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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懺悔，為他人懺悔
―星雲大師論經懺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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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經懺佛事是中國漢傳佛教的小傳統，是佛教深入民間的形式。但是在明

代以後，經懺佛事出現了諸多的弊端：商業化的觀念損害了佛教教義的服務

性與無價性，經懺佛事損害了僧才的人格與素質，同時也使佛教被誤解成度

死的宗教。星雲大師認為經懺佛事無異於一場無形的法難，給予其以堅決

的、有力的批判，同時，仍在其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體系中為其保留一席之

地，認為其有殊勝的功德。大師還大大擴大了能懺之方法與所懺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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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entance is a Chinese Buddhist tradition and a means through which 

Buddhism is connected to local folk customs. However, after the Ming Dynasty, many 

Buddhist repentance malpractices have emerg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has undermined its pricelessness and its concept of service. The Buddhist 

Repentance Ceremony has caused ha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ies of the 

Buddhist monastics, at the same time, causing misunderstandings that Buddhism 

is a religion for the dea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thinks that the Buddhist 

Repentance Ceremony was an invisible Dharma crisis that has caused serious 

criticisms. At the same time, Venerable Master believes there is a place for Buddhist 

Repentance in Humanistic Buddhism, that it has auspicious merits, and has greatly 

expanded on the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Buddhist Repen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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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懺悔的觀念與實踐是世界上各大宗教共有的。在佛教中，佛陀在世時，

為了維護和樂清淨的僧團，制定了布薩儀式：半月、半月僧團進行集會，布

薩、說戒。在僧團以及在家信徒中，如果有人違反佛教的戒律，犯了過失，

就要在佛或一定數量的清淨比丘面前當眾懺悔，依法出罪後才可以重新獲得

清淨的身心，才可以繼續留在清淨的僧伽中繼續精進修行；但是並不是所有

的過失都可以懺除的，如果違反了戒律且極其嚴重的，則不許懺悔，並逐出

僧團，不再承認其是僧伽的一員。

印順導師認為，原始佛教時期這一布薩制度，體現了真正的平等、民主

與法治，並可以據此維護個人的清淨、僧伽的清淨，是最理想的懺法。1南傳

佛教國家的僧團仍然延續並堅持這個儀式。以中國南傳佛教為例，中國南傳

上座部佛教非常重視每半個月的布薩羯摩儀式，比丘們無論身在何處，都會

在傣曆每個月的十五日、二十九日或三十日趕回「布薩堂」，進行布薩羯摩

活動，對自己半個月內所犯過失進行懺悔。這已經成為每一位比丘重要的宗

教生活內容。2

但是，被稱為「作法懺」的布薩儀式並未受到中國漢傳佛教的重視，漢

傳佛教繼承的是重信的大乘佛教傳統，並由此開啟了另外的傳統。在大乘佛

教時期，懺悔的對象變成了十方現在佛；懺悔的內容也不是違反戒律，隨犯

隨懺，而變成了無始以來由身口意所造的一切業；懺悔的目的也不再局限在

為犯錯的比丘出罪，使其身心重新獲得清淨，最終維持僧伽的清淨，而是請

1.印順：《華雨集（二）》，《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十一）》，中華書局，2009
年，頁107。

2.鄭筱筠：《中國南傳佛教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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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佛加持，消除無始以來所有的罪業。

大乘佛教的懺悔思想傳到中國以後，與中國傳統思想、禮儀、習俗相結

合，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徵與形式，懺法的使用不再局限於出家眾與在家眾的

修持，並且成為佛教與信徒以及非信徒（不只是下層百姓，也包括皇帝及其

官僚大臣）聯繫的一種方式。因此，從懺法的使用目的來說，中國懺法可以

分成兩大類：一者是由智者大師繼承並開拓的懺法發展體系，主要是為出家

眾修持所用，事懺與理懺相圓融，懺悔是止觀的前方便，是修行法門之一；

另一種，則以《梁皇寶懺》為代表，成為佛教代人消災、祈福、超度亡魂等

與信眾聯繫的重要方式─經懺佛事。

從佛陀制定布薩羯摩制度，到大乘佛教向十方佛懺悔無始以來所有罪

行，再到天台智者一系的懺法，都可以說主要是針對出家眾以及在家信眾自

身的修持而言；但是以《梁皇寶懺》為代表的懺法雖然也可以用來修持，但

是在後來的發展中，卻愈來愈成為中國佛教懺悔思想的主流。「在習慣用語

中，悔就是懺悔，於是易行道的方便，除念佛往生淨土外，幾乎都統一於懺

悔了。近代中國的通俗佛教，難怪以經懺佛事為代表了。」3就是說，從佛教

傳入中國開始，懺悔思想存在兩個傳統，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只不過代人消

災祈福薦亡之經懺佛事愈來愈成為懺悔思想的主流。

經懺佛事在後來的發展中產生許多弊端，並受到近現代佛教史上很多高

僧大德的批判，有人主張予以取締，有人主張予以規劃、整治。在佛教發展

至人間佛教階段，經懺佛事必然要發生一些變革，才能與人間佛教的理念相

適應，也才能適應經歷過科學、理性洗禮的現代中國人。星雲大師是當代人

間佛教運動的代表人物，其對於經懺佛事的思考是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鑑的。

3.同註1，頁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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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形的教難

