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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任何團體的成功運作，創造超凡的績效，有賴優越的領導。卓越領導者

不只行使專業領導職能，更具備良好的品德修養。興起於西方社會的「僕人

式領導」或「修道院領導」對這種意義給出具體詮釋與實用經驗。華人社會

深受佛教文化影響，佛教教義可作為養成優良品格的觀念系統。漢傳佛教傳

統曾經衍變為過度消極避世的傾向，星雲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革除傳統佛教

的流弊，提議要在入世參與當中涵養大乘佛教的菩薩人格，使佛陀教說能與

社會人群的各個面向密切接合。人間佛教的入世轉向，使佛法得以成為培養

卓越領導特質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架構。星雲大師教導管理者須先治理自己內

心，克服驕傲、嫉妒、貪念，抱持謙卑、隨喜、無私的態度，使他人心悅誠

服。此外，還應涵養樂在服務、尊重他人、見和同解、尊重法治、付出慈

愛、諮詢智者、勇於負責、信任屬下，及其他優良品德。人間佛教的德性修

學不屬於佛教的專利，適用於全體人類，可幫助社會各階層管理者在專業領

導職能之上發揮「完整」的領導力，帶動團隊順利完成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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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any organization to get outstanding results 

depends on excellent leadership. An excellent leader not onl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talent, but also have good moral character.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proposes Humanistic Buddhism to develop the noble character of 

Mahayana bodhisattva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that benefit humanity, and 

let the Buddhist teachings b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human 

society. The this-worldly-tur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enables the Buddha-dharma 

to become the thought resources and practice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excellent 

leadership traits. Venerable Master teaches that a manager should manage his own 

mind first to win the heart of others. Furthermore, one should cultivate a good moral 

character of serving others, respecting others, reaching a common understanding, 

following the law, showing benevolence, consulting the wise,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trusting the subordinate, and so on. 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s 

not a monopoly right for Buddhism; it is applicable to the entire humanity and helps 

leader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to demonstrate their total power of leadership to lead 

their teams in achieving their objectives successfully.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religious ethics, 

leadership traits, servant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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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星雲大師所倡導與發揚的當代「人間佛教」，一反傳統佛教抱持無常、

苦、空、無我的消極出世心態，反對玄遠煩瑣的說解內容，要求深入淺出地

闡釋佛法，讓佛教能夠積極走入現實人間，通過利濟人群的修學活動以克服

煩惱，獲致生命意義與佛法智慧的領悟。星雲大師並在許多演講開示與佛學

著述當中為人間佛教提供脈絡明晰的理論基礎與修學引導，獲得海峽兩岸與

國際世界之學界、教界人士的廣大迴響與參贊推動，蔚為當代佛教一股解義

清新的思想流脈及充滿活力的實踐動能。這種佛教實踐的人間轉向與重新詮

釋，重視矯正傳統佛教偏重山林與出世的形態，更為適應現代學佛大眾的生

活修行需要，促使佛教與人類社會各項活動保持緊密的結合，倡導坐而言不

如起而行，可說是一種行動佛教，有效帶起人類福祉與精神境界的提升。

不免有人質疑此種「人間佛教」的內涵窄化、淺化了佛陀教說，有過度

世俗化的傾向。其實，這種要求入世修行的佛教極具開放性，從來沒有反

對深層佛法的領解與修持，閱讀星雲大師的著作，隨處可見到智慧靈光的閃

爍，只是他特別注重淺明易行的教學指導，以及強調通過善法行動以領會佛

法，修學者可隨個人智慧潛能而獲取不同程度的宗教體驗。大乘佛法的精

神，本來即是在利他活動當中實現自利的圓滿，般若智慧若缺乏福德善法的

互相開顯，將無法拓展與深化。「人間佛教」並非捨棄了精深法義，而是發

現煩惱的調伏、心量的擴充、心性的升華、智慧的領悟，有賴身處社會人群

之中的佛法參與行動。

佛教實踐的人間轉向，使佛法更能向現代管理領域提供啟發與指引。當

代西方管理學界與企業實務界探索卓越領導人的特質，發現高階管理人才除

了決策的智能與統御的技術，健全人格的修養也成為重要關鍵，西方文化主

要背景之一的基督宗教精神教導正可作為良好的資源，並依此發展「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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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僕人」的領導訓練，有利涵養卓越領導特質。1中國於1980年代開

