難得。[註 17]  

  根據佛教來講，佛陀是人天之導師，但是只有人類才能完全理解佛陀的教法，因為天人

雖比人類壽命要長，但是由於他們享受快樂，而不能充分理解佛陀的教法。而動物與餓鬼又

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們沒有能力去理解佛陀的教法。只有人類兼受苦與樂兩者，所以人類有

潛力，他可以上升到很高的位置，同時也可能墮落。因此，只有人類，才有成佛的可能，如

果天人想要成佛，那麼他必需轉生成人。所以佛教所說的解脫，不是離開人間而到他方世界，

而是就在人間獲得解脫。如《六祖壇經》中講：「佛法在世間，不離世間覺，離世求菩提，

恰如覓兔角。」 

(二)以人為本的教理言說  

  釋迦牟尼佛所說的教理是為人間有情識的「眾生」所講。因此，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

度化了六十位弟子的時候，就把他們派到印度的各地去弘揚他所發現的這一真理──佛法，

並且在臨行時對他的弟子們講到： 

  

比丘們，去吧！為了芸芸眾生的幸福和善益，為了人天的幸福和善益，出於對世界眾

生的悲憫之故，去弘法吧！[註 18]  

  

  釋迦牟尼佛所關心的只有人類的痛苦和痛苦的解脫。[註 19]他指明，人類痛苦的解脫就在

此生此世，不需要到他方世界。[註 20]我們現從早期佛教的基本教理：四聖諦、八正道和十二

因緣來論證釋迦牟尼佛所說教理的人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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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阿含經》所云︰ 

  

若有無量善法，彼一切法，皆四聖諦所攝，來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切法，最為

第一。[註 21]  

  

  由此可見，四聖諦是佛教的最基本教義。而四聖諦又是以人為主，分析了人生之苦的原

因和消滅苦的方法。第一、苦諦是分析人生之苦，分為三項：苦苦、壞苦和行苦。在三苦當

中，苦苦是指生老病死等常見的痛苦。壞苦是指變易之苦，一切東西由新變舊、由好變壞，

就會引起人們的痛苦。行苦是指人生的五蘊之苦。第二、集諦是分析人生之苦所產生的原因，

那就是人的不正當的貪心。第三、滅諦指出，人生雖然有苦，但是此苦有消滅的一天，人們

可以證得快樂的涅槃。第四、道諦指出了消滅人生痛苦，獲得快樂涅槃的方法，即八正道。

四聖諦以人為中心，分析了人生之苦和滅苦的方法。因此，佛陀創教之著眼於人生是毋庸置

疑的。 

  因為佛教講苦的比較多，所以人們認為佛教是消極的、悲觀的。其實佛教並不是悲觀主

義者，因為佛教既指出了「苦」這種人生的現象，同時也指出了消滅苦的辦法（道諦）。所

以人生雖有苦，但也有希望，只要努力，人人都可以在此世此生獲得幸福，證得涅槃的果位。

佛教對人生的態度是，既不悲觀，也不盲目的樂觀。它是對有情世界的客觀的認識。 

  早期佛教的第二個基本教義就是八正道：正見、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念

和正定。八正道是佛陀為有情識之眾生所說的離苦得樂的方法。這八項可以分為三組：即戒、

定、慧三學。戒學包括正語、正業與正命三項。這三項是講人類語言、行為和職業的：語言

要正直、行為要端正、職業要正當。這是人生最基本的道德，以增進個人及社會生活的和諧

快樂為目的。這種道德的行為，是所有在精神方面取得高度成就所不可或缺的基礎。定學包

括正勤、正念和正定三項。它是專門針對人的意念活動和苦樂的感受來講的，修習者專著一

心，就可以進入定境。慧學包括正見和正思惟兩項。正思惟所表詮的是對一切眾生愛護的思

惟、非暴力的思惟、及捨己離欲不執著的思惟。正見是對事物如實的知見。 

  羅睺羅長老講到，由此「可以看出這『道』乃是一種生活方式，為每一個人所應遵行、

修習、弘揚的。它是身口意的自律、自我的開展、自我的淨化。它與信仰、祈禱、崇拜與儀

規完全無關。從這一意義來講，它不含有任何通俗稱為『宗教』的成分。它是一條通過道德、

理性與精神的完美化而走向最終實相、圓滿自在、快樂與和平的途徑」[註 22] 。 

  早期佛教的第三個基本教義就是緣起論，它也是分析有情眾生所面臨的痛苦的原因。佛

教的緣起論可以用四句簡短的公式來代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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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註 23]  

