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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悲願，利樂人間
從「慈悲心」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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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重點關注星雲大師關於佛教「慈悲」的理念，以此為切入點，探討

星雲大師在推行人間佛教思想方面的實踐及貢獻。首先，對星雲大師的慈悲

理念進行梳理，敘述星雲大師如何宣導佛教徒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以普濟

眾生己任，以人間進取為目的來建設佛教；其次，介紹星雲大師如何以慈悲

心關懷眾生、關懷社會，並如何通過文教、慈善事業來服務人間；最後，對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架構及特點進行總結，闡述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

佛教關懷人間，利樂眾生，以悲智願行建設人間淨土，以慈悲喜捨實踐人間

佛教。

關鍵字：星雲大師　慈悲　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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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and Vows, Bringing Joy and Benefits to the World.
With“Compassionate heart＂to see the ideals and application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Wang Wei
Worldly Religiou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D.,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approach and 

contribution to propagating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Buddhism based on his idea 

of compassion. First of all, an analysi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idea of 

compassion is presented to describe how he encourages Buddhists to develop the 

Bodhi Mind, follow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s, regard the salvation of sentient beings 

as their duty, and to further Buddhist developments based on the goal of bettering 

the world. Secondly,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with his 

compassion, serves and cares for people and society through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haritable activities. Last but not least, a summary of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enerable Master's thought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s presented to describe how 

Humanistic Buddhism, as advocated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offers care to 

the worlds; benefits living beings, establishes a Humanistic Pure Land with the spirits 

of compassion, wisdom, vow and practice; and how Humanistic Buddhism is put into 

practice through loving-kindness, compassion, joy and equanimity.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compassion, Humanistic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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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起佛教的慈悲，一般都會聯想起佛教的慈善事業，但是星雲大師認為

佛教的慈悲不應該僅限於慈善，還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和作為。自星雲大師

及其佛光教團在教化人心、淨化社會方面的貢獻進入人們的視野以來，星雲

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思想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相關研究在港台、大陸及

海外取得諸多成果。在研究內容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

之前主要集中在對星雲大師及佛光山經營模式的研究；而20世紀90年代以

來，研究重點轉向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研究，兼及佛光山慈善

事業等。本文重點關注星雲大師關於佛教「慈悲」的理念，以此為切入點，

探討星雲大師在推行人間佛教思想方面的實踐及貢獻。

一、星雲大師之慈悲理念

慈悲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星雲大師踐行人間佛教思想所秉承的基本

精神。在佛教很多經典中都有對慈悲的強調，如《大般涅槃經》卷十一：

「三世諸世尊，大悲為根本。」「若無大悲者，是則不名佛。」星雲大師在

《佛教的慈悲主義》一文中，從「慈悲的意義與層次、慈悲的物件與戒律、

慈悲的力量和價值、慈悲的實踐與完成」四個方面對佛教的慈悲精神進行了

詳細闡釋。他說： 

佛教的三藏十二部經，雖然有無量的法門、教義，但是皆以慈悲

為根本，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菩薩道，更是慈悲精神的實踐與完

成。般若經說：菩薩因眾生而生大悲心，因大悲心而長養菩提，

因菩提而成就佛道。如果菩薩看到眾生的憂苦，不激發慈悲心，

進而上求下化，拔苦與樂，是無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此慈悲心

是菩薩行的必要條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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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指出慈悲是佛教的根本，佛教的經論義理無不是建立在慈悲之

上。慈為與樂，悲以拔苦，所謂菩薩道，只不過是慈悲精神的實踐與完成，

正是因為看到眾生的諸般苦難，才激發了菩薩的慈悲心，從而成就菩薩行。

《大智度論》卷一百亦云：

諸佛大慈悲心，從初發意已來，乃至到涅槃門，常不捨離。

因此沒有慈悲心，就無法行菩薩道。從義理層面講，佛教的緣起論是慈

悲精神的源頭，世間萬物因緣而生、因緣而滅，每個人都與其他眾生息息相

關。佛教還主張三世因果觀，其中涵蓋眾生輪回觀念，眾生在三世輪回中，

互為親眷，今生的陌路人也可能是前世或來世的親人，因此就比較容易生起

慈悲心，這是《大智度論》卷二十所說的「生緣慈悲」。而諸佛菩薩視一切

眾生與自己平等一如，因此對一切有緣無緣眾生都要度化攝受，由此而產生

慈悲的最高層次「無緣慈悲」。《大智度論》卷二十七云：

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身苦、心苦、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生

大慈悲救如是苦，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便是說佛菩薩因見到眾生受生老病死以及輪回之苦的困擾，感同身受，