始，也有一群學者嘗試立足本土，融合古今中外的管理精義而建構「東方管

理學」理論體系，提煉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三項

本質特徵。2佛教教義同樣提供豐富的人格修養指導，植基於人間佛教的入世

實踐契機，探討佛教的修行德目「可否」及「如何」助益卓越領導特質的養

成，是個甚具意義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對於當今的華人社群，佛教思想已構

成最主要的精神修養資源，具備與現行管理學與領導學理論進行嫁接與融通

的便利性。星雲大師於其弘富的佛教撰述中僅見幾篇專門針對管理或領導提

出的短篇文稿，但全體著作的字裡行間充滿一位卓越領導者的睿智與閱歷，

筆者透過大師著作的研讀而歸結出人間佛教對當代領導學的正面啟示與教

導。

二、人間佛教與當代管理的銜接意義

資本主義的浪潮久已席捲全球，現代管理學最初就是在資本主義與工業

革命的推動之下發展出來，以因應規模工業生產及企業經營效率的需求。3隨

1.相關的著作如詹姆士．杭特（James C. Hunters）著，張沛文譯：《僕人—修道院
的領導啟示錄》，台北：商周出版，2001年；羅伯．格林裏夫（Robert Greenleaf）
著，胡愈寧、周慧貞合譯：《僕人領導學—僕人領導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啟
示出版，2004年；詹姆士．杭特（James C. Hunters）著，李紹廷譯：《僕人修煉
與實踐》，台北：商周出版，2005年）；唐．佛瑞克（Don. M. Frick）、賴瑞．史
匹爾斯（Larry C. Spears）合編，李璞良譯：《僕人領導力》，台北：商周出版，
2007年；古倫（Anselm Grün）著，吳信如譯：《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靈性化的
生命力領導》，台北：南與北文化出版社，2011年；古倫（Anselm Grün）著，吳
信如譯：《價值領導．勇敢決策—領導的素質決定企業的生命力與決策力》，台
北：南與北文化出版社，2012年。

2.蘇東水著：《東方管理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3.參見丹尼爾．雷恩（D. A. Wren）著，孔令濟譯：《管理思想的演變》，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章「科學管理的回顧」，頁28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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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全球世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面向的不斷發展演變，對缺乏人性

的科學管理進行諸多反思，提出較具人性化的管理變革，並使組織能夠迅速

回應使用者（產品服務的消費者）的要求，儘管如此，資本主義價值仍依然

成為企業活動的重要觀念基礎，經營管理脫離不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結合，

否則無法幫助企業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之中保有其營運績效

與生存能力。

研究宗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係最富盛名的著作當屬韋伯（MaxWe-

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主張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許多

構成因素，可在基督新教倫理中找到堅實基礎。基督新教入世禁欲的生活態

度，反對單純以致富為目的的財富追求，抵制將錢財運用於享樂，尤其是奢

侈消費；然而，他們並不排斥因世俗職業勞動而帶來的財富成果，視此為神

的祝福。清教徒順應神的召喚，在世精勤於世俗職業勞動義務，樂於工作，

此種財富追求是合於道德的，而且正是神的命令。既由進取精神以獲致財

富，又通過禁欲而強制節約，導致資本的形成。再者，新教徒這種視勞動與

產業為「天職」的態度，推進理性營利模式與產業專業分工，提高勞動的產

出成果。4韋伯認為這種促進資本主義形成的基督新教倫理內涵，並無法在猶

太教、印度宗教與中國宗教的倫理思想中找到，因此在這些文化中並未發展

出資本主義。

韋伯這套理論是以具體的歷史經驗為根據所建構的「理想型」（ideal-

type），有其支持者，也有反對者。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

神》考察儒商的事例，肯定中國宗教倫理也屬「入世苦行」的一種類型，資

4.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簡慧美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一部第2卷第2章「禁欲與資本主義精神」，頁
147-190。



297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於當代領導學應用的探索研究

本主義卻未在中國出現。他不認為如此即動搖了韋伯的基本理論，從而提出

二種可能化解韋伯理論困難的思考方向：

第一種方式是原有的「理想型」可以重新建構，使新教倫理中有

利於資本主義的精神因素更為突出、更為集中。同時這種因素又

必須確為西方所獨有而為中國所獨無。這樣，韋伯的原有論點仍

然可以維持其有效性。第二種方式是減低思想方面的論證力量，

承認「入世苦行」的倫理必須在其他客觀條件的適當配合之下才

能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5

第一點指出韋伯的結論要能成立，必須提出更嚴格的證據及更周延的論

證給予支持。第二點則削弱韋伯的結論強度，只承認入世苦行的倫理為形成

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余英時先生透過對中國新禪宗、新道教、新

儒家的考察，認為中國宗教其實具備了勤勞、不虛度光陰、不作不食、執事

敬等入世苦行的性格。6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這些構

成資本主義的特殊因素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明顯，如果沒有西方強勢文化的東

漸，按照中國社會原有的發展脈絡，應該缺乏資本主義形成的和合條件。7換

言之，不是中國不具備入世禁欲的宗教倫理精神，而是欠缺促成資本主義發

展的其他因素。

原始佛教置身於當時印度沙門宗教文化思潮當中，的確帶有濃厚的出世

傾向，韋伯在〈比較宗教學導論—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一文對佛教僧

5.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頁70。

6.余英時：〈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頁68。
7.余英時：〈附錄：韋伯觀點與「儒家倫理」序說〉，《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
神》，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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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做出如此的概括描述：「佛教的宣揚者是沉潛冥思、拒斥現世、離棄家