 

  在這一緣起、相對、互存的原則下，整個有情生命的存在與持續，以及它的終止，都在

緣起法則的公式裡解釋得十分周詳。這一法則共分十二部分，名為十二因緣，具體如下： 

1.因為有無知，乃有種種意識的活動和業的生成（無明緣行）。[註 24]  

  2.因為有種種的活動，乃有知覺的生起（行緣識）。 

  3.因為有知覺，乃有精神與肉體的現象產生（識緣名色）。 

  4.因為有了精神與肉體現象的產生，乃有眼、耳、鼻、舌、身和意等六根的形成（名色

緣六入）。 

  5.因為有六根，乃有（感官與心靈）對外境的接觸（六入緣觸）。 

  6.因為有（感官與心靈）對外境的接觸，乃有種種感受的生起（觸緣受）。 

  7.因為有種種感受，乃有種種貪欲「渴（愛）」 的生起（受緣愛）。 

  8.因為有種種貪愛，乃有執取不捨產生（愛緣取）。 

  9.因為有執取不捨，乃有有存在（取緣有）。 

  10.因為有存在，乃有生命（有緣生）。 

  11.因為有生命，乃有 

  12.敗壞、死亡、哀傷、痛苦等（生緣老病死憂悲苦惱）。 

   從以上簡單的分析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佛教的緣起論，更進一步分析了人為什麼會流

轉於生死的原因。它雖然將人的生命分成三世十二因緣，但其側重點還是在今生今世。因為

早期佛教不承認宿命論，今生今世的行為決定一切。 

(三)不離人生的禪修實踐  

  釋迦牟尼佛所提倡的修行實踐也是以人間有情為本。早期佛教主要的修行實踐就是戒定

慧。直到今天，不論哪一個宗派，也都是以戒定慧為實踐的基礎。對於在家居士來說，有三

皈五戒；對於出家僧伽來說，沙彌有十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近五百多條戒。除

此之外，還有菩薩戒。這些戒都是佛陀根據不同的情況、不同的需要，為人而制定的。這一

點不需要再多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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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定慧三學當中的定，指的就是禪修。禪修的目的是培養一個健康、平衡、寧靜的心理，

使之達到完美。禪修不是人們所誤解的那種逃避日常生活，擺起某種姿勢，像石窟裡或寺院

佛堂中的塑像一般，在遠離紅塵世界的地方，以從事某種秘密或神秘的冥想或神遊。真正的

佛教禪修，完全與此不同。 

  禪修（bhavana）的本意是培育、發展，尤指心智的培育與發展。佛教的禪修，是百分之

百的心智培育。它的目的是滌蕩心智方面的污濁與擾亂，如淫欲、憎恚、怠惰、焦慮、不安、

疑惑等，同時培育專注的意念、清明的心智、智力、意志力、精進力、分析力、自信心、歡

喜心、寧靜的心境等優良品性，以冀最後獲得最高智慧，能夠如實地了知一切事物本性，證

入最高的真理──涅槃。 

  南傳佛教徒經常實踐的一種禪修叫做毘婆舍那（觀 Vipassana），它是以深刻地察照萬物

的本性，以達到心靈的完全解脫，而證入最終的真理──涅槃。它是以分析的方法觀察、警

覺、洞照與憶念身邊的事物。巴利文《長部》的《大念處經》對這種禪修方法有很詳細的介

紹。[註 25]這部經中所講解的禪修方法，既不脫離生活，亦不迴避生活。相反地，它與我們的

生活與活動、我們的憂悲喜樂、我們的語言與思惟、我們的道德與理性的活動息息相關。這

部經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於我們的身體，第二部分是關於我們的感覺與感受，第

三部分是關於心智的，第四部分則是關於各種道德的與理性的課題。[註 26]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佛教的禪修實踐與生活緊緊相連。 