因此而生慈悲心，欲救眾生于諸般苦難。因此慈悲心基於佛教認為人生本質

為苦的理論預設，正是由於人們對世間之虛幻執著追求而無法自我解脫，才

需要諸佛菩薩的慈悲心以普濟眾生。《大乘起信論》說：

眾生如是，甚為可憫。作此思惟，即應勇猛立大誓願，願令我心

離分別故，遍於十方修行一切諸善功德。盡其未來，以無量方便

救拔一切苦惱眾生，令得涅槃第一義樂。

 由於人不能逃脫生老病死之苦，諸佛菩薩看到眾生處在苦海之中，而生

起慈悲心，出於慈悲心而對眾生之苦起憐憫心，於是立下誓願，修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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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救度眾生。

對於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脫乃是佛教對眾生最為深切的關懷，《大般涅槃

經》云：「慈者，即是眾生佛性。」一切眾生皆有慈悲，慈悲即佛性，是人

性本有，非從外得。星雲大師說：

慈悲是淨化的愛、昇華的愛，是無私而充滿智慧的服務濟助，是

不求回報的布施奉獻，是成就對方的一種願心，集合了愛心、智

慧、願力、布施，就是慈悲。2

愛有染汙性，處理不當時，反而變成痛苦與煩惱的來源，因此慈悲是淨

化、昇華的愛。行慈悲要建立自他互易、怨親平等的觀念，能夠換個立場為

他人著想，將心比心，樹立眾生與我一體的觀念，泯除怨恨，慈悲心自然就

會生起。慈悲心是萬物所以生生不息的源泉，慈悲能撫慰受創的心靈，慈悲

能夠給我們鼓勵勸勉。在複雜混亂的人間，有了慈悲，人們能夠破除黑暗，

看清世間的真相；有了慈悲，能夠破除一切迷亂，化複雜為單純，轉混亂為

寧靜；有了慈悲，人間充滿希望，由此可見慈悲的可貴。《大智度論》卷

二十七云：

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

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

慈悲心是對他人苦樂的關切，以他人樂為樂，憐憫並去除他人的痛苦。

星雲大師將慈悲分為十個層次：

（一）消極的慈悲、積極的慈悲

（二）熱鬧的慈悲、寂寞的慈悲

（三）直接的慈悲、間接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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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大的慈悲、微小的慈悲

（五）一念的慈悲、無限的慈悲

（六）有緣的慈悲、無緣的慈悲

（七）有情的慈悲、無情的慈悲

（八）有求的慈悲、無求的慈悲

（九）有相的慈悲、無相的慈悲

（十）一時的慈悲、永恆的慈悲3

星雲大師的慈悲是真正發自內心的對他人的悲憫，是對眾生的無私而平

等的仁愛，但求施與，不冀回報，甚至沒有了慈悲的意念，無私無念，自然

悲行。可以說是「無緣慈悲」，即不需要條件，真正達到生佛一如，萬法一

體，完全從清淨心、平等性自然流露的大慈大悲。

從這十個層次的分別中可以看出星雲大師慈悲的智慧：慈悲不是愛心的

氾濫，慈悲也要有大仁大義、大忠大勇；春雨是慈悲，有時寒霜也是慈悲；

即便是微小的、一時的慈悲，也應該受到鼓勵。星雲大師主張的慈悲一定要

有智慧作為前導，應該慈悲時慈悲，否則不應慈悲時的慈悲是「濫慈悲」。

比如溺愛子女、助紂為虐就是錯誤的慈悲。而有時看起來不是慈悲的行為反

而是慈悲，比如為了挽救生命而破戒、誑語其實也是慈悲。因此，判斷什麼

是適當的慈悲需要智慧。

慈悲可以化敵為友、化戰爭為和平，慈悲能夠化除貪欲、瞋恨、驕慢，

具有無限的力量。有人以權勢為力量，有人以威儀為力量，而諸佛菩薩以慈

悲為力量。星雲大師主張慈悲不應該只是理念上的瞭解，更應該以布施、愛

語、同事、利行的四攝法來實踐慈悲。悲心、願力、智慧、實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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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悲心無願力，悲心不易長久；有願力而無智慧，則成愚行；有智慧而無

