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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融的佛教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特質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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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中文摘要

人間佛教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趨勢，也是近十多年來海

峽兩岸學界聚焦的佛教熱點問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研究經歷了一個從

「邊緣」到「中心」的歷程。「星雲模式」以及宗派建立的思路不足以闡釋

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特質是圓融的佛教。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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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of Harmony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t Beliefs

Wang Xuemei
Professor,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umanistic Buddhism has not only been the mainstream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over the last century, but also a popular focus of discussion 
of Buddhism in the academic field across the Cross-Strait fo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research o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theorie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However, the “Hsing Yun Model” and the ideology 
of establishing a new school of Buddhism are not enough to explai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thoughts on Humanistic Buddhism, which is a “Buddhism of 
harmony” as one of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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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邊緣」到「中心」――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研究之回顧

人間佛教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趨勢，也是近十多年來海

峽兩岸學界共同聚焦的佛教熱點問題，筆者僅在中國知網
1
上以「人間佛教」

為關鍵字就粗略搜索出 2000餘篇學術論文，可見學界討論之熱烈。人間佛教

的百年發展，固然因緣時運際會以及眾多高僧大德的推動，但其標誌性人物

莫過於太虛、印順、星雲三位大師，前賢在回顧百年人間佛教的歷史進程，

也多以這三位座標人物的歷史聯繫及其各自的特點來討論
2
，認為「太虛是現

代人間佛教運動的開創者和思想家，印順法師是現代人間佛教學術理想的提

出者和佛學家，而星雲是推動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發展的最重要的實踐家」，

此三位座標性人物分別應對了「近百年來中國人間佛教運動最著名的開創者、

思想家和推進者」
3
。本文選取人間佛教的「推進者」――在人間佛教實踐領

域做出卓越貢獻的星雲大師為研究對象，考察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

運作特點，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認大師除了卓越實踐之外的理論內涵，

進而思考當下和未來人間佛教發展的理論路徑。下面先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理論研究現狀做一簡單評述。

儘管「人間佛教」作為一個確定的概念真正提出不足百年，但「人間佛

教」無疑已經成為當代佛教發展的主要潮流與趨勢，星雲大師是當今人間佛

教推展最傑出的代表之一，正如學者所言，高舉「人間佛教」旗幟並「把人

間佛教的思想和理論付諸實踐，甚而推向全世界，使人間佛教發展到一個新

1. 中國知網的檢索，大體可檢索近20餘年中國大陸公開發表的學術期刊論文以及碩
博論文，不包括專著以及港澳台、海外發表的學術撰述。

2. 何建明：〈人間佛教的百年回顧與反思――以太虛、印順和星雲為中心〉，《世界
宗教研究》，2006年，頁4。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的結晶――人間佛教理
論的建構與運作 (上、下 )〉，《法音》，1998年，頁6-7。

3. 何建明：〈人間佛教的百年回顧與反思――以太虛、印順和星雲為中心〉，《世界
宗教研究》，2006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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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
4
是星雲大師。星雲大師是百年佛教史，更是當下人間佛教實踐發展

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研討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對當下以及未來佛教的發

展趨向無疑具有極強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就筆者簡單搜索，中國知網上

以「星雲人間佛教」為主題的學術期刊論文有近 200篇，以「星雲人間佛教」

為主題的碩博學位論文 10餘篇，其中最近有 2篇分別以《星雲人間佛教思想

研究》
5
、《星雲法師人間佛教倫理思想研究》

6
為題，研究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思想的博士論文，可見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研究，確然已成為今天

大陸學界研究人間佛教的重要課題。學界對星雲大師及人間佛教理論的研究

成果，在《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
7
、《星雲法師人間佛教倫理思想研究》

8

等文中都有較為詳細的敘述，可資參考，茲不贅述。

總的來說，筆者以為，近年來學界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研究，

經歷了一個從「邊緣」到「中心」的歷程。「邊緣」，一方面是指最初主要

是學者在討論近代以來的人間佛教發展歷史時，連帶論及星雲大師及其佛光

山的人間佛教事業，此可謂「歷時性邊緣」；「邊緣」的另一含義是指學界

對星雲大師及其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專門研究中，多討論其具體踐行的人

間佛教事業，少論其思想理論，即使有之，也往往重其思想的實踐特徵而遮

蔽其理論屬性，此所謂「共時性邊緣」。「中心」，則是指現在不僅專題介

紹和評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論文專著有之，而且對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