(四)現世人間的涅槃果位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最高的解脫境界──涅槃在人間就可以證得。釋迦牟尼佛本人不是在

天上，也不是在他方世界，更不是在地獄證得涅槃，就在人間他證得涅槃的果位。經典中常

提到釋迦牟尼佛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弟子，其中證得羅漢果位很多，如大迦葉、舍利弗、目犍

連、阿難等，他們都是在人間證得羅漢果位，沒有一個例外。小部中的《長老偈》和《長老

尼偈》記載了佛陀的弟子們證道的經過和經驗。同樣，彌勒菩薩將來也要降生到人間證道成

佛。所以，《增壹阿含經》講： 

  

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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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這一概念，是最難理解，也是常被人誤解的佛教教義。這裡我們不想解釋這一概念，

只是說明它的人間性。現在讓我們看看巴利原典是如何解釋佛教所講的最高的解脫境界──

涅槃。 

  

涅槃是與貪愛的徹底斷絕：放棄它、摒斥它、遠離它、從它解脫出來。（《雜部經》） 

  

一切有為法的止息，一切污染法的摒棄，斷絕貪愛、離欲、寂滅，（就是）涅槃。

（同上）  

 

比丘們啊！什麼是無上的（無為法）？它就是貪的熄滅、瞋的熄滅、癡的熄滅。比丘

們啊！這就是做無上的（無為法）。（同上）  

 

羅陀啊！貪愛的熄滅就是涅槃。（同上）  

 

比丘們啊！於一切有為無為法之中，無貪最為上。就是說：遠離憍慢，斷絕貪愛，根

除執著，截斷相續，熄滅貪愛，離欲、寂滅，（就是）涅槃。（《增支部經》）  

 

比丘們啊！有非生、非長、非緣生法。如果沒有非生、非長、非緣生法，則沒有從有

生、有長、因緣和合中解脫（的可能）。因為有非生、非長、非緣生法故，有從有生、

有長、因緣和合中解脫（的可能）。（《無問自說經》）  

 

此中（指涅槃）沒有地、水、火、風四大種；長寬、粗細、善惡、名色等概念也一律

被吹毀；既無此世，亦無他世，無來、無去、亦無住，無生、無死、亦無外境。 （同

上）[註 28]  

  

  由此可見，早期佛教所描述的涅槃，既不是一種「不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境界，也不是

一種高不可攀的「天堂」，更不是有些人錯誤地理解的那種「斷滅」（證涅槃後什麼也不存

在），[註 29]而是完全地、徹底地根除人所具有的那些邪惡的、醜陋的習性和習氣。用佛教的

術語來講，就是除去那些「客塵」，讓那清淨無染的「本來面目」顯現出來。因此，太虛大

師說，人成即佛成，佛就是圓滿的人格。這樣的「涅槃」根本就沒有離開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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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證得如此涅槃的人是一種什麼樣的人格呢？《雜部經》中有這樣的描述：凡是親證