正如前面所講，天台智者大師一系的懺法思想在宋朝以後逐漸式微，經

懺佛事逐漸成為懺法的主流，甚至成為佛教與社會、民眾聯繫的主要方式，

成為佛教在社會上主要的表現方式。由此也出現了很多的弊端。近現代以

來，取締之聲時起。星雲大師一方面從佛教發展史的角度給予經懺佛事以同

情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認為，經懺佛事是佛教史上一次無形的教難，給予其

不遺餘力的、有力的批判。

星雲大師對中國佛教歷史的理解很有特色，認為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時

期，計有六個階段：秦漢魏晉的東傳譯經時期、隋陳李唐的八宗成立時期、

五代趙宋的禪淨爭主時期、元明皇朝的宮廷密教時期、滿清民國的經懺香火

時期以及人間佛教時期（二十世紀以後）。其中在論述滿清民國時期的經懺

香火部分的結尾，星雲大師語重心長地說：「因此，滿清民國時期的經懺香

火佛教，幾使佛教趨於沒落；若要嚴格說來，其實這也是中國佛教史上一次

無形的教難。」4把經懺佛事給佛教發展帶來的弊端與三武一宗、太平天國、

馮玉祥等法難相提並論，足可見星雲大師對經懺佛事的弊端的深深憂慮，這

一憂慮既體現在大師對經懺佛事歷史及現狀的深刻的同情的理解，又體現在

其對經懺佛事有力的批判。

星雲大師從佛教僧團經濟生活來源的角度對經懺香火的興盛給予了同情

的了解。佛陀在世時，佛教僧團在印度是靠托鉢次第乞食或者信徒供養來生

活的。印度有著濃厚的宗教意識，信徒供養宗教人士飲食、臥具、衣服等等

生活用品是不成問題的，從國王到貧民深信宗教人士的說法及其智慧是他們

能夠得到解脫的唯一來源。佛教傳入中國以後，由於文化、習俗等原因，這

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論文集（下）》，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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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托鉢乞食的制度就不再能夠實踐，而且乞食的實踐在佛法初傳的時候對佛

教的發展也沒有起到促進的作用。在《高僧傳》中有這麼一則故事：「淵雖

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匈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

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卻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

屈，由是改觀。」5這條記錄在《世說新語》中也有記錄。西晉末年戰亂，康

僧淵與康法暢、支敏度南渡，三人中，以康僧淵學問道德為高，但是，康僧

淵堅持佛祖在世時印度的托鉢實踐，乞食於民間，對於佛教在當時的傳播並

沒有太大的貢獻。在與當時名士殷浩談玄論義之後才名聲大噪，並從此受士

大夫的供養，於豫章山為之建寺。因此，佛教傳入中國後，初期幾乎全由皇

室貴族為僧團建寺，並供養大片的田園土地以為寺產。

正如星雲大師所言，皇室貴族的供養使得佛教的經濟生活再無憂慮，佛

教似乎找到了在中國發展下去的最好的經濟來源的方式，但是災難也接踵而

至。「由於國家社會給予佛教的經濟支援，使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也增加了

許多的困難與障礙。因為一般社會大眾，尤其官僚體系的政治人物，總覺得

僧侶應該有清貧的苦行，如果寺院建得莊嚴堂皇，生活過得與社會人士一樣

優渥的時候，有的人就會嫉妒，有的人就會批評，甚至南北朝魏、周時期所

發生的『三武一宗』等教難，也是緣於佛教經濟太富裕，因而引發危機。」6

在古代中國歷史上，文化權以及宗教的權力都是受制於政治權力的，政治權

力不會坐視教權及其經濟勢力的擴大的。張踐認為古今中外不同的國家，政

教關係的類型也多種多樣，中國古代的政教關係屬於政主教從型的「神輔政

治」，在這種類型中，宗教從來也不是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只能是政治文

化的組成部分，只能對政治權力發揮輔助作用。因此，政治對宗教的發展有

5.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頁151。
6.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論文集（下）》，頁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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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嚴重的制約作用，政府管理宗教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經濟上的控制。7

在國家對佛教的經濟生活的供養有所壓制以後，有的寺院就開始主要以

經懺佛事為經濟生活的主要來源了。「不過說到『經懺佛事』，自從梁武帝

（464-549）禮請寶誌公禪師著述《梁皇寶懺》，唐朝悟達國師（811-883）

編述《慈悲三昧水懺》，乃至宋朝敕修的《金山御制水陸齋儀》，甚至瑜伽

焰口、三時繫念的各種懺儀經本等，基本上此時中國佛教已經走上了『經懺

葬儀』的佛教了。尤其到了清末民初，『經懺香火』更是普及全國，而且維

繫了絕大部分寺院的經濟生活。」8宋代以來，懺法不僅成為寺院經濟的重

要來源，而且成為佛教與社會大眾聯繫的重要方式。我們可以從下面的數

據中來感受當時經懺佛事的興盛。明太祖朱元璋分理天下寺院為：禪、講與

瑜伽教三種，其中瑜伽僧也被稱為教僧、應赴僧，專門從事消災祈福、喪葬

法會，這類僧人基本上占據了明代出家人的半壁江山。9據無錫市佛教協會

籌委會1955年的統計數據，1949年以前，靠經懺佛事為生的僧尼總數占到了

67%。10

經懺佛事的盛行給中國佛教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弊端，甚至直接導致了

近現代佛教的沒落，直接引發了學術界與佛教界的批判。星雲大師一方面在

寺院經濟的來源上給予經懺佛事以同情的理解，同時，也不遺餘力地給予其

批判。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7.參看張踐：〈緒論〉與〈第十章中國古代政教關係的歷史特點與經驗教訓〉的相關
敘述，《中國古代政教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8.同註6，頁73。
9.此為日本學者龍池清的統計，轉引自何孝榮：〈論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
究》，2004年第1期，頁37。

10.轉引自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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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業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四年頒布《申明佛教榜冊》，其中出