園、流轉四方的托僧。只有這些托僧才是成色十足的教團成員，其餘皆為宗

教價值較低的俗人：亦即宗教意識之客體而非主體。」8如此的佛教修學形式

當然不利於佛教教義與世俗活動的銜接與融通。為韋伯所忽略者是佛教在印

度大乘佛教運動當中及傳播到中國之後的巨大思想轉變，大乘佛教認為只重

生死解脫的出世修行仍為一種偏向，主張打破世間與出世間的切割界線，倡

議效法佛陀自覺覺他的寬廣胸懷，不執著塵俗事物而能積極走進世間，將廣

大有情生存的現實世界視為實踐菩薩行的豐厚場域。《大智度論》卷19說：

聲聞、辟支佛法中，不說世間即是涅槃。何以故？智慧不深入諸

法故。菩薩法中說世間即是涅槃，智慧深入諸法故。……菩薩摩

訶薩得是實相故，不厭世間，不樂涅槃。9

體悟空性實相的菩薩並非將世間與出世間視為相隔對比的兩個世界，如

實了知世間的實相即是出世間，進入世間而無所執礙即身處出世間，既不害

怕和厭棄生死世界，也不追求與執取出世涅槃，久住世間廣度有情，達致福

德與智慧的圓滿。這是大乘佛法有別於聲聞佛教的無住涅槃理趣，不離開有

情世間來成就心靈的究竟圓滿。《維摩詰所說經．文殊師利問疾品》表達菩

薩為了利濟眾生苦厄而勇於住持世間的偉大懷抱：

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

無復病。10

8.此文收於韋伯著，康樂、簡慧美譯：《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61-503。

9.姚秦．鳩摩羅什譯，龍樹菩薩造：《大智度論》卷19，《大正藏》第25冊，頁
197c-198a。

10.姚秦．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卷2，《大正藏》第14冊，頁5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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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不捨眾生的大悲心，菩薩有能力解脫生死而不求解脫，在慈悲誓願

與般若空慧的支撐之下，長久留住生死世界荷負眾生，帶領有情共建清淨安

樂的國土。維摩詰居士本人就是「入世禁欲」實踐的最佳典範，經中〈方便

品〉如此描繪其形象：「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

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

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

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

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11維摩詰是位大財主、大

商人，參與種種政治、社會、經濟面的俗世活動，又能以嚴格的宗教戒行規

範自己，過著少欲簡樸的生活，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豐富資源，將全副心力投

入對眾生的教化事業。或許有人會質疑維摩詰不過是虛擬的神話模樣人物，

然而，也不可忘記閱讀此經的許多大乘行者是將他當作理想人格來仿效，努

力將此種中道精神落實在修行生活當中。如果「入世禁欲」是形成資本主義

重要倫理精神，大乘佛法中絕不缺少這種意義，不應像韋伯那樣將佛教的生

活態度視為與資本主義的進取精神相違。

人間佛教的闡述將主要權重置放在入世進取的實踐層面，並非忘卻般若

智慧的觀照視角，此點經常遭受誤解。入世實踐必須建立在正覺智慧與出世

性格的基礎之上，始能在塵俗世界眾多學說知見的競爭中保全佛教的智慧心

靈，免除迷失，把定方向。星雲大師在「十有思想」的第五項指點「正覺之

慧」：

現在科學進步，學術發達，各種思想、見解、宗教，真是五花八

門，我們必須有正覺的智慧去判斷、了解和深思，才能理出一條

11.姚秦．鳩摩羅什：《維摩詰所說經》卷1，《大正藏》第14冊，頁53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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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路；此正覺的智慧，則來自於自我觀照的般若信仰。12

智慧的引導是佛法修學的基本要件，必須運用佛教的正覺智慧經常檢視

自身與世界，了解並判斷自己的思想與行動是否悖離了佛教的正見和正行，

否則易成盲目的行動。「十有思想」第六項示導「出世之性」的中道調適的

人生意境：

人的性格也應該有入世生活的性格，和出世超脫的性格。入世的

性格，重視的是人間生活福樂的營求；出世的性格，是一種超然

物外，不為情累的清虛飄然。所以，當一味汲汲營求榮華富貴之

時，不妨時時回頭觀照，將自己的身心棲息在另一個出世的清淨

境界。13

只講求入世行動而缺乏出世心靈，或單向追尋出世而忽視入世參與，都

不算中道均衡的佛教生活模式，無從萃煉出大乘佛教的圓滿人格。出世精神

與入世態度的協調增上，以出世心指導入世行，防護對五欲的陷溺；以入世

善行伸展出世心境，拉出自守清淨的狹隘格局。人間佛教是運用佛教智慧的

宗教實踐形態，而與一切世間的善法活動諧和無間。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通過對佛教經典文義的重新詮釋，表彰佛教的積

極入世向度。星雲大師強調佛陀的本懷就是人間佛教，佛陀本人就是最佳示

範，以人的身份，不離人群社會來完成精神人格的圓滿。不只是大乘佛典，

即便是初期佛教的經典，也都在演說人間佛教的意涵。在大師自選集的《人

間佛教何處尋》一書中，初期佛教與大乘佛教典籍的經證隨處拈出，印證人

12.星雲大師：《生活的佛教》，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324-
325。

13.同上註，頁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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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教是契理契機的佛教，適應當代社會的生命實踐需求。其中開示佛教的