實踐，也只是空談」。4 

星雲大師以四大菩薩為例，具體講述到：

現代的佛教徒，在復興佛教、普濟群生的前提下，我們應以觀音

的慈悲，給眾生方便，為眾生服務；以文殊的智能，引導眾生走

出迷途，獲得光明；以地藏的願力，使佛法進入每個家庭裡，傳

遍世界每個角落；以普賢的功行，契理契機，隨順眾生，行難行

能行之事。5

從慈悲心出發能夠樹立起服務眾生、服務社會的願望，從慈悲心出發以

智慧引導眾生，使他們樹立積極健康的生活觀，以期獲得圓滿的人生。

綜上所述，星雲大師的慈悲理念具有普濟一切眾生的關懷，是星雲大師

建設人間佛教的根本理念和出發點。慈悲以與樂拔苦為發心，無私無念，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星雲大師宣導佛教徒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以普濟眾生

為己任，以人間進取為目的來建設佛教。為此，星雲大師宣導人間佛教要關

懷人間，利樂眾生，以悲智願行建設人間淨土，以慈悲喜捨實踐人間佛教。

二、星雲大師之人間關懷

星雲大師以慈悲為懷，畢生以弘揚佛法，利樂眾生為己任。提倡人間佛

教不能停留在理念的層次，而是以積極的行動來落實。1967年，星雲大師率

弟子創建佛光山，以弘揚人間佛教、開闢佛光淨土為宗風，樹立「以文化弘

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信念，致力

於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醫療事業，以服務社會，關懷眾生。大師要

求佛光人要具有入世的情懷，先關注生而後關注死，先從小處做起而後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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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並且要求佛光人應以佛教事業及有情眾生為優先而以己為後，積極參

與教育、文化、慈善、醫療等對眾生有益的事業。如今，佛光山已成為台灣

最大的佛教道場。6

佛光教團自創立之初便明確提出人間佛教理念，致力於宣揚佛法與生活

的融合，以「上承教主佛陀的真理妙諦，中循歷代祖師的遺風德範，下啟萬

代子孫的幸福安樂」為宗旨，「佛光教團以悲智願行的菩薩精神，為佛光人

組織的架構；以慈悲濟世的願心從事文化教育，為佛光人實踐的內容；以群

我關係的調和，為佛光人思想的基礎；以散播人間歡喜，為佛光人修持的

法門。佛光人均矢志發揚此佛光精神，俾能達到光大佛教，普利群倫的目

的」。 

秉承著這樣的理念和精神，佛光山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建設有編藏處、

佛光文化事業公司、佛光書局、佛教文物流通處、佛光緣美術館、香海文化

事業公司、如是我聞文化公司等機構。發行雅俗共賞的佛教刊物，至今仍在

持續進行大藏經的編纂工作，歷經十年完成了《佛光大辭典》（1988年），

於1989年榮獲金鼎獎，對海內外學者有很大幫助。編撰《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將佛經白話化、通俗化，有助於學習及研究者更深入理解經義。甚至

為了讓人全面瞭解佛教，集合近百人，先後編撰《佛教叢書》（1990年）及

《佛光教科書》（2000年），將佛教做了系統而完整的介紹。創辦《人間福

報》、《普門學報》、《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中國佛教文化論叢》等。

開播「佛光衛星電視台」（人間衛視），以現代化的視聽影音技術服務眾

生。佛光山通過編印藏經，出版各類圖書、發行報紙雜誌、提供書畫、錄影

（音）帶、唱片、影（音）光碟等，肩負起普度眾生的責任。

星雲大師推動的文化事業關懷到台灣每一個偏僻的角落，佛光山創辦的

「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 以「讀做一個人，讀明一點理，讀悟一些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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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一顆心」為理念，行動書車如行雲流水般開往學校、社區，方便學生民

眾就近看書、借書，同時推廣全民讀書運動，希望藉由閱讀提升生活及改變

生命。

秉持這樣的理念，在星雲大師的指導下，「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 從

2006年起走訪高屏地區的校園與社區，至今一共提供近2000場次的巡迴閱

讀，擁有破13萬人次的閱覽人數以及高達11萬的借閱冊數。7由於服務成效卓

著廣受歡迎，快速增長，至2012年9月，已有44台書車；2012年10月至12月

之間，已有20餘所學校參與。分別巡迴於高雄、屏東、嘉義及宜蘭地區的校

園、社區及參與地方各項活動。

星雲大師不僅通過發展文化事業惠及民眾，還非常關注大陸與台灣的友

好關係，嘗試通過文化交流推動兩岸和平。由星雲大師監修，樓宇烈、王

堯、方立天、賴永海、陳兵、方廣錩、藍吉富等教授，及慈惠、慧開、依空

法師擔任學術委員，程恭讓教授擔任總策劃出版的《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收錄了兩岸三地自 1972年至2005年間各大學之碩、博士論文300餘篇。該叢

書共120冊，每冊約30萬字，是當代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獻。內容分為六大類：