於規範瑜伽僧的行為、節省民財等問題，對於應赴僧的報酬給予了詳細規

定。這一規定表明，經懺佛事商業化得到了行政權力的認同，也得到了普通

百姓的認同，再給寺廟以穩定的經濟來源的同時，也讓佛教被社會上普羅大

眾、學術界、思想界以及佛教界本身所詬病、所誤解，與社會、大眾聯繫的

經懺佛事被當成了佛教整體，佛教就變成了一種「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

行為，人天師範的僧寶則成為了經懺鬼，被人鄙視、被人唾棄，而不再被人

尊重，這一點歷代以來批判者頗不乏人。星雲大師對於經懺佛事的商業化也

持激烈的反對態度。

古代的高僧大德立志：「寧在蒲團靜坐死，不做人間應付僧。」

出家眾也並非都不誦經。我們到殯儀館、太平間念經，是結緣，

是幫助別人的，如果出錢講價，則與我的志願相違。

我初到宜蘭時，台灣水泥公司常務董事的母親過世，縣政府社會

科科長告訴我：「法師，林夫人過世了，你去拈個香，你建講堂

所用的水泥，他們會全部捐獻的。」

這原本是一件結緣的美事，但一聽是這樣的買賣，我當下拒絕。

第二天，另一位老太太往生，我心甘情願去為她主持誦經、告別

式，甚至走路送葬。我覺得佛法的可貴是無價的，它不是用條件

可以交換的。未來的法會佛事應該訂定一個原則，如果信徒心裡

存有「我平常供養你，將來我往生，你幫我念經」這樣的觀念是

不如法的，佛法不講代價，應該是服務的。11

11.星雲大師：《人間與實踐》，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頁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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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中，星雲大師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對於民間信仰確實可以

起到一定的糾正作用，即佛法是不講代價的，是服務大眾的，信眾切不可存

了類似商業行為中，等價交換的心理與觀念來對待佛法與僧寶。中國是歷來

被視為宗教意識淡薄的國家，也一向標榜可以多元宗教並存。如果從因果關

係來看，宗教意識淡薄為因，宗教信仰多元為果。信眾之信仰一種宗教與改

信其他宗教，都只在於哪種宗教可以為我所用，哪種宗教確實可以形成我平

日信奉可以帶來日後更多的現實利益的預期之上的。而真正的宗教信仰，恐

怕與現實世俗的利益並沒有多大的關係，以佛教為例，更應該注重的是最終

的解脫與如法的修持上。所以，星雲大師上述觀念的提出，不僅對於經懺佛

事的商業化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對於中國的民間信仰及中國人的宗教意識的

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星雲大師之反對經懺佛事之商業化可謂是徹底的。在星雲大師看來，在

人間佛教的思想體系中取締還是保存經懺佛事，都與經濟收入無關，經懺佛

事應該與這種等價交換的觀念徹底決裂。當然，星雲大師徹底、堅決反對的

僅僅是經懺佛事的商業化，而不是其經濟功能，商業化的觀念與經濟功能之

間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的。如法如儀的經懺佛事，是財法二施，彼此互利，

是僧寶布施佛法、化導世俗，齋主布施財務供養僧伽。經懺佛事的這種經濟

功能，星雲大師不僅不反對，而且他自己在佛光山的建設過程中還經常實

踐。只不過隨著佛光山的佛教經濟的發展，經懺佛事的這一經濟功能在逐漸

減弱。太虛大師也認為在當時的社會側重生計的情況下，佛教僧團應該注意

謀生的本事，因此不得不將僧眾分為七種，其中服務大眾就是出家而從事農

工商者，12以其補充佛教生活及慈善事業之來源，同時仍然把經懺佛事當做

12.太虛大師：〈僧制今論〉，《太虛大師全書（十八）》，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
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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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生活來源之重要的部分。

依融通真俗二諦之宗旨：竊謂於十宗之外，宜增設懺摩、異方便

二宗以廣攝機而資弘護。蓋佛住世日，為供養禮拜者咒願祈福，

俾得消滅罪業；此即僧徒為人誦經禮懺、供佛施食之濫觴也。此

道傳至今日，不堪已甚。法門腐敗，大半因是。然蕓蕓僧侶，大

都習是為專業，為僧界生計所賴之一大宗。未能廓清，不如設立

專宗，攻習其事。於每省縣城鄉，區定專修經懺處若干寺庵，既

廣善緣，亦資生源。……則外護既眾，財施有出，而實業慈善公

益等事業，自易舉行也。13

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化進程的加深，佛教界對僧團經濟的發展也愈來

愈重視了。星雲大師一直強調人間佛教不僅不視黃金如毒蛇猛獸，相反，他

認為：「是以人間佛教應該重新估定財富的價值，只要是合於正業、正命的

淨財，應是多多益善；只要能對國家民生、對社會大眾、對經濟利益、對幸

福快樂生活有所增益的事業，諸如農場、工廠、公司、銀行等，佛教徒都應

該去做。」14太虛大師是在僧眾中分出其中的一種專門在工農商中做資生的

事業，星雲大師則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徒的一生應該最少擁有三門執照，諸

如司機、打字、教師、醫生、農民等，只要符合正命、正業，均是佛光山人

間佛教的事業的組成部分。這就可以剝離依附在經懺佛事上的商業化的味

道，讓經懺佛事可以如法舉行。

第二，經懺佛事對僧才的腐蝕。只剝離經懺佛事的商業化味道，並不能

1 3 .太虛大師：〈上佛教總會全國支會部聯合會意見書〉，《太虛大師全書
（十八）》，頁288-289。

1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藍圖（上）〉，《人間佛教論文集（下）》，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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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其可以如法如儀地舉行，這其中還有僧眾的素質的問題。經懺佛事的盛