4. 賴永海：〈人間佛教是當代佛教的主流〉，《普門學報》第 2期，台北：普門學報社，
2002年，頁 282。

5. 殷瑋：《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南京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
6. 彭欣：《星雲法師人間佛教倫理思想研究》，中南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頁5-12。
7. 殷瑋：〈第一章：引論〉，《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南京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
頁1-8。

8. 彭欣：〈第一章：導論〉，《星雲法師人間佛教倫理思想研究》，中南大學2011年博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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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論文也逐漸增多 (包括不少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為選題

的碩博論文、數次以「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會議 )，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最新成果當數近日出版的南京大學程恭讓教授精

心撰述的專著――《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惜近日才出版，筆者還

未能拜讀到程教授的煌煌大著 )。可見學界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

的研究，確實從「邊緣」 步入了「中心」時代，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步入

研究的「中心」位置，也只是「中心」研究時代的開始。誠如學者所言：「其

中的 (研究 )大多數仍偏重於介紹和討論星雲大師和佛光山教團的實踐與事

蹟為主，研究大多從人間佛教和佛教現當代史、佛光山教團的現代性，以及

星雲大師對當代佛教的貢獻的角度切入，對『星雲模式』人間佛教的深度內

涵研究尚顯不足，理論性和系統性還有待提升。」
9

二、「模式」與「宗派」―― 人間佛教發展之新困局

正如南京大學程恭讓教授在〈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一文中所說：

「系統地建構人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是星雲大師對佛教的第一大貢獻。」

這讓筆者深有同感。但同時，筆者認為，在討論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內涵特

質之前，有必要澄清學界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研究的兩個觀念 (或者叫「提

法」)，一是關於「星雲模式」
10
的提法，二是關於「佛光宗」

11
的提法。筆者

認為，這兩個觀念最初的提出，其初衷都很好，都是期望對星雲大師及佛光

山所推展的人間佛教事業做出恰當的歷史評價與理論總結，這兩個觀念一出，

9. 殷瑋：《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研究》，南京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頁4。
10. 「星雲模式」的提出，出自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香海文化，

2005年。
11. 「佛光宗」的提出，可參見學愚：《人間佛教――星雲大師如是說、如是行》，
香港：中華書局，2011年，有認為該書最特有的見解就是「分析和論述成立佛光
宗的可能性及其歷史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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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也得到學界很大程度的回應，儘管有質疑，但更多的似乎是贊成與默許。

筆者認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終究不是以建立一種「模式」為標的，終究

也不是要建立一個宗派 (「佛光宗」)為要旨；以「星雲模式」或者以「佛光宗」

言及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可能會取得一時之效，但根本來說與星雲大師人

間佛教思想的本質相背離；「星雲模式」以及「佛光宗」的觀念，長遠來說，

無形中會影響到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建構研討，從而阻礙人間佛教在未來的

廣泛推展。

《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一書提出「星雲模式」概念，本是基於大師人

間佛教的實際做法與特色的歸納概括，其本身無可厚非，相反，「星雲模式」

的提法讓學界更多的人來關注、研究這個創造奇蹟的人間佛教，對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從「邊緣」性的研究發展到「中心」課題，做出了莫大貢獻。但對

於今天已經進入「中心」的「中心」研究――即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實踐進

入到思想理論研究的領域，在越來越關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的時候，這

個「星雲模式」 的提法，顯然已不合時宜，而且也有違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

論的初衷。正如《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導讀」章的作者高希均所說：「『模

式』就是決定運作成敗的一套方法、一個過程、一種組織、一種判斷。」
12

無論如何，模式 (Pattern)始終只是解決某類問題的方法、做法罷了，儘管模

式也可以照搬甚至修訂完善，但根本來說，「模式」幾乎與普世價值觀念無

涉，也幾乎上升不到普世的層面，這是由「模式」本身的局限所決定的。

「佛光宗」的提法，易於讓人聯想到建立一宗一派的人間佛教發展格

局。在人間佛教發展的歷史上，這種建立新宗派的想法甚至實踐早已有之。

作為人間佛教的開創者，太虛大師當年就曾經試圖建立一個新興宗派――「慈

宗」。早在 1922年太虛在創辦武昌佛學院時期，就意欲建立一個唯識宗 (學 )