「財富觀（理財之道）」，矯枉「簡樸才是修行，淡泊才是有道」的消極清

修觀念，主張合乎八正道之正業與正命的經濟活動都為佛教所肯認，不必排

斥正當財富的獲取，但要避免違犯國法和戒律的職業。狹義的物質性錢財不

可常保，為五家（王、賊、水、火、惡子）所共有，因此更擴充「財富」

的觀念範圍，包含「廣義之財」，諸如健康、智慧、人緣、能力、信用、

聲譽、人格、道德等，以及與佛教修為相關的佛法、信仰、慈悲、發心、滿

足、歡喜、慚愧等。再者，就時間的延展來看，除了觀看今世的財富，還須

考量來世的財富。14人間佛教可以包容現世的物質財富追求，教導依憑正當

管道獲取錢財，除了生活用度與儲蓄之外，應該有智慧地運用金錢資源，將

財富導向有意義的方面，如佛化的利人事業。就佛教三世因果的視角而言，

廣義之財不僅讓人生過得更為富足—物質面加上精神面的滿足，還是財富

的真正保存之道，擁有錢財而懂得布施，是在儲備將來的財富；心靈與佛法

涵養的廣義財富有利於對治五欲的誘引，避免流於縱欲而散失財富。

人間佛教主張重新估定財富的價值，不必視其為毒蛇猛獸，以為必然會

帶來心靈的腐蝕，妨修道業。心靈的健全實有賴佛法與智慧的防護和促進，

金錢不是精神敗壞的絕對因子。正當獲取的淨財可以增進社會福祉，並是學

道的資糧，佛化事業的基礎，在此種意義之下，財富可說多多益善，星雲大

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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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何處尋》，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頁55-56。



30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下）

該去做。因此有錢並不可恥，貧窮才會招來罪惡。15

此種開通前進的佛教財富觀顛覆了傳統佛教的保守心態，使佛教教義不

致成為事業經營的阻礙因素，鼓勵一切有益國計民生的經濟活動，佛教觀

念反而成為推進事業經營成果的正向思想。星雲人間佛教這種積極的入世轉

向，幫助佛教信者擺脫世間與出世間的路線諍論，得以思考如何提取佛法資

源，轉為卓越管理績效的助成力量。

三、基督宗教倫理應用於領導學的借鏡

領導的意義在於帶領一個團隊有效地實現工作目標，維持長久的績效，

其中密切涉及人與人的關係，領導能力的培養並非僅及知識層面的技能習

得，尚需豐富的經驗累積、睿智的決斷能力、深厚的人生閱歷，可能還應具

備適當程度的品德修養。庫澤斯（J.Kouzes）與波斯納（B.Posner）在2002年

第3版的《領導力》（TheLeadershipChallenge）歸納卓越領導人的五種行為

表現：（一）以身作則：明確自己的理念，並且言行一致，通過行動來表達

自己的信念，為自己贏得領導的權利與尊重。（二）共啟願景：擁有未來的

夢想和願景，並能感召他人為共同願景而奮鬥。（三）挑戰現狀：願意步入

未知的世界，尋找改革、進步和提升的機會。（四）使眾人行：使他人行動

起來，培養合作精神，建立信任氛圍，以及願意授權。（五）激勵人心：用

真誠的行動鼓舞追隨者提起幹勁，表彰團隊成員的貢獻，創造慶功的文化，

強化人們的獻身精神。16一項大型的領導研究認為如此層次的領導風格只能

算是「優秀」（good）而非「卓越」（great），他們將領導能力分成五個層

15.同上註，頁57-58。
16.庫澤斯（J. Kouzes）、波斯納（B. Posner）著，李麗林、楊震東譯：《領導
力》，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04年，頁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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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第四級是「有效能的領導者」，善於「激發下屬熱情追求清楚而動人的

願景和更高的績效標準」；而最高的「第五級領導人」，「藉由謙卑的個性

和專業的堅持，建立起持久的卓越績效」。這種展現最卓越績效的領導人不

似耀眼的企業明星領袖，而是謙卑自持，經常表現得安靜、謙虛、溫和、低

調，平日生活也是純樸、簡單，默默達成非凡績效。卓越領導者另一方面的

特質是專業的堅持，具有強烈的企圖心，展現不屈不撓的毅力，不向困難妥

協，努力不懈，而且功成不居，遇到逆境則反躬自省，自我承擔責任。17這

類績效最卓著的企業領導人將一些傳統倫理美德融入他們的領導行動當中，

說明高階領導者的適切道德修養或許不是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影響領導成

效甚巨的條件。

倫理美德可以傳授嗎？問題可能不是那麼單純，採取較折衷的觀點，既

需要一種對倫理的知性理解與明辨，更要求通過實踐來養成。18深受資本主

義影響的現代社會在道德品質的教育方面過於缺乏，對顯出宗教倫理的重要

價值，可以提供很好的道德品質養成架構。基督宗教（包含羅馬公教、東正

教與基督新教）作為歐美世界的主流宗教，其教義思想早已滲透到西方文化

的諸多面向，潛移默化地發揮教化作用。當西方管理學界與實務界發現高階

領導能力的養成可自宗教領域汲取許多智慧經驗，傳播廣泛的基督宗教學說

成為他們的首選，而且能讓發展出來的領導觀念體系較易為西方社會所接

受。將宗教倫理結合到領導特質的建立，西方走在東方之前。

17.柯林斯（Jim Collins） 著，齊若蘭譯：《從A到A+》，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2002年，頁52-84。