行對於佛教更大的損害就在於其腐蝕僧才。

太虛大師在總結民國時期佛教的現狀時，認為當時的僧眾大致可以分為

四流：（一）清高流：這類僧人不慕利譽，或依深山叢林，或在靜室，讀經

習禪修淨土，因無善知識開示，散漫昏暗者多，明達專精者少，但已經是鳳

毛麟角；（二）坐香流：可以死坐五年六載，經得起敲罵，希冀由執事依次

晉升班首、長老，其中也有趁逐粥飯者；（三）講經流：此流為講經法師，

稱法師者亦僅能照古人註解背講無差謬，下則僅聽記經中一二則因緣，便向

人誇述；（四）懺焰流：則學習歌唱，拍擊鼓鈸，代人拜懺誦經，放焰設

齋，創各種名色，裨販佛法，貪圖利養。且懺焰流占據出家眾十分之九。15

一則因為宋以後，於義理有所發揮與創新之高僧大德不多，即太虛大師

所說無善知識開示；二則清代以後，寺院經濟不再享受稅賦的減免政策，

寺院生計日益艱難，致使僧眾中專修經懺佛事之徒日眾，佛教義理則無人問

津，造成了僧才素質的迅速降低，為社會所詬病。星雲大師雖然認為經懺佛

事是財法二施，彼此互利，但是也承認下面這一事實：

經懺的發展，其實一如托鉢乞食，也是「財法二施」，彼此互

利。不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總認為經懺制度造成僧才人格

的墮落，戕害了佛教文教事業的發展。舉例說，現在的社會，以

為講經傳教的法師，往往不容易引起社會的重視，有時舉辦一場

弘法大會，不但講者要自己張羅說法處、購買經本，甚至講經時

也不容易聚眾。反之，一場經懺佛事，為人誦經超度，不但受到

15.太虛大師：〈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論〉，《太虛大師全書（三十一）》，頁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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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家齋主的恭敬，而且能夠獲得相當豐厚的供養，所謂「會得香

雲蓋，到處吃素菜」，所以衍生出青年僧寶寧可念經，卻不願講

經弘法等諸多的弊病，這是應該引為深思的地方。16

講經弘法不僅存在星雲大師上述講經時面對的困難，更大的困難則在

於，想要具備講經弘法的資格，則需付出比經懺佛事更多的努力，「假如要

弘法利生，就不是那麼簡單，你是一個人間佛教的推動者，你不但要博通

經論，而且要具有一般社會知識，甚至天文地理、政經常識、講說寫作、

各種技能，還有那宗教體驗，莊嚴行儀，如果這些不能具備，就成為度生事

業的缺失」。17許多的僧眾為了躲開艱苦的經律論的學習而去遷就容易的誦

經佛事，這也在客觀上降低了僧才的素質，在社會上則引發了對整個佛教的

批判。星雲大師經常說到的憨山大師的故事就是如此。因此，星雲大師雖然

說，人間佛教的弘揚並不反對懺儀佛事，18但是他也並不特別鼓勵佛光山的

僧眾修持經懺佛事，而是認為佛教的發展必然要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

教：

佛教事業不同於一般商業，從事佛教事業的人，應具有信仰、慈

悲、給人方便、服務及廣結善緣的理念。不管從事什麼工作，只

要跟佛教的道德、精神相吻合，就可以從事，如旅館服務大眾、

百貨提供人們購物、素食館方便人們素食……社會上也有很多

人，省吃儉用的來布施，如修橋鋪路、施茶、施水……以促進人

16.星雲大師：〈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人間佛教論文集（下）》，頁
74。

17.星雲大師：〈怎樣做個佛光人？〉，《星雲大師講演集（二）》，佛光出版社
1982年，頁7-8。

18.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論文集（下）》，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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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祥和氣氛，當然也算是佛教事業。19

人在世上都有職業，佛教的出家人以何為業呢？古德有云：「弘

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現代的僧伽應該以講經開示、授課教

書、著作編寫、慈善救濟、教會行政、大眾傳播、領眾熏修，乃

至服務道場，建設許多的佛化事業，以繼往開來、紹隆佛種為職

志，而不是以經懺為職業。20

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星雲大師希望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發展的僧眾

更加注重弘法的事業，也就更加注重僧才的素質的提高和人格的提升。

第三，度死的宗教。佛教的最高目標就是了生脫死，最終解脫。但是，

經懺佛事的盛行，應赴僧在整個僧眾中所占比例的擴大，讓社會上的人對佛

教普遍產生了一種錯誤的看法；佛教是度死的宗教，佛教是死鬼的宗教，而

與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並無關係。星雲大師說：「佛教給人最大的誤解，就

是誤解佛教是度死的宗教。平時不知佛教何用，到了大死時，才知需要誦經

超度，致使人天師範的僧寶，淪於以經懺為職業，誤盡了天下蒼生，損失了

無限的人才。」21在這裡，星雲大師認為社會大眾對於佛教的誤解，才導致

了經懺佛事的盛行。事實上，經懺佛事的盛行不僅有佛教民間化、世俗化過

程中社會大眾對佛教的預期，而且也因為佛教自身發展的原因，甚至可以

說，經懺佛事的盛行也是佛教是度死的宗教這一觀點的直接原因。

針對經懺佛事給佛教事業帶來的這一弊端，星雲大師提倡生活化的佛

教，認為佛教不僅可以超度亡魂，而且可以規範人類的一切生活，佛教中有

19.同上註，頁76。
20.同註18，頁104-105。
21.同註17，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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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生各方面生活的一套很周全的禮儀，諸如人生中之生子、成年、結