12.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香海文化，2005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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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彌勒信仰結合的佛教宗派，名之為「慈宗」，試圖以宗派的形式復興彌勒

淨土信仰
13
。1932年太虛住持雪竇寺時期，對「慈宗」給予了新的詮釋，提

出「慈宗」是一個融攝全部佛法、以總持義面目出現的佛教發展新方向，以

此弱化、消解此前的宗派意識。「這樣論說慈宗內涵，實質是以總持義消解

了宗派義，是消解、淡化和昇華了此前慈宗名義的專一宗派色彩，轉向一個

貫攝各派的、以總持義面目出現的新理念慈宗。這才是太虛慈宗法藏論述的

真正用意。那麼，太虛對慈宗含義的新闡釋反映了他的佛學思想的變化，從

學依唯識、宗奉彌勒的唯識學專宗信仰，轉向從全體佛法繼承者的角度看待

彌勒，因此，他的慈宗宗派構建理念也隨之從武院時期的專宗唯識及彌勒信

仰思想，轉為在專宗唯識與本於全體佛法之間尋求一種貫攝和調合，基於全

部佛法的抉擇融會而開出新的佛教發展道路。」
14
我們從太虛大師建立「慈

宗」、對「慈宗」內涵的前後闡釋之差異，以及百年人間佛教的歷程，可以

清楚的看到，以建立復興宗派的形式來推動人間佛教的發展勢必行不通。人

間佛教與中國固有佛教宗派的關係問題、人間佛教如何引導中國固有佛教宗

派在當下和未來適應人類社會的發展等問題，都需要我們跳出宗派的窠臼，

解決面臨的種種理論問題。

三、融合與統攝――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特質

「星雲模式」以及「佛光宗」的提法，雖有差別，但從著眼星雲大師人

間佛教思想理論的建構與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看，筆者認為，二者都毫無差別

13. 人間佛教與彌勒信仰有莫大的思想理論關係。可以說，彌勒信仰是整個人間佛教
非常重要的理論基礎。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筆者擬另文撰述。另有趙錠華，王
月清：〈彌勒信仰與人間佛教〉，《閱江學刊》第6期，2009年，一文可參閱。

14. 劉鹿鳴：《「慈宗」構建與近代彌勒信仰復興中的理論抉擇――太虛法師一段鮮
為人知的佛教新宗派構建活動》，《宗教學研究》第1期，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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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矮化甚至消解了大師人間佛教的思想，勢必阻礙人間佛教理論的縱深發展。

所以，對於星雲「模式」以及建立新「宗派」的觀念，應予以釐清，但我們

更應該看到，消解「模式」和「宗派」給人間佛教理論帶來的困局，就是需

要認識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深刻與系統性、把握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的思想理論特質。

星雲大師曾提出用《大乘起信論》的「體大」、「相大」、「用大」建

構人間佛教思想體系的理路，他深刻地闡述了人間佛教的教體、教用、教相：

「佛說的」、「人要的」，是人間佛教之教體；「淨化的」、「善美的」，

是人間佛教之教用；而大師一生各階段對於人間佛教具體特徵的種種觀察及

規定，對於人間佛教具體思想、學說的諸多展開、推演，及其在晚近階段所

嚴整規劃的人間佛教的「理念藍圖」，則是人間佛教之教相。這種分別從

「體」、「用」、「相」的角度，來規定和闡釋人間佛教，首次使得人間佛

教的思想理念非常深刻且非常系統化地得以呈現，所以我們說大師是人間佛

教思想理論的系統建構者。

程恭讓教授在〈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一文中將「系統地建構人

間佛教思想理論體系」作為了星雲大師對佛教的第一大貢獻，這是非常卓識

的見地！為進一步深究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特質以及人間佛教的未來推進

掃清了障礙。通過考察，筆者以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特質是「圓

融」，換句話說：圓融的佛教，才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特質所在。

有學者認為星雲人間佛教思想特質是：「文化性：道藝合一以文化世；

包容性：同體共生以和為尚；親和性：廣結善緣有情有義。」筆者認為，這

樣的分梳固然也反映出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面相，但在某種程度上實際是遮

蔽了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根本特質。雖然星雲大師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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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講解人間佛教的內涵時，其「說法的語言會不同」、其「弘法的方式會