一、佛教義理；二、歷史制度；三、語言文學；四、考古；五、建築；六、

藝術。此次論典的編撰，增進了兩岸三地的情感與互動，為兩岸三地的學術

交流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平台，是從文化角度促進兩岸三地友好合作的一次成

功嘗試。在此之後，星雲大師通過開展學術交流、設立慈善基金會等多種方

式，加強與大陸的往來，增進兩岸人民友誼。

在教育方面，佛光山開山的第一座建築物便是東方佛教學院，幾十年

間，佛光山在海內外先後創辦了16所佛學院，聘請優秀師資，以優質教育培

育出無數僧俗人才。除僧伽教育外，在兒童、中學、大學、信眾教育等各項

社會教育方面，同樣不遺餘力，培養大批人才，建設了4所大學、26座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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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9所美術館。此外，在全世界同步舉辦世界佛學會考，舉辦佛學夏令營、

佛學講座、都市佛學院、星期兒童班等，通過定期為社會各階層人士舉辦種

種活動，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

星雲大師非常重視教育，開創的教育機構從幼稚園到大學、研究所，從

僧伽教育、信徒教育及社會教育都有所涵蓋。星雲大師主張通過弘揚佛法以

完成人格教育，他對教育的重視源於佛教「人成即佛成」、「諸供養中，法

供養第一」等思想。他說：

透過佛教義理的弘揚，幫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認識世間的實

相、掌握人生的方向、圓滿生命的意義，這種人本的生命教育，

是源自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多年來，師徒一脈相承，

一以貫之。8 

1999年，佛光山創辦佛光大學，星雲大師講到佛光大學創下「第一所開

辦後，即承教育部補助經費的大學」、「第一所開辦之初就先行招收研究生

的大學」等「十大第一」之殊榮。9星雲大師具有更加廣闊的視野，他提倡的

人間佛教不但關心僧信二眾的教育，甚至重視東西方文化交流。佛光山在美

國創辦西來大學，主要是星雲大師有感於數百年來，外國人在中國創辦了許

多教會大學，因此，星雲大師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在美國創辦西來大學，作為

中國人對西方的回饋。10

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佛教教育，其出發點在於為人們提升精神生活、辨別

是非邪正、瞭解人生意義、促進社會和諧。星雲大師認為佛教雖然是「慈悲

的宗教」，但是不能只重視佛教慈善事業的推動，否則便與一般社會的慈善

團體沒有什麼不同，應該發揚佛教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與崇高價值。他說：

佛教其實是個重視般若智慧的宗教，佛教旨在弘揚教義。佛教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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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發般若智慧，才能分辨邪正真偽；斷除煩惱，才能自度度

人，究竟解脫。二千多年前，佛陀不但自己了悟「緣起性空」的

人生真諦而證悟成佛，並且留下千經萬論，指出人生的真相，幫

助世人解開生死之謎，所以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佛教的三藏

十二部經，其實就是一部指導人生方向的生活寶典。因此，以慈

悲、智慧、結緣、忍耐、慚愧、感恩、知足等佛法來教化世道人

心、淨化社會風氣，這才是佛教的真正主旨所在。11

雖然星雲大師認為佛教不應該只是從事慈善事業，慈善事業只是佛光山

服務人間、服務社會的一部分，但是佛光山在慈善事業方面的貢獻同樣令

人矚目。本著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慈悲濟世的本懷，佛光山創設了

「佛光山慈悲基金會」，提供各項免費服務，包括佛光診所、雲水醫院、施

診醫療隊、老人福利、兒童福利、殘障福利、貧困病患醫療補助等，舉辦義

診、照顧低收入戶、提供急難救助、僧伽病患醫療救助、貧困喪葬補助、器

官移植補助、推廣志願服務等，建有大慈育幼院、佛光精舍、萬壽園公墓、

宜蘭仁愛之家、崧鶴樓等慈善機構，使生老病死皆有所安。佛光山還設有針

對不同情況的定期共修法會及十餘所禪堂、念佛堂、抄經堂、禮懺堂，這些

都在淨化人心方面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星雲大師不僅發展佛光山的慈善事業，為了促進人類融合，發揚慈悲友

愛精神，國際佛光會應此理念而生。1992年，星雲大師在中華佛光會基礎上

創立國際佛光會，於五大洲成立170餘個國家地區協會，成為全球最大的華

人社團，不僅如此，2003年，國際佛光會正式成為聯合國NGO組織成員。國

際佛光會以進入社會、服務人間為要旨，主張佛法生活化，提倡人間佛教。

提出「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只要能看見太陽的地方，就

能看見佛光的身影」，「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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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秉承這一理念，國際佛光會積極開展文化、教育、慈善、修持等方面的