18.倫理可否傳授？或是那些層面可以傳授？各界有不同的主張。參見羅伯特．所羅
門（Robert C. Solomon）著，羅漢、黃悅等譯：《倫理與卓越—商業中的合作
與誠信》，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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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領導學」由羅伯．格林裡夫（RobertGreenleaf）在1977年所開

創，他曾任過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研發管理部門主管，這是一個

內部顧問團隊，引導的價值、態度、組織能力和成長，特別是針對高階主

管。退休後，繼續於大學和大型機構擔任講師與顧問。他提出真正的領導者

必須具備僕人精神，其特質是以服務為第一要務，優先考慮他人需要。僕人

領導者擁有崇高的夢想、願景，能看清楚前進的方向，引領他人追隨；願意

傾聽，有很好的溝通能力；能夠靜思，分辨事情輕重緩急；以同理心接納他

人；是先知先覺者，具備預知未來的直覺能力；懷有遠見。19著名領導學專

家史帝芬．柯維（S.R.Covey）依其顧問經驗指出：「真正偉大的組織，它們

的最高層人員通常都是『僕人領導者』。他們最謙遜、有禮、心胸最開闊、

最虛心受教誨、最可敬、有愛心、同時也是最果決的人。……他們已經將

『自我』及職位權力擱置一旁，代之以理性思考、仁慈、同理心以及可信賴

感。」20他認為僕人領導者區別於一般領導者的主要特質，是凡事本於「良

知」，以內在道德感作為判斷是非對錯的準則。

僕人領導學繼續發展，理論較為明晰及形成觀念體系，更加借重宗教的

道德倫理資源，甚至將領導的修煉課程移至基督宗教的修道院。詹姆士．杭

特（JamesC.Hunt）是專精「僕人式領導」的企業顧問，在他面臨事業瓶頸與

家庭失序的困頓期間前往修道院，向曾任大企業總裁的西面（Simeon）修士

19.參見羅伯．格林裏夫著，胡愈寧、周慧貞合譯：《僕人領導學—僕人領導的理
論與實踐》，頁37-48。

20.參見史帝芬．柯維為格林裏夫著《僕人領導學—僕人領導的理論與實踐》一書
所寫的〈前言：管理，始終是關於人的事〉，頁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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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領導，倡導「愛」（agapé）21的領導方式，包含幾個重要特質：22

忍耐 展現出來的自制力

恩慈 付出關心、讚美，及鼓勵

謙虛 真誠、不虛偽、不自大

尊重 待人如奉上賓

無私 滿足別人的需求，更甚自己的需求

寬恕 別人做錯了也不怨恨

誠實 凡事不欺瞞

守信 堅持你所做的選擇

結論：

犧牲奉獻
把自己的所欲和所需擺到一邊，優先滿足別人最大的利益

西面修士是根據《新約聖經．歌多林前書》第13章的一段文句來討論

「愛」的意義，原文如下：「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

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

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是永不止息。」（13：4-8）隽永長存的《聖經》品德教訓為當代領導

21.《劍橋哲學辭典》界定「agapé」的意義如下：「對所有人的無私之愛。按照
某種倫理學的理論，這種愛是主要的德行，行動若達到顯示這種愛的程度即為
『善』，……『阿伽披』是一個希臘詞彙，是聖經新約全書用到愛的詞彙中，表
現最為頻繁的字；在現代語言中，『阿伽披』經常用來表達無論哪一種作者想要
表達的理想化之愛。」參見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英文主編，王思迅（中
文）主編：《劍橋哲學辭典》，台北：猫頭鷹出版，2002年，頁20。

22.參見詹姆士．杭特著，張沛文譯：《僕人—修道院的領導啟示錄》，頁12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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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理論發展注入精神面的指導，而且這些領導特質的內涵並非不切實用的