真理、涅槃的人，就是世間上最快樂的人。他不受任何迷執、憂、悲、苦惱等心理狀態所牽

引。他的心理健康達到了完美的地步。他既不追悔過去，也不空想未來，而是踏踏實實地生

活在當下。[註 30]因此，《中部經》中講，證得涅槃的人能以最純淨和最平和的心情欣賞與享

受周圍的一切，而不摻雜絲毫自我的成分在內。他是喜悅的、愉快的、享受著純淨的生活。

他的感官和悅，心靈寧靜而安詳，無所憂慮。[註 31]他既無自私的欲望、瞋恚、愚癡、憍慢、

狂傲以及一切染污，所以他充滿了博愛、慈悲、和善、同情、瞭解與寬容。他為人類的服務

精神是最純正的，因為他不為自己設想，無求無得。 

  有許多人批評佛教是消極的，因為佛教多講出世，少講入世，而且最終的目的也是出世。

也有些人批評佛教是求得個人的解脫，而不是人類群體的解脫。這些批評是不完全正確的。

我們暫且不說大乘佛教的「不為自己求安樂，但願眾生得離苦」的菩薩思想、「留惑潤生」

以便救度眾生的具體實踐、三身中化身佛來人間救度眾生的理論，就是在早期佛教獲得解脫

的阿羅漢，他們也不是在獲得解脫之後，就離開這個世界，去他方世界，或上生天上。正好

相反，他們在人間積極為他人的解脫而弘揚佛陀的教法。因此，佛教所講的出世，並不是離

開這個物理的器世界，而是出離煩惱的「世界」。佛陀在《增支部經》中講到： 

  

在這六尺之軀的眾生體內，我說即是世界，世界的生起與寂滅，以及走向世界寂滅之

道。[註 32]  

  

  這裡「世界」這一辭彙是等同於「苦」的概念。四聖諦也都在這五蘊之中，在人的身中。 

二、人間佛教思想的實踐 

  人間佛教的思想已被華人佛教界所認同，是佛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印順法師曾言：

「我們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應以此抉擇佛教，使佛教恢復在人間的本有的光明﹗」

[註 33]但是，如何實踐這一思想，人們談的比較少。我謹提出三個實踐，請大家討論。第一，

實踐以學修並重建設自身；第二，實踐以禪淨雙修淨化人心；第三，實踐以菩薩精神利益社

會。 

(一)實踐以學修並重建設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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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當今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服務於人群、服務於社會的首要條件是做好自身建設，

而自身建設的關鍵是人才。古德講的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趙樸老會長在十多年前

就一針見血地指出：中國佛教的當務之急，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

養人才。為了與時俱進，適應社會，佛教所需要的是全面的人才，如佛學研究人才、寺院管

理人才、國際交流人才、禪淨修學的指導人才、通俗的弘法人才、網路資訊人才等等。其中

能夠指導禪淨修學的人才尤其缺少。這一點就不再多論述了，因為培養人才已經成為大家的

共識。 

(二)實踐以禪淨雙修淨化人心  

  禪修或靜坐是大小乘所共有的修行實踐。如上所說，靜坐可以使人除去焦慮、煩躁、不

安、疑惑等心靈方面的騷亂與不淨，又可以培育意念的專注、清明的心智、智力、意志力、

精進力、分析力、自信心、歡喜心、寧靜等心理的優良品性。同時它也能促進人們的睡眠，

使緊張的身心放鬆，增進身心健康，提高日常工作的效率。而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資

訊高度發達的時期，各種各樣的資訊從四方八面，以不同的形式向人們傳來，使人應接不暇。

因此，靜坐是現代人的心靈避風港和休息地，是佛教應當大力提倡的優良傳統。 

  在南傳的佛教國家，如斯里蘭卡和泰國，在北傳佛教國家，如韓國和日本，都有許多適

應不同人群和不同需求的佛教靜坐中心。斯里蘭卡有一百五十多個佛教靜坐中心，有的設在

城市，有的在鄉村，還有的設在無人居住的小島上。在城市的靜坐中心，大都是為那些忙碌

的上班族開設。人們可以在那裡住一周、兩周，或一月、兩月，為自己的身心充電。靜坐中

心不僅為人們提供安靜而舒適的環境，更重要的是有經驗豐富的禪修指導法師或在家居士。

他們既教授靜坐的方法，也解決人們在靜坐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在鄉村和小島上的靜坐中

心，是為那些有閑階級的人開設的。人們可以在那裡住一月、兩月，甚至一年兩年。這些靜

坐中心都很受人們的歡迎。 

  第二種形式是不定期的舉行禪七。泰國的法身寺每年都在野外舉行一次禪七，受到社會

各界人士的歡迎，每次參加的人上萬。法國梅村的一行禪師，每年都舉行許多次禪七，有時

他也舉行三個月的禪修。地點或在法國、或在英國、或在美國，影響很大。因為他為西方發

達社會忙碌的上班族提供了一種有效的身心安頓方式。 

  在中國大陸，這樣的靜坐中心還很少，能夠指導禪修實踐，並能解決在靜坐中出現的問

題的法師或居士就更少了。而大陸發展很快，特別是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人們的生活方式改