活動，組織社會公益活動，響應環保，加入廢紙回收運動，配合政府投入

反毒運動或進行國際救援及賑災，舉辦學術交流、國際互助會、國際學術會

議，設立獎助學金等，充分體現星雲大師的慈心悲願、關懷眾生。

星雲大師所開創的公益慈善事業的內容豐富多元，既提供老人、兒童的

醫療服務和濟貧、救災等傳統慈善服務，同時還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巨

大貢獻。在具體實踐中，特別注重服務的專業化，不僅提供細緻入微、體貼

周到的服務，並且能結合需要進行有彈性、有針對性的慈善服務，而且注重

融入當地社區，既給社區的困難者以財物幫助和心理撫慰，又結合社區人群

特徵惠及普通大眾。同時還承擔一些政府慈善項目，彌補政府福利不足，比

如崧鶴樓、社區關懷據點、雲水書坊等的設立便是如此。慈善事業的開展非

常具有規劃性，能很好地嵌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和地區整體福利制度架

構緊密結合。

這一切實踐都是在星雲大師推行人間佛教、佛法生活化的理念指導下進

行，是佛教關懷人間、服務社會的印證。星雲大師說：

在我自己的這一生當中，自認一直都很用心的在推廣「人間佛

教」，當我在講述佛法時，要讓大眾聽得懂；書寫文章時，要讓

大眾能體會；興建道場時，要讓大眾用得上；舉辦活動時，要讓

大家能參與；開辦法會時，要讓大家能法喜；海外弘法時，也總

是會提供語文翻譯，我隨時隨地顧及大眾的需要，因為實用的佛

教，才是人們所需要的佛教。

甚至為了順應時代的需要與眾生的根機，早在民國四十三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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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發起倡印精裝本的佛書，我提倡街頭布教；慢慢地，我又將

之發展為監獄、學校的弘法以及電台、電視的講演。我組織了全

台灣第一個佛教的歌詠隊，從事環島布教，宣揚佛法教義。四十

多年來，我努力將寺廟演進為講堂，將課誦本演變成佛教的讀

物，將個人的修行擴展至集體的共修，將誦經轉化成講經；甚至

為了擴大在家信眾參與弘法的空間，我創辦了國際佛光會，建立

了檀講師的制度，希望讓人間佛教的藍圖，逐步在佛光普照的理

念下，一一實現。12

星雲大師所推動的人間佛教在台灣乃至世界產生重要影響，通過弘揚佛

法，達到淨化社會人心的目的。現代台灣社會的宗教慈善機構不但是整個

社會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且可以說是推動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動

力，在社會福利、公民社會建構等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藍圖

從近代以來佛教嘗試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角度來說，星雲大師所宣導的

人間佛教可以說是對佛教改革運動的極大推進。與前賢相比，由於社會背

景、人生體驗等方面的「契機」不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有很多獨特

之處，眾所公認的最鮮明特點便在於「實踐性」。

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定義是：

所謂「人間佛教」，不是哪個地區、哪個個人的佛教；追本溯

源，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專為人而說法的宗教。

六十多年來，我所推動的佛教，是佛法與生活融和不二的人間佛

教。人間佛教不是佛光山自創，人間佛教的理念來自佛陀，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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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度化眾生在人間，

一切以人間為主。因此，教主本身就是人間佛陀，他所傳的就是

人間佛教。13

星雲大師強調佛教應該是對整個世間的教化，佛教組織應該是關注世

間、解決世間種種問題的宗教機構。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只有在政治

上、經濟上或文化上對社會有所貢獻，才能被社會所接受，其存在也才有

意義和價值。因此，佛教也一定要與時代相結合、與現實相結合，以人為

本、以家庭為基礎，給人歡喜，給人幸福，給人帶來內心的淨化和滿足，為

社會、國家、乃至全世界創造和諧的環境，凸顯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過去認

為佛教只注重山林，是消極出世的宗教，星雲大師所進行的現代佛教改革運

動就是要改變這種看法，使佛教積極與現代社會相融合，從寺廟走向家庭，

從山林走向人間。佛光山的會員有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

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從中可看出人間佛教是慈悲的佛

教，在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上，主張行善、自律、感恩，強調與人相處的

平等、忍耐。將佛法落實在生活中，以大慈大悲之心無私的救度眾生，就是

星雲大師宣導的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在各個層面無不關懷人間、實踐於人間，在

重視道德思想的淨化和精神心靈昇華的基礎上，生活中的「著書立說、設校

辦學、興建道場、素齋談禪、講經說法、 掃街環保、參與活動、教育文化、

施診醫療、養老育幼、共修傳戒、佛學講座、朝山活動、念佛共修、佛學會

考、梵唄演唱、軍中弘法、鄉村布教、智慧靈巧、生活持戒，以及緣起的群

我關係、因果的迴圈真理、業力的人為善惡、滅道的現世成 就、空性的包容

世界、自我的圓滿真如等等……」14對星雲大師來說，這些都是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強調人間佛教的具體實踐，人間佛教一定要「現實重於玄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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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助於人們幸福、救度大眾的行為，都是人間佛教。