婚、喬遷等等都可採用佛教的儀式。「佛教不是度死的宗教，不是只有為死

者誦經超度而已，其實，生者比死者更需要佛教。我們不反對功德佛事，但

人間佛教是『先度生，後度死』……」「佛教在人間最大的功能，不只是超

度亡者，令生善趣，更重要的是和諧社會、清明政治、善治經濟，合於禮法

地處理人生各種事業，完成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這才符合佛陀所揭櫫的

人間佛教。」22

星雲大師「先度生，後度死」觀念的提出，與孔子思想中「未知生，焉

知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星雲大師經常提倡從經懺的佛教到事業的佛教以

及從經懺的佛教到人間佛教的轉變、事業的佛教、人間佛教雖然並不排除與

反對經懺佛事，但是佛教的中心與重心卻有著顯著的轉移，從依賴經懺佛事

的經濟功能，到佛教徒參與社會經濟，以發展佛教經濟，並以此獲得自立與

服務社會的資本，在此基礎上與此活動中，佛教徒宣揚佛化的生活，以期化

導世俗。

即使是度死的方式，星雲大師也作了重要的轉變。他認為，誦經超度對

於亡者固然有意義，但是如果可以做到以下三者則更具有根本的意義。第

一、往生的基礎乃在於活著時的修為，人應該在活著時多多布施、弘法、精

進等，過佛化的生活，為往生積累資糧。「其實往生之基礎，乃在現世間之

修為，所以佛教應重視現世生活，遠比死後往生重要，豈可本末顛倒。佛教

徒可為病患者診治，為新生嬰兒祈福，為監獄罪人弘法，為青年佛化證婚，

使群眾於衣食住行之中，處處皆感到需要佛教。」23第二、以亡者的名義對

22.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下）》，頁97、77。
23.星雲大師：〈台灣佛教名剎．序〉，《人間佛教序文選》，頁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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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有所貢獻，更有意義。與其鋪張浪費地不合禮法地舉辦喪葬儀式，不如

以亡者的名義建立獎學金、修橋鋪路，乃至做其他的公益慈善事業，則更能

夠為亡者積福德。「往生佛事則可以到寺院參加隨堂超薦，也可以自己在家

誦經念佛，把省下的喪葬費用，以亡者名義捐助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福

利事業，如此不但讓亡者德澤人間，也可以把功德回向亡者蓮品增上，可以

說是自利利人，這是最值得提倡的喪葬典範。」24

最後，星雲大師認為，超薦亡魂的做七、放焰口、啟建三時繫念等佛

事，因為傳統的做法費時耗財，可以根據齋主的時間、因緣作必要的改良，

時間可以縮短，也可以隨堂超薦（在寺院佛堂裡立一個牌位，利用早晚課

誦，隨堂誦經超度），甚至可以只念佛誦經，而且也不一定要出家法師念，

親朋好友彼此互相助念也很好。這樣的理念也可以使度死脫離經懺佛事仍然

如法。

綜上所述，經懺佛事給佛教帶來了商業化的交換觀念、損害了僧才的人

格與素質，更加使佛教遭到了世人的誤解，對於這些弊端，星雲大師在人間

佛教的思想體系中都徹底地予以清除，一方面可以確保經懺佛事可以如法如

儀，確保經懺佛事可以發揮其正常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可以確保僧團和佛教

的健康發展、更具活力與朝氣。

三、殊勝的功德

儘管經懺佛事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的弊端，使佛教遭受了很多的

誤解，但是星雲大師在糾正其弊端的同時，都會強調人間佛教並不反對經懺

24.星雲大師：〈佛教對「喪葬習俗」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下）》，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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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事，為經懺佛事在人間佛教的思想、實踐中都保留了一席之地。這就是因

為，糾正了錯誤、剔除了弊端的經懺佛事是佛法接觸民眾、化世導俗的一個

方便之道，做經懺佛事也是佛門中一個殊勝的法門，具有不可思議的功德。

大乘佛教中的懺悔與業力報有著重要的聯繫，星雲大師也是從這個角度

來論述經懺佛事的殊勝功德：

一個人生存在世間，身口意隨時都在造業，身體上的舉止動作有

善惡的行為；嘴上的說話，也有善言惡語；內心的意念，也有善

惡的思想。這中間，普遍的與善業相應者微乎其微，與惡業相應

者卻比較多，因此，人與人相處時，要常常懷著懺悔慚愧的心。

在佛教裡，「懺悔」是一個非常殊勝的法門，其功德不可思議。

譬如一個學生犯了過錯，到訓導處認錯懺悔後，他仍然可以成為

一個健全的青年。一個出家人要經常懺悔，從懺悔中可以消除往

昔所造的惡業。「懺悔」猶如菩薩的慈悲法水，藉此法水，能夠

洗滌無始以來的罪衍，獲得清淨的佛道。25

我們生活在世間，身口意無時無刻不在造業，這些業可以蒙蔽我們的真

如佛性，擾亂我們清淨的心靈，成為我們解脫路上的障礙，讓我們在生死海

中生生不已，輪迴不息，所以也叫業障。而我們修習佛法，必須以無垢的清

淨心納受之，必須首先洗淨我們內心的垢染與業障。懺悔就是減輕甚至消除

這些業障、還內心清淨的重要法門之一，就好比，衣服髒了，用水洗洗就可

以了，用一分的力氣來洗，即可以乾淨一分，用十分的力氣來洗，則可以乾

淨十分。星雲大師經常用一段話來講懺悔的作用：

25.星雲大師：〈佛教與生活（一）〉，《星雲大師講演集（一）》，頁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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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一如法水，可以洗淨我們的罪業；懺悔就像船筏，可以運載