理想論述，已經透過領導課程傳遞給各行各業許多管理者，導入實務領域。

杭特在領導課程會邀請參與者將他們心目中的偉大領導者的特質表列出來，

所獲的共同結論是：誠信、可敬的、以身作則、體貼、說到做到、善於傾

聽、有責任感、可預測的。23反映出成功的領導者在擁有管理技能之外，必

須具備適足的品德修養，以發揮其領導力。

古倫神父（AnselmGrün）是德國明斯特史瓦扎赫（Münsterschwarzach）

聖本篤修道院的經濟管理人（理家神父），掌理修道院所屬二十多家企業，

同時是著名的靈性導師，將宗教靈性與領導能力進行有機結合，開發「價值

領導」與「生命力領導」的領導模式。德國許多政府官員和企業高階領導

者曾經參與他的課程或演講，以便從中獲得啟發。他在《價值領導．勇敢

決策》的「價值的圖像」一章列示希臘哲學與基督宗教的重要價值觀，作

為形塑內在心靈以提升領導素質的參考架構。以柏拉圖哲學為代表的基本美

德是「四樞德」：（一）正義，活得正確、正直，合理對待每個人（自己和

他人）的本質；（二）勇敢，堅持自己的信念；（三）節制，找到合適的尺

度；（四）明智，有寬廣視野，能做長遠的決定。這四項德性可幫助人們接

觸到內心的力量。24其次是使徒保羅提出的基督宗教三種價值：（一）信，

信任上帝會祝福自己所做的事，相信每個人都是上帝所造，而在人與人之間

創造一種能夠彼此信任的氛圍；（二）望，對人抱持希望，希望所在之處才

有正向的發展和成果，將事業經營的一切都建基在希望上；（三）愛，基督

宗教的最高價值，一種力量的泉源。古倫神父藉由基督宗教這三種價值的引

導，教導人們去接觸內心原本知道的事，能夠更信任自己的心靈，從中汲取

23.詹姆士．杭特著，李紹廷譯：《僕人修煉與實踐》，頁102。
24.古倫著，吳信如譯：《價值領導．勇敢決策》，頁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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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潛藏的力量。25能夠汲取內心的聖靈源泉，將不致感到精力耗喪，並能

清洗負面情緒，讓所做的事情順適成就。這是本於基督宗教的信念，也認為

是每個人都該擁有的價值，傳授領導者必須開發一種涌自內心的源泉力量。

古倫神父另提出生命力領導者必須具備的十項人格特質：經驗豐富、成

熟人格、淡泊簡樸、謙卑、不激動、公正、具決斷力、節儉、敬畏上帝、像

個父親。之所以提出這些富含倫理精神的重要特質來談論領導，是因聖本篤

要求「理家神父」以自我認識的課程為前提，先學會正確處理自己的心理，

能領導自己始能擔當領導他人的責任。一個領導者如果身心靈無法平衡，缺

乏足夠的自我控制能力，即使熟悉組織工具與控管技巧，在短期內或可達成

某種管理目標，長期而言則在組織中散布人格不成熟的影響因子，對整個

組織和其他成員形成負面陰影。26這種對領導者人格特質的講求甚具啟發意

義，領導者的心靈適任狀態是關涉整體工作團隊能否健全運作與發展的重大

要素，健康、有生命力的組織才能創造績效及永續發展。

上述「僕人領導」與「價值領導」的範例提供我們探索宗教倫理涵養在

當代領導學訓練所擔當的角色。在現代管理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注目於規

模經濟與效率管理，宗教倫理的實用價值遭到低估；隨著科技文明的日新月

異，全球化的商業競爭模式，消費者與受雇者的意識抬頭，經營環境的變動

極為劇烈，企業決策面臨巨大的挑戰，領導者是否具備適任人格特質，已成

企業成敗與永續經營的重要關鍵。不只是在企業管理領域，政治界與社會各

界的治理，無不要求領導者具有遠見與提升才能。卓越領導人格特質融入了

倫理美德的修養，深度的品德涵養並非短期的知性課程所能傳授，有賴長期

25.同上註，頁24-32。
26.古倫著，吳信如譯：《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頁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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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成教育與實行體驗，良好的宗教倫理體系與實行環境正好提供了合宜的

修習架構。這並不意謂著領導者一定要信仰某個宗教，這些倫理德目具有普

世的價值，不管宗教信仰與否，都能從宗教倫理的參與當中汲取智慧與得到

啟發。

四、星雲人間佛教理論的領導學應用探討

星雲大師的法語開示除了數篇短文論及管理和領導的問題，尚未針對管

理學或領導學做出體系化的論述，然而，細讀他的著作，發現蘊含深刻的領

導洞見與豐厚的經驗分享，特別是其中所指導的德性修養足可涵蓋前述「僕

人式領導」、「修道院領導」、「價值領導」、「生命力領導」的美德項

目。這對中華佛教文化圈的領導特質訓練別具意義，因為優良品格的培育不

能只是道德知識的習得層次，更須落實在一個具體的實踐脈絡中運用足夠的

時間加以育成。今日社會文化趨向形成一種對道德倫理不夠友善的功利氛

圍，家庭教育的功能逐漸低落，其次最應該傳授德性教導的學校教育，也嚴

重傾斜於專業知識與就業能力的教學，卓越領導特質缺乏適當的養成環境。

人間佛教提供一個良好的德性滋養場域，管理者在習得管理與領導的專業技

能與累積職場經驗之後，如能到佛教社群中體驗卓越領導的美德修煉，或能

促使領導能力與胸襟遠見獲得顯著提升。

「管理學」在今日是個顯學，滲透到各類組織運作當中，包括營利事業

與非營利機構。管理教育已形成專業分科，舉凡策略規畫、組織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行銷管理、生產管理、資訊管理、倉儲管理、物流管

理……等等。再者，針對不同產業的特殊性質，也發展出量身設計的管理模

組，諸如金融管理、醫院管理、航運管理、餐旅管理、營建管理、流通管

理、物業管理、殯葬管理、創業管理、文創管理等。星雲大師認為現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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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導的是管事、管人，忽略了如何管理「自己」的課程。管理者能夠管理