變了，生活節奏也加快了，隨之從工作和生活帶來的身心壓力越來越大。因此，禪修實踐是

佛教能為他們提供的最好的身心安頓方式。 

(三)實踐以菩薩精神利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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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古至今，從中到外，佛教徒不但幫助人們從心靈上解脫痛苦，而且從物資和福利方面

幫助那些窮苦的人們。佛教徒們植樹造林，改善生活環境，修橋補路，利益社會人群。我們

不談古代的，就從現在的來看。在大陸，佛教徒經常為殘疾人、受災地區人民和希望工程捐

款捐物。在香港地區，覺光長老、永惺長老等辦有許多小學、中學，培育下一代，建有養老

院撫養老人。宏勳法師辦有四所設備齊全的養老院和圖書館向社會開放。在澳門地區，健釗

法師建成一棟可以住三、四十人的養老院。其他的法師也辦有許多小學和中學。在台灣地區，

證嚴法師建有慈濟醫院為人治病，佛教界所辦的小學、中學就更多了。更為突出的是，台灣

佛教界辦有五、六所大學，正在逐步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高級人才。在現代社會，佛教徒

要繼續並發揚光大這種優良傳統，這正是人間佛教的精神。 

三、小結 

  以上以早期佛教為出發點，論述了人間佛教思想的理論基礎。早期佛教的教理、實踐和

修行果位都是以人為本，不離世間，因此是人間的佛教。在人間佛教思想的指導下，本論文

又提出今天應有的三個實踐，是人間佛教思想的具體體現。第一個實踐以學修並重建設自身

是自利，第二個實踐以禪淨雙修淨化人心，第三個實踐以菩薩精神利益社會是利他。通過三

個實踐在人間達到佛教所講的自利利他的目標。 

  

【註釋】 

[註 1] 「早期佛教」這個術語，更為客觀地體現了佛教發展的歷史，因為在早期佛教之後，又出現了部派佛教，

大乘佛教和晚期的密宗。而「原始佛教」這個術語，則帶有感情色彩。 

[註 2 ]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從早期佛教的角度論證人間佛教思想，有關大乘佛教教義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將

另作專文論述。 

[註 3] 葉均譯，南傳《法句經》，中國佛教協會印行，一九八四年九月，第二七六偈，稍加修改。 

[註 4] 葉均譯，南傳《法句經》第一六○偈，稍加修改。 

[註 5] 葉均譯，南傳《法句經》第一六五偈，稍加修改。 

[註 6] 南傳《大涅槃經》。長部第十六經。我在本文註腳中所引南傳大藏經的頁碼，是根據英國牛津巴利語聖

典協會所出版的巴利文南傳大藏經的頁碼。 

[註 7] 南傳《增支部經》第一冊，第一八七頁。 

[註 8] 在《大正藏》中曾又兩次提到這十大哲學問題：《大正藏》第一冊，第八○四頁上和九一七頁中。這十

大哲學問題是：(一)宇宙是永恒的，(二)還是無常的？(三)宇宙是有限的，(四)還是無限的？(五)身體與靈



《普門學報》第 23 期 / 2004 年 9 月                                               第 13 頁，共 14 頁 

論文 / 佛教如何在現代社會發展的一點思考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魂是同一物，(六)還是身體是物，靈魂又是一物？(七)如來涅槃後是繼續存在，(八)還是不再繼續存在？(九)

