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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

星雲大師 
佛光山開山宗長

各位教授、各位嘉賓，大家好！我今天要和各位研究的問題是―重新

估定佛學的價值。

我先做個自我介紹。我出生在中國江蘇揚州一個窮苦的家庭，沒有進過

學校念書，但並不表示我沒有讀書，寺廟裡還是如同學校一般，可以養成一

個人的人格。

「男女平等」與「僧信平等」

我今年八十七歲，七十五年前在南京棲霞山出家做和尚，六十四年前來

到台灣，四十六年前開始建設佛光山。對於傳統的佛教，我常有一些不一

樣的想法。比方說，佛法講「四姓出家，同為釋氏」，過去印度的佛教倡導

「四姓平等」，這是佛陀的思想，但是後來在各地傳播的佛教，卻全都違反

了佛陀平等的胸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男女不平等；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比

丘尼、優婆夷在佛門裡仍幾乎沒有什麼地位。不過在我看來，在所有出錢做

功德，把寺廟建設起來的人當中，以優婆夷最發心，尤其很多優秀的比丘尼

更是為佛門做出種種貢獻。而這許多人事在佛教史上卻很少記載。如今，這

一種不平等的觀念還在繼續，仍有人極力以佛教的「八敬法」來維護佛教比

丘、男眾的權力與地位。

我記得，過去有一個退役的空軍人士，後來出了家。當年他無法養育五

個小孩，就把他們交給我興辦的孤兒院收養。在他出家後，有一次上山來探

視兒女，跟我抗議說，佛光山的比丘尼，像慈惠法師、慈容法師等等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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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頂禮、不禮拜，實在犯了大不敬。

當時我心裡想，你真是不知慚愧！才出家幾天，就要人家向你禮拜？論

這許多長老比丘尼的成就、在佛門裡的貢獻，要他們向你禮拜，怎麼拜得

下去啊？何況佛教的禮拜、恭敬是發於自心的，並不是一味要人家來尊重我

們！

在佛陀紀念館裡供奉有所謂的「十八羅漢」，其中三尊是比丘尼羅漢。

據我了解，在佛陀最初的教團裡，光是跟隨佛陀學習的比丘尼就有很多人，

何止百位，並且各個都是大阿羅漢。

再說男眾的優越感，在早期的佛光山也非常濃厚。比方有時候信徒供養

我們一箱蘋果，我就問：「這麼多的蘋果給哪一些人去吃啊？」總有一個男

眾會說：「應該給我們男眾吃！」我心裡就想：「為什麼應該給男眾吃？」

我建了一棟新的房子，在會議中詢問大家：「這棟房子建好了，哪個單

位需要，可以先搬進去住啊？」就有男眾說：「這應該先給我們男眾住！」

為什麼應該先給男眾住？我也不懂這個道理。

我自己是一個男眾，覺得很慚愧，在佛門裡，我所到過的男眾道場或者

女眾道場，拿環境的清潔來說，走到男眾的道場一看都比較骯髒，女眾的道

場都比較整潔；到了男眾的道場，待客都沒有什麼程序、禮貌，女眾的道場

都比較一板一眼。所以，我在想，比丘尼為佛教頂住了半邊天，為什麼在佛

教的歷史上，他們卻通通都沒有地位呢？

當初我們的殿堂才建好，每到上殿時間，一些男眾就把女眾叫到後面去

排隊，所有的男眾則都排在前面。其實，平等並不困難，不必分前後，把東

單作為男眾、西單作為女眾，兩序大眾不就平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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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過去只有出家人可以講說佛法、弘揚佛法，在家人不行，一旦在

家人說法，就會有人說：「白衣上座，佛法末法來臨了！」大家都很排斥在

家眾。在我覺得，弘揚佛法，人人有責。所以，當我成立佛光會的時候，為

了讓在家眾做傳教師，我設立布教師制度，其中，所謂「檀講師」制度，

「檀」就是在家信徒，分有：檀講師一級、檀講師二級、檀講師三級。「弘

講師」則是出家眾，有弘講師一級、弘講師二級、弘講師三級。實踐以來，

現在全世界已經有四、五百個檀講師，他們不但沒有敗壞佛教，更是助佛宣

揚，讓佛教得以光大。

除了檀講師之外，我又讓在家信徒參與佛教裡很多的弘法事業，當中許

多出家人做不到的，在家人都做到了。像到電台裡廣播、到監獄裡弘法、

到政府裡說道，有時候就可以用在家眾；由在家眾幫忙推展佛教，更容易普

遍。

佛教辛辛苦苦地辦教育，培養人才，幾個佛學院一年下來也才培養了幾

個人，可是社會上多少的佛教徒都是學有所成，像各位教授們，假如說佛教

裡有一些辦法、有一些資源、有一些需要，都與你們聯繫，由你們在各處弘

揚佛法，必然會增加佛教很大的力量！

中國有「四大名山」，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四川峨眉山普賢菩薩、

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薩，這三位菩薩都是在家菩薩，只有安徽九華山的地藏王

菩薩才是出家眾。可見得，今日的佛教需要靠在家菩薩來宣揚。

佛教裡有一部《維摩經》，好的不得了，文學、哲學意味深長，卻很少

有出家人去講說這本經，為什麼？因為這是居士的經。事實上，為什麼佛教

要把它分割成兩段呢？過去佛教不是講在家、出家平等嗎？所以，平等不只

是講事理平等，還要從現實上，如：僧信平等、男女平等去提倡，積極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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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佛教所需要的，讓大家在平等的地位裡共同宣揚佛法。