人間佛教思想源於原始佛教教義，繼承大乘佛教的精髓。大乘佛教就是

要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因此要深入世界，在人間普度眾生。釋迦牟尼佛

就是人間的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度化眾生在人

間，一切都在人間完成。星雲大師認為佛陀展現的就是人間佛教，具有六個

特徵：人間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時代性和普濟性。而今天的人間

佛教建設，就是要把原始的佛陀時代的佛教與現代的佛教融合起來，統攝起

來。15因此，若要追溯星雲大師的思想來源，則是出於對佛陀慈悲本懷的承

襲，也是源於星雲大師個人的慈心悲願。他曾說到：

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其實是我本來的性格。在我未出家之前，

我就有與人為善、從善如流、為人著想、給人歡喜、合群樂群、

助人為懷、歡喜融和、同體共生的性格。甚至在我未出生以前，

也許我的性格早已註定要成為一個人間佛教的行者。因為在我的

性格觀念裡，我總是希望別人好，希望大眾好，希望佛教的發展

能夠蓬勃興隆，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給人利益，希望在眾緣所成之

下，人間淨土的理想能夠實現。16

我們能夠看到，在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的思想與實踐過程中，無處不彰

顯慈悲精神。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思想的建構極為龐大而嚴密，他從佛法

經論及對古人德行的總結中，將人間佛教藍圖概括為：「倫理觀（居家之

道）、道德觀（修養之道）、生活觀（資用之道）、感情觀（情愛之道）、

社會觀（群我之道）、忠孝觀（立身之道）、財富觀（理財之道）、福壽

觀（擁有之道）、保健觀（醫療之道）、慈悲觀（結緣之道）、因果觀（緣

起之道）、宗教觀（信仰之道）、生命觀（生死之道）、知識觀（進修之

道）、育樂觀（正命之道）、喪慶觀（正見之道）、自然觀（環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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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觀（進修之道）、國際觀（包容之道）、未來觀（發展之道）」，17包

括人生修養、家庭倫理、國家治理等個人、家庭、國家、社會生活所涉及的

方方面面。

個人是構成社會的最小單元，個人道德修養對社會風氣的形成有重要影

響。星雲大師對個人道德修養非常關切，他對道德的理解是，凡是對社會大

眾有利的想法、行動都是符合道德的，這是一種非常寬容的道德觀。他從以

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提出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作為道德標準，「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身體、錢財、名譽、尊嚴等利益，樹立倫常有

序、淨化社會人心、宣導善良的社會風氣，都是符合道德要義的行為。

在人的感情方面，星雲大師主張人的感情應以慈悲心為出發點，「愛的

淨化是慈悲，愛的提升是智慧」，進而將感情昇華為慈悲，這樣的感情是智

慧的感情。以智慧的感情來進行人際交往，則人與人之間不會互相敵對，而

是互敬互愛，夫妻之間相親相愛，父（母）子之間互敬互諒，朋友之間相互

惜緣。慈悲是諸佛菩薩普度眾生的動力，「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為

力，弘益眾生。」（《增一阿含經》）人與人之間如果以慈悲心相處，則這

樣的感情必然如冬日暖陽，能融化冰雪寒霜，激發人性的真善美，就像佛菩

薩普度眾生的胸懷一樣。進而做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將一己的私

愛，昇華為對眾生的慈悲。

在個人生活中，星雲大師宣導歡喜柔和忍辱、擁有慈悲喜捨，以為生活

之道。「如花朵般給人歡喜，如山水般給人欣賞，如橋樑般供人溝通，如樹

蔭般讓人乘涼，如甘泉般解人饑渴」，這樣才能創造生命的價值，也是應該

追求的生活方式。星雲大師主張生活的佛法化，通過弘揚佛法，給人以慈

悲、結緣、惜福、感恩的觀念，甘心為他人服務，這樣的生活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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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受生老病死之困擾，佛陀出於慈悲心，對人所受生老病死之苦產生