我們到解脫的涅槃彼岸；懺悔譬如藥草，可以醫治我們的煩惱百

病；懺悔好比明燈，可以照破我們的無明黑暗；懺悔一似城牆，

可以攝護我們的身心六根；懺悔有如橋梁，可以引導我們通往成

佛之道；懺悔猶如瓔珞，可以莊嚴我們的菩提道果。在佛教的萬

千法門中，無論我們修學哪一個法門，都必須以清淨無垢的心田

納受，因此懺悔是必要的修行。26

經懺佛事則是懺悔的重要法門之一。星雲大師認為，參加經懺佛

事不僅可以洗滌我們的心靈，我們自己還可以獲得更多的功德，

如：報恩，藉參加經懺佛事表達對眷屬的感恩之情；還債，藉拜

懺功德回向給冤親債主；培福，在佛教中作一場佛事，同時可以

讓齋主自己獲得福德因緣；結緣，藉佛事的舉辦與生亡兩者結

緣；懺悔，藉佛事懺悔自己的罪過。27

從佛教本身的發展而言，經懺佛事也是佛教與社會大眾重要的聯繫方

式。在佛教初傳時期，傳教高僧就因應中國人的需要，作祈福、消災、薦亡

的法事。如果說，譯經、義解、習禪是中國佛教的大傳統的話，那麼經懺佛

事則可以說是佛教的小傳統，是佛教在民間主要的傳播方式，是佛教接引眾

生的重要方便之道，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恐怕未來也會如此。因此，佛教

化世導俗的重要途徑之一恐怕就是經懺佛事，對喪葬習俗的引導就是經懺佛

事的重要功能之一。

民間習俗關於死亡以及喪葬儀式中的很多觀念和實踐都不如法。例如關

26.星雲大師：《六祖壇經講話》，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頁244。
27.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下）》，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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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死為鬼的觀念，關於為亡者燒冥紙等行為，關於喪葬儀式中的鋪張浪

費、宰殺生靈等等，星雲大師都認為這些不如法的觀念和行為不僅不能給

亡者帶來功德資糧，而且會給生者帶來煩惱。就人死為鬼這一觀念來講，

星雲大師認為，佛教講六道輪迴，如果認為自己的親人去世就一定轉生為

鬼，則是大不敬的看法。亡者也可能往生淨土；而且即使真的為鬼，那麼燒

冥紙等行為也不能為亡魂帶來利益，因為其所能享用多少要視其福德而定，

福德薄，即使燒冥紙也仍然不能享用；福德厚，則不待燒冥紙則自然供養具

足。28因此，這種燒冥紙的行為純屬迷信，佛教並不鼓勵，佛事活動中也不

提倡。「經懺佛事要做得莊嚴如法，而不以熱鬧應酬為能事；要讓經懺佛事

作為和信徒結緣的方式之一，而不流於世俗經營；要讓經懺佛事真正地超度

亡者，安慰生者，成為一種了生脫死的修持，而不是虛假的應付；要讓經懺

佛事促使大家了解佛教對日常生活的美化作用與實用價值，而不只是死後

的追思。」29星雲大師這段話道出了如法的經懺佛事可能具有的對個人的修

持、亡者的超度、結緣信徒以及化世導俗的作用。

星雲大師還以為，人的根機不同，接觸佛教的方式也不同：

經懺佛事雖然行久弊生，卻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每個人根性

不同，有些信徒可以一輩子不聽經聞法，但是百年之後，卻不能

不找法師誦經超薦；有人參加了一場功德佛事之後，立刻被莊嚴

的壇場所攝受而皈依三寶。所以，對於經懺佛事如果一味抱持禁

止的態度，徒然失去了度眾的方便。30

28 .星雲大師：〈佛教對「喪葬習俗」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下）》，頁238。

29.同註27，頁84-85。
30.同註27，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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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向來講究方便之道，根據不同根性的人採取不同的教化之道。生活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科技與理性的力量似乎可以解決我們生活中所有的問

題，人類不可一世地認為，不再需要宗教的庇護，人類但憑自己的力量就可

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人類以為自己就是無限的、超越的，可以奪天地之

造化。但是，在天災人禍來臨之時，人的有限性就突顯出來，人的宗教性的

需求就突出了，經懺佛事就是佛教提供給人類面對災難的力量與儀式。星雲

大師也深深認可經懺佛事的這一功能。

1999年台灣發生了7.3級的九二一大地震，一下子死了二千多人。各方捐

出了很多的棺木，但是，如何把往生的家人如法地放進棺木入殮，很多人都

茫然無主。這時，佛光山不僅捐獻了棺木，而且派法師巡迴各災區，幫助往

生者處理後事，以及舉行超薦法會以慰亡靈，同時還成立十四所「佛光園慈

心站」，以佛法幫助生者重建心靈，走出災難的陰霾。類似九二一地震這種

大災難，人類在面對它們時，非常需要宗教的這種追薦亡者、安慰生者的活

動。此時一場祈福薦亡的經懺法事要比講經弘法能給災難中的人們更多的安

慰。

在星雲大師看來，經懺佛事如果想要避開其可能造成的流弊，取得殊勝

的功能，則非進行改革不可，要對之進行規劃整治，在做經懺佛事的時候，

出家人要以慈悲為懷，要讓它與弘法布教相輔相成。「也就是說，當做經懺

的時候，一定要說法；當朝山的時候，一定要講經說法，則佛法配合經懺和

香火，佛教就更加能發揚廣大了。」31大師的這一觀點，一則讓經懺佛事回

歸其宗教性的本色。做經懺佛事配以講經說法，必可以讓齋主更加了解佛

31.星雲大師：〈中國佛教階段性的發展芻議〉，《人間佛教論文集（下）》，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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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佛教之真義，而不再以為花錢即可消災、薦亡，避免對佛教的誤解，讓

佛教的教義在一場佛事中傳播給社會，真正起到化導世俗，而不是為世俗所

化。二則對於出家人自身來說，經懺佛事必須配以講經說法，則會有效防止

僧才的墮落。如此，則經懺佛事才真正回歸佛教宗教性的面相，而遠離其世

俗性的積弊。

經懺佛事雖然存在著客觀的需要，有諸多的功德，但是在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的思想體系中，經懺佛事的生存空間是被大大壓縮了。前文講過的，為