不同」，但都不過是大師從方便善巧來詮釋人間佛教的內涵。就筆者所見，

引述大師對人間佛教論述最多的是下面提及的三條，恰好從三個方面詮釋了

人間佛教的內涵特質。

一是大師就佛教發展的要義，以新「判教」的方式詮釋了什麼是人間佛

教。大師說：「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

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15
誠如大師所言，「人間佛教」作為一個專

屬的名詞和近現代佛教運動，只有百年的歷史。但以「佛說的、人要的、淨

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就是人間佛教來說，卻

是自佛陀創教以來一直的教法，只是因為種種歷史遭遇，往往隱而不彰。

二是大師在統觀把握古今中外佛教發展歷史與趨勢提出的人間佛教內

涵，大師說：「印度佛教最初的一百年至三百年之間，是小行大隱的時代――

小乘佛教盛行，大乘佛教隱晦的時代。到了六百年以後，是大行小隱的時代，

大乘佛教盛行，而小乘佛教不彰顯的時代。一千年以後，是密主顯從的時

代――密教為主，顯教為從的時代。到了今天是人間圓融的時代。不論是小

乘的、南傳的、大乘的、西藏的、中國的佛教，今日提出的人間佛教，是要

把最原始的佛陀時代到現代的佛教，融合起來，統攝起來。」

15. 星雲大師曾提出用《大乘起信論》的「體大」、「相大」、「用大」建構人間佛
教思想體系的理路，他深刻地闡述了人間佛教的教體、教用、教相：「佛說的」、
「人要的」，是人間佛教之教體；「淨化的」、「善美的」，是人間佛教之教用 ;而
大師一生各階段對於人間佛教具體特徵的種種觀察及規定，對於人間佛教具體思
想、學說的諸多展開、推演，及其在晚近階段所嚴整規劃的人間佛教的「理念藍
圖」，則是人間佛教之教相。這種分別從「體」、「用」、「相」的角度，來規定
和闡釋人間佛教，首次使得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非常深刻且非常系統化地得以呈
現，所以我們說大師是人間佛教思想理論的系統建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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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師綜括各宗共有的核心價值詮釋人間佛教的內涵，提出「五乘共

法是人間的佛教，五戒十善是人間的佛教，四無量心是人間的佛教，六度四

攝是人間的佛教，因緣果報是人間的佛教，禪淨中道是人間的佛教」。

由此可見，不論是對人間佛教新「判教」形式的定義，還是把握古今佛

教歷史發展趨勢，抑或涵括各宗共有的核心價值，無一不彰顯星雲大師念茲

在茲的人間佛教發展取向――「融合起來，統攝起來」，其思想內涵特質就

是――圓融的佛教。

「圓融」，就是要超越宗派的，符合時代發展的，將 2000多年來的佛教

思想理論契理契機的融合、統攝起來。圓融的佛教，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

思想特質，同時也是大師致力人間佛教發展的願景，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方向。

在這個意義上說，筆者以為，星雲大師是在 1000餘年後接續了宗密融合會通

的思想，實現了宗密對中國佛教發展指明的方向――融合會通；同時，大師

超越了宗密
16
的融合會通僅是理論而缺乏實踐證明的缺陷。就筆者管窺所見，

星雲大師的著述中幾乎沒有提及宗密，但筆者在體悟大師的著述時，愈加感

受到二者為中國佛教開出未來發展方向上的殊途同歸――融合，統攝，及至

圓融。宗密和星雲大師佛教圓融觀的異同，已超出本文的敘述範圍，容筆者

日後再做比較研究。

16. 宗密，被學界認為是中唐以後佛教的「義學殿軍」，海內外均有不同程度的關於
宗密研究的著述。大陸研究最為著者是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
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