自己，管理「內心」，才是「最高的管理學」：

管理的妙訣，在於將自己的一顆心先管理好，讓自己的心中有時

間的觀念，有空間的層次，有數字的統計，有做事的原則。尤其

重要的是，讓自己心理有別人的存在，有大眾的利益，能夠將自

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滿

「最高管理學」學分。27

把自己管理好，包含自我要求的專業堅持、決斷能力、以身作則，以及

面向他人的謙卑、尊重、包容、無私、慈悲等。現代管理教育能夠教導管理

專業知識，卻無法傳授卓越領導的人格涵養，星雲大師敏銳地看出這點。管

理之所以難，不在管事，而在管人，因為人性是自私的，有很多煩惱、種種

意見，及其他種種的差別面，要將人統攝起來非常困難。星雲大師主張管理

要先管好自己的心，帶人必須帶心，如果領導者自身管理不好，無法克服自

私無明、煩惱邪見，驕慢、嫉妒、憤怒、執著等情緒收拾不住，如何可能領

導他人、帶動他人的心？領導者應該培養大願、大力、大智、大悲，也就是

具備遠大的志向、澄明和果決的智慧，及無私的慈愛。28星雲大師不是否定

現代的管理專業教育，只是在強調管理教育的不足之處，而佛教的倫理精神

甚能充實管理學，助益卓越領導能力的訓練。

人心難以管理，星雲大師列舉我們內心有三個無法管理的部份：（一）

驕傲，看低別人，不懂忍讓，無法贏得人心，要用謙虛來對治。（二）嫉

27.星雲大師：《老二哲學》，《往事百語（二）》，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2002年，頁196。

28.同上註，頁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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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由此打擊他人、防礙他人，損人不利己，對治方法是不與人比，學習他

人優點。（三）貪念，因而短視近利，不具遠見，眼光應要寬廣遠大，於人

有利之事多加隨喜、鼓勵。29一個領導者縱使專業能力很強，若不能克制上

述三種煩惱情緒，將使整個工作團隊的目標設定發生問題，成員之間無法和

諧同心。領導者不應將問題歸咎給下屬，他必須具備遠見、謙虛包容、無私

關愛，修養自己，以身作則來要求他人，令人心服，始能帶動眾人。

星雲大師早就深諳「僕人領導」的理念，樂於服務他人，凡事以身作

則，不以領導者自居而能使他人服從領導，合力完成共同目標。在〈被領導

學〉一文中，言及樂意「被領導」是一門重要學問，他體會到領導者難為，

擅於接受領導也非易事，認為能被人領導的人才能扮演好領導者的角色。30

他將這種精神態度實際轉化為佛教僧團與佛化事業的領導力：

因為我甘於隨緣、被人領導，不但悟出一番領導的方法，更深深

感到「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侍」之銘語誠乃擲地鏗鏘，歷

久彌新的至理。……對於徒眾，我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而總是循

循善誘，觀機逗教。……有時我也讓一些弟子偶而有機會充當我

的管理人，……乃至在開會時，弟子提出佳見，我均從善如流；

在做事時，徒眾另有良策，我也隨喜接納。也許正因為我與生俱

來這種「被人領導」的性格，所以能與弟子融洽相處，和合無

間。31

擁有「被人領導」的豐富閱歷，謙沖地肯認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對等價

29.星雲大師：《與大師心靈對話》，台北：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頁83-
84。

30.星雲大師：《老二哲學》，頁115。
31.同上註，頁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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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對受領導者的心理能夠感同身受，相互接納包容，讓領導者與被領導者

各稱己職，同心協力完成組織目標，達到優越的成效。或許因為這種願意暫

時退居為「被領導者」的領導風格，讓弟子們獲得發揮所長的機會，為佛光

山栽培了大批優秀幹練的人才；又因組織內部能在觀念、目標與行動策略上

經由磨合而形成共識，展現為集體的工作效能。這種領導哲學與菩薩道「四

攝法」的精神頗能相應，其中的「利行」是捨棄己利，以平等大悲心廣泛利

益有情；「同事」是親近有情，苦樂與共，站在他人立場設想，與對方感同

身受，增進彼此的了解與信任，始能影響他人。星雲大師認為這不但是菩薩

攝化有情之法，也可以在社會上運用於人際關係的增進，從中獲得自他的利

益。32這種領導哲學也合乎佛教的「因緣觀」，一切事業要靠因緣和合而得

成就，世間最可貴的是「緣份」，人與事都要有緣份才能成功，在眾多善法

之中，沒有比「給人一些因緣」更為重要。33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都參與到同

一項事業的因緣當中，相互尊重，共結善緣，同心助成，事業的圓滿有賴各

種因緣條件具足。

佛經也成為星雲大師思考領導的思想資源。《中阿含．梵志品．雨勢

經》言及跋耆國人有「七不衰法」（國家不衰敗的做法）：（一）數數集

會，共議國事；（二）共俱集會，平起平坐；（三）舊跋耆法，善於奉行；

（四）不以勢力，侵犯他婦；（五）名德師尊，悉共尊敬；（六）所有舊

寺，悉共營修；（七）諸阿羅漢，愛敬供養。34星雲大師在〈領導七法〉文

中對此給出現代的詮解：（一）常開會議：領導的第一要件是民主，結合眾

32.星雲大師：《生活的佛教》，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頁198-
201。

33.星雲大師：《當代人心思潮》，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頁227-
230。

34.東晉．瞿曇僧伽提婆：《中阿含經》卷35，《大正藏》第1冊，頁648b-6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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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見。（二）上下融和：意見相合，團結力量。（三）尊重法治：依法