亡者超度亡魂，可以做經懺佛事，也可以誦經，可以以亡者名義作現世間的

公益慈善事業，我們更應該在活著的時候，依佛法生活，多做利生的工作，

為往生積累資糧。這些方法都可以替代經懺佛事的部分功能。同時，經懺佛

事盛行的原因，主要是出於寺院經濟的日益匱乏。星雲大師剝離了經懺佛事

的商業化的功能，而由人間佛教的經濟來替代，這無疑也會防止經懺佛事的

濫用。

四、懺悔的人間化

人生在世，身口意時時在造業，在壓縮了經懺佛事的生存空間的同時，

星雲大師卻擴大了懺悔法門的能懺之方法與所懺之內容。

（一）懺悔內容的生活化

星雲大師提倡佛化的生活，以為上至國王、下至平民百姓，從生至死，

舉手投足，在在都有佛法。因此，如果人的活動不如法，就會造業，就需要

懺悔，可懺悔的內容非常之廣，舉凡生活、工作、人事、感情、行動、心理

等都包括在其中，懺悔可以讓我們在生活中少些煩惱、爭執與怨恨，多一些

祥和、和諧，是建設人間淨土的重要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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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衣食住行生活中，能夠修持懺悔的心情，就能得到恬淡

快樂。好像穿衣服時，想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古

訓，想到一針一線都是慈母辛苦編織，密密愛心，多麼令人感

激？如此一想一懺悔，布衣粗服不如別人美衣華服的怨氣就消除

了。吃飯，想到「一粥一飯，來處不易」，粒粒米飯都是農夫汗

水耕耘，我們何德何能？豈可不好好的珍惜盤中食？慚愧懺悔的

心一生，粗食淡飯的委屈也容易平息了。32

佛陀創制布薩制度的初衷，是維持和、樂、清淨的僧團，出家眾中有人

違犯了戒律，須在大眾面前發露懺悔，依法出罪，就可以重新獲得清淨比丘

的身份，如此才可以達到佛法常住的目的。而星雲大師生活化的懺悔方法，

則不要求在大眾面前發露，更注重由懺悔達到內心的平靜與安祥，藉此實現

人間的和諧、人間的淨土。星雲大師曾經說：「淨土不在他方世界，也不必

求來世往生。如果大家都能從心理上自我健全、自我清淨、自我反省、自我

進步，進而擴及到家庭、社區、國家，那麼整個世界就是佛光普照的人間淨

土。」33

懺悔內容的生活化與佛陀布薩制度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隨犯隨懺。在

大乘佛教的懺法中，一般懺悔的是無始以來貪瞋痴所造的無窮的業。而生活

化的懺悔，則要求我們時時處處，用懺悔的心情面對生活中一切事情，在煩

惱、造業的同時對治它。

32.星雲大師：〈佛教的懺悔主義〉，《星雲大師講演集（四）》，頁192。
33.星雲大師：《風輕雲淡：星雲大師談禪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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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懺悔方式的人間化

在前文講到，星雲大師以為，用誦經的方式為往生者超度，把節省下來

的費用以亡者的名義建橋、鋪路、設立獎學金，護持文化、教育的發展，是

更加有意義的，與此類似，在傳統的五悔法門之外，星雲大師經常講到一些

人間化的懺悔方式，即用人間事業來代替經懺佛事懺悔。

佛教徒如何從行為上懺悔呢？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從下面四種行為上，成

就自己的慚恥正覺：

1、說好話來懺悔：無論對什麼人、什麼事，都抱著慈悲喜捨的

心情，以好話去讚美，這就是懺悔。經上說：「甘露及毒藥，皆

在人舌中」，為人好口齒，既能助長他人善根，又能增益自己德

行，何必吝嗇呢？

2、捐善款來懺悔：多行布施，多做功德，既能驅伏貪愛，又可

以惠施眾生，也是一種懺悔。

3、勤勞服務來懺悔：發心為大眾報務，來懺悔自己的罪業，

《法句經》上說：「履仁行慈，博愛濟眾，有十一譽，福常隨

身」，這種懺悔方式也是福田。

4、成就他人來懺悔：多為別人著想，多成就他人好事，譬如撮

合別人的美滿姻緣，「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又如別人做生

意，我多光顧買東西，讓他多賺錢，表面看來是幫助別人，可是

功德會回向，常常也是幫自己。34

大師還有一個更加簡易的懺悔方法，即常記「你是對的，我是錯的」，

34.星雲大師：〈佛教的懺悔主義〉，《星雲大師講演集（四）》，頁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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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樣一種觀念處理人與人的關係，自然和睦。

懺悔方法的人間化暗含了這樣一層意思，即一切善事、一切有利於世間

的事似乎都可以歸入懺悔法門，懺悔法門被無限的擴大了。在大師的思想

中，這樣的理解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大師曾經說，業障於我們，就像放一

大把鹽於一杯水，水其鹹無比；如果我們不停地加水進去，鹹味就會逐漸

減淡。我們不停的如法的生活，則我們的業障也會逐漸地減輕對於我們的作

用。這就是懺悔的作用。因此，過如法的佛化生活，就是人間佛教的終極關

懷。

（三）懺悔回歸自身修持

在前文我們一再談到，懺悔的原意是為自己現世的行為、意念以及言語

不如法，向諸佛發露懺悔，以洗淨自身的罪業，重獲清淨的內心，納受諸

佛，與諸佛菩薩感應道交。星雲大師認為：「感應的原理就如同『月現江

心』。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菩薩清凉月，常遊畢

竟空，眾生心垢淨，菩提月現前』。菩薩就像一輪皎潔的明月，常遊在畢竟

空裡，對大地眾生沒有分別心，只要眾生心中清淨無垢染，就像江河的水澄

澈無波，月亮自能影現江心。所以沒有感應的人，不能責怪天上沒有月亮，

應該怪自己的心海不清淨。所謂『人有誠心，佛有感應』，只要我們時常借

著懺悔的法水來滌淨心垢，自然能與佛菩薩感應道交。」35佛陀製作布薩制

度，原也只是為僧信二眾犯戒的行為而作。只有犯了過失的人自己反省，自

己發露，自己懺悔，才可以依法出罪，重新回到清淨的僧團。

佛法東傳中國的過程中，卻逐漸出現了代人祈福、代人消災、代人懺悔

35.星雲大師：《六祖壇經講話》，頁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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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佛事。《梁皇寶懺》的製作，傳說是因為梁武帝的皇后郗氏生前嫉妒成