憐憫，於是設各種方便法門，以對治眾生煩惱疾病。人有貪瞋痴的煩惱，為

此，星雲大師重視人內心的淨化，教人以慈悲喜捨，進而獲得生理與心理的

健康。星雲大師重視人內心的修持，宣導善良、寬容，與他人結緣，以培植

福壽的因緣。「求福當求智慧福，增壽當增慈悲壽」，對於幸福的追求必須

有真正的智慧，福報必須與智慧相結合，才能圓滿。因為只有智慧的人，才

能理解真正的福報是通過回饋眾生所獲得的福報。

也就是說，只有回饋社會、慈悲行善才是圓滿的福報。否則，只長壽而

不行善，這種長壽對社會、他人都沒有存在的意義。人在世上生存，如果能

利用時間多做有益於社會和他人的事情，便是延長了時間上的壽命。同理，

人也應該延長道德壽命、功德壽命等，以擁有福德與長壽。

生死問題是佛教的一大主題，佛教非常重視對生死問題的解決。菩薩的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就是對生的問題的關懷，而佛教的「接引往生」、輪回觀

念等則是對死亡恐懼的安慰和超脫。對此，星雲大師認為人們應該首先尋求

生的意義，進而正確面對死，乃至尋求生死的解脫。為此，佛光山的慈善事

業既包括開辦育幼院，也包括設立萬壽堂，從生老病死各個方面提供周全的

照顧。主張喪葬事宜從簡，簡單而隆重，不鋪張浪費。非常符合佛教的環保

意識，從內在的心靈到外在的自然生態平衡，對大自然的山川草木、動物生

靈進行保護。人人持守五戒，不侵犯眾生。佛教所建構的極樂淨土，是沒有

污染、人人安居樂業的理想之國。這就是星雲大師所宣導的觀念，即順應自

然，心靈才能夠解脫，生命才能夠自由。

家庭是個人的生活重心，星雲大師特別強調家庭中的孝道。一般認為佛

弟子的出家是對父母的不孝，而星雲大師認為出家人同樣有孝道觀念，而且

超越世俗的「小孝」，而是「大孝」。佛陀「為父擔棺」（《佛說淨飯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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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經》）、「為母說法」（《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是孝親的典

範，正因為佛陀的仁孝，才能夠成為三界之尊（《賢愚經》）。佛教的孝是

「導親脫苦」，開化其親，才是真實報父母恩。父母如果沒有信心，則開導

父母的信心；父母如果不守戒律，則勸導父母持守禁戒；父母如果個性吝

嗇，則開啟父母智慧。做到以上幾點，才是真正的孝道。

人在社會上立足，需要樹立安身立命之道，星雲大師認為忠孝為立身之

道。發揚仁義、慈悲、信仰就是忠，孝與忠相伴隨而言，孝就是恭敬與孝

養。孝不僅是對父母盡孝，而應該擴展為對宗族、整個民族，乃至一切眾生

盡孝。星雲大師認為養老育幼的慈善行為是一種盡孝的方式，以孝敬之心來

慈悲喜捨，孝養眾生，尤其是殘障、老弱等。以孝養眾生的心態在社會中與

人相處，必然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星雲大師主張奉行四攝法，即布施、

愛語、利行、同事。布施使人歡喜，布施不僅限於金錢和財物，也包括鼓勵

和讚美。在與人相處中廣結善緣、不侵犯他人、給他人方便，與人平等、和

平相處，必然能締結良好的人際關係。

星雲大師認為佛教雖然重視知識和理論，但是更重視實踐和修行，對佛

法知識深入理解的基礎上，要運用到生活中，在生活中修行。修行要發慈

悲心，以慈悲待人，自己的言行舉止都要慈悲，以慈悲來修行。修行不是僅

局限在寺院中，在生活中的修行更為重要，在生活中踐行佛法就是修行。

佛法不僅僅是經書上的理論，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臥、穿衣吃飯、搬柴

運水」，都是佛法，日常生活中處處都有佛法，因此佛教徒的日常修行從起

床便已開始，一天中的接人待物乃至獨居自處，都要效法佛菩薩，以慈悲為

本，為他人行方便。

在人的修行方面，一般認為佛教修行應該清苦，節制欲望，星雲大師則

鼓勵在家信眾可以「榮華富貴」，可以通過正當經營積聚財富，如《大寶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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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在家菩薩，如法集聚錢財封邑，非不如法。」但是有了財富以後