不依人，以制度領導。（四）以禮教化：人與人、人與事之間講究禮法。

（五）孝親敬老：好的團體要尊重長輩、親人。（六）護持宗教：文明國

家都尊重宗教。（七）接應十方：廣施仁愛，給予大眾種種服務。35最初二

點是尊重他人意見，建立團隊共識，團結眾人力量；其次兩點是建立良好制

度，注重禮節，不因人害事；再次二點是敬重長上，向智者學習；最後一點

是付出慈愛，服務大眾。這七點是帶領一個團隊的領導修為，情、理、法兼

重。36

關於領導者重要的德性修養，星雲大師在〈如何領眾〉文中列舉四個德

目：（一）不要輕視別人：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才能領導他

人。（二）不要爭相領導：不爭領導權，要讓別人心悅誠服，歡喜接受領

導。（三）不要推卸責任：要有擔當，甚至代部屬受過。（四）不要猜忌多

疑：要能信任部屬，贏得他的忠誠服務。最後有一段總結話語：

講到領眾，尤其是地位越高，自己所付出的要越多。要想在眾人

之上，你必須要更加的謙虛，更加的愛護大眾，你的領導才能得

到回報。37

以上可以得出的領導特質包括尊重、謙讓、負責、信任、關愛，當然，

貫通其間的領導者的智慧與胸襟。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做出正確決斷，堅

毅不拔，有能力服眾，結合團隊力量完成目標。

35.星雲大師：《星雲法語（二）》，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頁184-185。
36.星雲大師在另一個地方說明「管理三步驟」，就是情（關心部屬）、理（以理服
人）、法（制度管理）。星雲大師：《與大師心靈對話》，頁84-85。

37.同註35，頁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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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實際表現出來的領導能力，遠超出他透過語言文字所表述的內

容，高希均認為從研究經濟與管理的視角，「星雲模式」之所以在海內外具

有高度競爭力，不僅在於其佛教弘化與佛化事業的「差異化」，能滿足當代

人心的需求，更因為這位領導人所具足的六項才能：

一、過人的領導力。二、敏銳的洞察力。三、強烈的說服力。

四、堅毅的執行力。五、巨大的擴散力。六、無私的生命力。38

這是很好的六點觀察結論，如果在研讀大師著作之時，就這六個面向善

加琢磨，應能更深刻地掌握他的領導智慧。大師的著作是學習領導力一種良

好參考架構，幫助領導者從「優秀」躍升到「卓越」的層次。

五、結論

無論是營利或非營利機構，任何團體的成功運作，創造超凡的績效，有

賴優越的領導。卓越領導者不能只依靠專業領導職能，這種技能易受煩惱情

緒干擾而降低整體團隊的效能。良好的品德教育將可補足領導者無法透過管

理學識與職場歷練所習得領導特質，塑造健全的卓越領導人格。興起於西方

社會的「僕人式領導」或「修道院領導」對這種意義給出具體詮釋與實用經

驗。

華人社會深受佛教文化影響，佛教教義可作為培養優良品格的觀念系

統。然而，漢傳佛教傳統曾經衍變為過度消極避世的傾向，掩蔽入世教化、

自他兩利的大乘佛教精神倫理，使得佛法與人類的社會生活脫節。星雲大師

倡導的人間佛教運動革除傳統佛教的流弊，提議要以出世心走入世間，在入

38.高希均：〈台灣的「星雲奇蹟」—人間佛教在寧靜中全球興起〉，收於滿義
著：《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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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參與當中涵養大乘佛教的菩薩人格，使佛陀教說能與人群社會的各個面向

密切接合。人間佛教的財富觀，主張不須排斥金錢獲取，但應懂得將財富用

作佛法推廣與佛化事業的利濟資源；不能只知掙得今世的、物質的財富，更

應累積來世的、精神的財富。人間佛教的入世轉向，使佛法得以成為培養卓

越領導特質的思想資源與實踐架構。

精明幹練的領導人或能有效行使領導職能，但不一定具足贏得人心的高

尚品德，尚未提升到價質領導、生命力領導的層次，人間佛教的美德教導不

失為可資利用的修養進路。星雲大師教導管理者須先治理好自己的內心，克

服驕傲、嫉妒、貪念等負面心理，抱持謙卑、隨喜、無私的態度，使他人心

悅誠服地接受領導。領導者固然應該擁有專業知識及睿智、果斷、堅毅等條

件，還要能涵養樂在服務、尊重他人、見和同解、尊重法治、付出慈愛、諮

詢智者、勇於負責、信任屬下，及其他優良品德，這些良好德性可自星雲大

師著作文義中揣摩與領會。人間佛教的德性修學不屬於佛教的專利，適用於

全體人類，可幫助社會各階層管理者在專業領導職能之上發揮他們的「完

整」領導力，帶動團隊順利完成共同使命。筆者不揣淺陋探索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義理應用於卓越領導的理論意義及實用價值，期望能收到拋磚引玉之

效，有更多學者專家共同投入來完備「人間佛教領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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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拋棄仇恨的刀劍，自能獲得身心的自在；

能夠卸下執著的枷鎖，自能享受清涼的禪悅。

～《佛光菜根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