性，死後脫身為蟒，受諸多苦楚，梁武帝禮請寶誌公禪師製作懺法，為其懺

悔，並最終使其脫離蟒身，升為天人。這與懺悔的原意已有出入。諦閑曾在

《梁皇寶懺隨聞錄》中說：「這一部慈悲懺法，自古至今，只知禮誦，代人

超薦先亡。而不知宣講宏揚，以自懺悔業障。但知有他身，不知自亦有身。

但知他有苦，不知自亦有苦。但知為他以求安樂，不知自亦可以求安樂。可

謂冠履倒置，顛倒甚矣。」

是以，星雲大師建立生活化、人間化的懺悔，希望人們在世間即於生活

中時時處處懺悔己過，為自己積得往生資糧，而不必百年之後，另求經懺佛

事之功德。

不管所懺內容的生活化，還是能懺方法的人間化，都是事相上的懺悔。

但是，罪業雖然在事相上存在，但是如果我們用般若智慧來觀照它，罪業

在本性上卻是空的。罪業乃由我們的妄心所造，只要妄心一息，罪業自然消

亡。這就是無相懺悔，也就是理懺。從理懺而言，星雲大師認為，自他無

二，事理一如。為自己懺悔，也是為他人懺悔；為他人懺悔，就是為我們自

己懺悔，自己與一切眾生是不能分開的。36

因此，從事相的懺悔而言，星雲大師回歸了懺悔的原意和宗旨，擴大了

懺悔的內容和能懺的方法；從理懺而言，大師繼承了智者大師的傳統，強調

了懺悔為止觀的前方便。

五、結論

佛陀所開創的佛教，從一開始就不只是一套哲學思想體系，更加是一套

36.星雲大師：〈佛教的懺悔主義〉，《星雲大師講演集（四）》，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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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義理與實踐於一體的教法。《高僧傳》將僧人分為十科，譯經、義解、誦

經屬於義解門；神異、習禪、明律、亡身、興福等則屬於實踐門。因此，如

果說華嚴宗、天台宗、禪宗等宗派思想屬於義解門，是佛教教義的中國化，

可以被視為中國化佛教的大傳統；那麼經懺佛事明顯地屬於實踐門，而且是

佛教與社會大眾聯繫的中國化，即是佛教人間化之實踐門，是中國佛教的小

傳統。

二十世紀以來是人間佛教的時代。佛教的發展更加注重走出山門、走出

叢林，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業，開拓佛教與社會、與信眾聯繫、結緣的新

方式。人類是有限的存在，生活中有很多人類無法掌控的事情發生，尤其是

死亡具有把人類帶入虛無的力量。對著一個無限者祈願、懺悔、感恩是每一

個有限的存在的本能與本質屬性。經懺佛事具有其他宗教儀式所不具有的祈

福、消災與薦亡的功能，可以給每一個有限的存在以無限的希望與無窮的安

慰，在與社會、群眾聯繫、結緣的過程中，充分地體現佛教的宗教本色。在

此背景下，經懺佛事，言整治、規劃則可，言取締、廢除則不可，也不能。

星雲大師著有一本《佛光祈願文》，其中，有為父母、子女、夫婦、義

工、警察、醫生、教師，甚至暴力傾向者等各行各業各色人等的祈願文；有

為出生、結婚、成年、臨終、新春，甚至新居落成等人生的各個階段各種各

樣的行為的祈願文；有為國家富強、世界和平、自然美麗的祈願文等等，可

謂凡人生的一切，無不包括，可謂信徒佛化生活的重要指導。於其中，有幾

篇關於懺法的祈願文，我們以〈梁皇寶懺祈願文〉來結束本文：

慈悲偉大的佛陀！無始劫來，我們凡愚眾生，不知道造下了多少

惡業，感謝佛陀您賜給我們懺悔的方法，洗滌我們污穢的身心，

讓我們得以躍出憂苦的牢籠，重新出發。像阿闍世王因悔罪而消

除惡業，像袁了凡因悔改而所求如願，他們為世間留下懺悔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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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佳話，也為後人留下勇於改過的典範。慈悲偉大的佛陀！我們

在人間的生活，往往因眼根貪著諸色，做了恩愛的奴隸；往往因

耳根追逐聲音，迷惑本性的清淨；往往因鼻根執著香氣，染著世

間的塵緣；往往因舌根口出惡言，犯下無邊的罪業；往往因身根

貪戀世間，侵害別人的所有；往往因意根起貪瞋痴，積聚許多的

煩惱。種種罪惡，可謂深廣無邊，至今想來，涕泪交流，愧悔無

比，只有依照梁皇寶懺的儀軌，虔誠頂禮，披陳往昔的罪業，祈

求您放光加被，祈求您慈悲護持，增上我的力量，堅定我的善

念，讓我已作之罪，迅速滅除；讓我未作之罪，不再復造。自今

爾後，我要學習做善事、說愛語、存好心，散播「三好」的種

子；我要學習講仁義、講道義、講恩義，發揚「三義」的氣節。

祈願所有懺悔善根，悉皆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法界一切

眾生―業障消除，諸根清淨；無諸憂惱，快意安然；遠離畏

懼，自在無礙；共生淨土，同登彼岸。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您

接受我至誠的祈願。請您接受我至誠的祈願。37

37.星雲大師：《佛光祈願文》，東方出版社，2012年，頁36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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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福的人，

報感人天福報，雖然是可羨慕的，

一旦福報享盡，五衰相現，

仍不免生死輪迴，

故禪者不以世間榮辱為準，

不以世間善惡為是，

在榮辱善惡之外，以能會禪心為要。

～《星雲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