要懂得布施，把財富分配給需要的人。懂得正確處理財富，是更為重要的課

題。在財富的分配上，主張在滿足日常所需、日後應急之外，應該拿出一部

分來回饋社會，幫助弱者，救濟災難。因為真正的財富不是金錢、土地、黃

金等等，而是健康、智慧等精神上的滿足與歡喜，以及堅定的信仰、無私的

慈悲。慈悲是菩薩行的必要條件，菩薩因目睹眾生之苦而生慈悲心，因慈悲

心而長養菩提，因菩提而成佛。沒有慈悲心則無法成就菩薩行。慈悲是一切

眾生所共有，生命的意義在於慈悲，生命的希望也在於慈悲，慈悲是生命的

源泉，慈悲就是佛性，是眾生得以成佛的依據。

佛教將佛法分為「五乘佛法」，其中以菩薩乘的佛法為修行的極至，注

重利他濟世的悲智精神，以六度萬行為修行法門。星雲大師認為信仰給人以

信心和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困境，給人以包容和寬厚去面對他人的誤解，進

而掌握自己的命運。佛教中的中道緣起、因果業報、生死涅槃等理論，能夠

開發人的真如佛性，其中因果業報是「最公平的仲裁者」，「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是不能改變也不能逃避的因果定律，今生所做的善事能在來世獲得

善果，每個人在這一定律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星雲大師提出人間佛教應

該大力建設因果觀念，因果觀念能夠讓人去惡行善，趨樂避苦，在受到苦果

時，不怨天尤人，能夠平心靜氣，進而扭轉惡緣為善緣。

星雲大師認為佛教與政治並不排斥，相反能夠互相助力。佛教所宣導的

慈悲教化能夠促進社會與人心的和諧，化導積怨，感化人心。星雲大師所宣

導的人間佛教在國際觀方面是要建設和諧世界，星雲大師說：

我們的教主佛陀，就具有國際的性格。每逢說法，非以一地、一

國為物件，說到地方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談到聽眾就是十方一切

眾生。我們認為天下本是一家，所有眾生本應就是連鎖的一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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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所關注的是世界上的一切眾生，因為所有眾生都是平等一體

的，因此人間佛教要建設天下一家的世界。星雲大師認為，根治世界的混亂

源頭，必須從人的心靈淨化做起，人心和平則世界和平。踐行佛教的無我、

慈悲、尊重、和平的教義，以此完成世界的真正和平。人間佛教重視未來，

主張通過布施結緣能夠有更好的未來。理想的未來社會是實現了人間淨土的

社會，星雲大師認為淨土可以在人間實現，也可以在現代實現。

四、結語

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藍圖的設計中，可以看到其人間佛教思想最為鮮明

的四個特點，即修菩薩行、佛化生活、重視文教、具有國際視野。星雲大師

以慈悲為懷，將佛教落實在人間，落實在人們的生活中，落實在每個人的心

裡，因此而關注人間的生老病死、煩惱憂愁。不僅如此，星雲大師還興辦文

化和教育事業，關懷一切眾生之內心的健康和淨化，以淨化人心、消除欲望

來根治世界的混亂，獲得世界的和平。

對於人間佛教的宣導固然重要，然而真正需要的是落實人間佛教的行

者。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實踐，對台灣社會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台灣的

佛教信徒日益增加，佛教氛圍濃厚。通過弘揚佛法，人間佛教的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媒體對佛教的報導非常重視，佛教文物、音樂、場所、信徒繁盛，

佛教影響到教育界、政界、演藝界。通過星雲大師的指導及佛光教團的集體

努力，佛光人成為台灣的一個品牌。星雲大師將此總結為，台灣佛教已經

是：

從傳統的佛教到現代的佛教

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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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梵唄的佛教到歌詠的佛教

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

從地區的佛教到國際的佛教

從散漫的佛教到制度的佛教

從靜態的佛教到動態的佛教

從山林的佛教到社會的佛教

從遁世的佛教到救世的佛教

從唯僧的佛教到和信的佛教

從弟子的佛教到講師的佛教

從寺院的佛教到會堂的佛教

從宗派的佛教到尊重的佛教

從行善的佛教到傳教的佛教

從法會的佛教到活動的佛教

從老年的佛教到青年的佛教19

星雲大師所宣導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對近代以來佛教為適應社會所作出

的自身調整的極大推進，無疑為推動佛教的現代復興與轉型作出巨大貢獻。

同時也為佛教回歸人間、關懷人間提供可行路徑，實現了佛陀之創教本懷，

開創了人間的淨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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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記恨、不怨尤，這是尊重的美德；

懷慈心、懷悲願，這是安樂的源頭；

能受苦、能耐勞，這是成功的基礎；

多發心、多思惟 , 這是生命的昇華。

～《佛光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