還是既存在亦不存在，(十)還是既不存在，亦非不存在？ 

[註 9] 南傳《增支部經》，第三四五－三四六頁。 

[註 10] 南傳《中部經》第二冊，第三十二頁。 

[註 11] 南傳《大涅槃經》，《長部經》之第二冊，第一五○－一五一頁。 

[註 12] 南傳《增支部》第四冊，第二○一頁。 

[註 13] 南傳《中部經》第一冊，第一六一頁。《大正藏》第一冊，第七七五頁下－七七六頁上。「比丘集坐當

行二事：一曰說法，二曰默然」。 

[註 14] 南傳《相應部》第五冊，第四二二頁。 

[註 15] 南傳《相應部》第三冊，第一五二頁。 

[註 16] 南傳《中部經》第四十七經。 

[註 17] 南傳《中部經》第三冊，第一六九頁。《大正藏》第一冊，第七六一頁中－下。經中有這樣一個比喻，

在大海中，有一盲龜，每一千年才浮到水面上一次。在海面上，有一塊木頭，木頭上只有一孔。此木頭

在海面上隨風飄來飄去。要得人身，比盲龜要把頭伸到這木頭的唯一孔中還要難。 

[註 18] 南傳《律部‧大品》，第十九－二十頁。 

[註 19] 南傳《中部經》第一冊，第一四○頁。 

[註 20] 南傳《中部經》第一冊，第四二六－四三○頁。《大正藏》第一冊，第八○四頁上，九一七頁中。 

[註 21]《中阿含經‧舍梨子相應品‧象跡喻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冊，第六四六頁中。 

[註 22] W. Rahula（羅睺羅長老）所寫的 What the Buddha Taught（《佛陀的啟示》，倫敦：Gordon Fraser，一九

八五年再版）第四十九－五十頁。 

[註 23] 南傳《中部經》第三冊，第六十三頁，同版《雜部經》第二集，第二十八，九十五等頁。 

[註 24] 根據佛教的教義，業是因而不是果。所以它們的巴利文分別是 Kamma 和 Vipaka。這裡的「業的生成」

是指因已生成了。 

[註 25] 這部經在南傳國家極受尊敬，不但在寺院中經常定時背誦，在佛教家庭中亦經常讀誦，家人團坐虔誠聆

聽。比丘們亦常在臨終之人的病榻邊讀誦此經，以淨化其最後的意念。 

[註 26] 以上對早期佛教禪修的闡述是根據羅睺羅長老所寫的《佛陀的啟示》一書的第七章「禪修：心智的培育」

寫成。 

[註 27]《大正藏》第二冊，第六九四頁上。 

[註 28] 以上所引巴利原典的經文轉引自羅睺羅長老所寫的《佛陀的啟示》，第三十六－三十七頁。在這七段引

文中，最後兩段引文的諍議最大，對它們的解釋也出入很大。有許多學者就是從這幾段經文和下面一段

經文中，把涅槃解釋為「斷滅」。解釋涅槃為斷滅所依據的另外一段經文是引自南傳《增支部》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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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六－三十七頁。《大正藏》第二冊，第二十八頁上－中。經文的大義如下：一位婆羅門問釋迦牟

尼，是天人、是龍、是夜叉、是乾闥婆、是阿修羅、是迦樓羅、是緊那羅、是摩睺羅伽、是人、還是非

人等。釋迦牟尼告婆羅門，他即非龍乃至人、非人等，而是斷除一切疑惑，不受生死的佛。 

[註 29] 巴利原典（如《中部經》第一冊，第四八七頁，第三冊第二四五頁；《經集》第二三二偈）中有這樣一

個比喻，將阿羅漢之入滅與薪盡火滅、油竭燈枯相比擬。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涅槃就是斷滅。所以，

羅睺羅長老在他的《佛陀的啟示》一書（第四十二頁）中指出：「我們必須清楚、明白、無誤地瞭解，

與『火焰的熄滅』作比的不是涅槃，而是由五蘊和合而生、並親證涅槃的「人」。這一點必須特別強調，

因為許多人，甚至是大學者，都常常誤解這一比喻，認為是指涅槃。涅槃是從來沒有與火或燈的熄滅相

比。」 

[註 30] 南傳《雜部經》第一冊，第五頁。 

[註 31] 南傳《中部經》第二冊，第一二一頁。 

[註 32] 南傳《增支部經》第二冊，第二一八頁。 

[註 33] 印順，《妙雲集‧佛在人間》，第二十八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