尤其無論是男眾道場或是女眾道場，難免會有許多信徒香客回到寺廟，

甚至想在寺中住上一宿，體驗一下寺廟的生活。但是往往人家是一對夫妻，

一進到寺廟，寺廟的人就趕緊把丈夫引領到東邊，讓妻子住到西邊，好像夫

妻在一起是很罪惡似的。我對於這種現象也很訝異，佛陀當初承認佛教有

「四眾弟子」，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可以有夫妻關係；在中國社會裡，這

也是一種正常的倫理關係，為什麼現在我們見到人家夫妻就要把他們拆散，

才算是修道呢？

所以，後來佛光山在僧寮之外建設的廂房、朝山會館，只要是夫妻來，

我們就會讓他們住在一起。

剛才講的這許多話，在大家聽來已經不是一回什麼事，可是在數十年前

要落實的時候，的確是相當困難。

「生老病死」與「老病死生」

現在佛教的傳教，一直說要保持過去的傳統，總認為傳統就是必然的規

定。拿一般佛教常說的苦、空、無常來說，在我出家之後，佛教到處一片聲

音：「苦啊、苦啊！人生是苦，世間是苦海啊！」我的童年也是一樣，師父

都叫我：「趕快念佛，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呀！這個世界是苦海啊！」

可是我並不這麼認為，這個世界不是苦海，它也是樂園，為什麼佛教都

在倡導苦呢？難道苦才能度眾，快樂不能接引眾生嗎？因此，我覺得，佛教

除了不必像傳統一樣倡導苦，假如能倡導禪悅法喜，一樣能讓人歡喜進入佛

門。

現在的佛教，像各位來到佛光山，不曉得有沒有體會到這裡的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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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我不希望我們的道場出產苦，要出產喜悅；到處都有歡喜，人生不是更

美妙嗎？所以，過去佛教把生、老、病、死，稱作人生「四大苦患」，我覺

得這樣不好，可以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不要說「生、老、病、死」，改叫做

「老、病、死、生」。大家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字的前後差別而已，在意義

上的差距是很遙遠的。

人的一生，若說生、老、病、死，聽來是死了以後就沒有了，假如改作

老、病、死、生，死了以後再生，就有未來、就有希望，那是多美好啊！所

以，我們倡導「人間佛教」，為了要把佛教弘揚出去，只有根據根本佛法，

再給予重新估定眾生需要的說法。

「四大皆空」與「四大皆有」

在佛教裡，除了一片談苦之風外，也經常有人說：「空啊、空啊！四大

皆空啊！人間一切皆空啊！」什麼都是空的，那還有什麼價值呢？就例如有

的人看到在家人結婚，就說：「唉呀！人生是苦，人生是空，夫妻不是冤家

不聚頭！」看到人家生兒育女，就說：「唉呀！兒女都是討債鬼！」聽到人

家想要賺錢過好生活，又說：「唉呀！黃金是毒蛇！」論今天的社會，如果

佛教老是認為夫妻是冤家、兒女是討債鬼、金錢是毒蛇，那麼他們在這個世

間上還有什麼生活的意義呢？為什麼他們要跑到佛教裡來受這樣的傷害呢？

所以，現在我和信徒們講話，經常都說：佛教不苦，是喜悅的；佛教不

空，一切都是講究因緣現有的。

其實，佛教所謂「空」，就是「有」，如果不空，就沒有了。例如：沒

有空間，我們在哪裡集會呢？茶杯不空，要把水裝到哪裡呢？口袋不空，錢

要放到哪裡去呢？人的鼻孔、口腔、腸胃不空，怎麼能活下去呢？所以，不

要用「空」來恐嚇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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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社會人士見到我們，也會嘲笑說：「哎喲！你們出家信佛，四大皆

空啊！」因此，對於佛教的「四大皆空」、「五蘊非有」，我特別做了一首

對聯來挽救這種差別說法。所謂「四大皆空示現有」，說明世間是用「空」

來建設「有」的，沒有了地、水、火、風「四大」，又怎麼能成就這個地球

的空間呢？「五蘊和合亦非真」，「五蘊」指的是色、受、想、行、識，也

就是「我」的代名詞。因為五蘊積聚而成為「我」，「我」是會有變化的，

所以這個「我」就不是真實的本體，這個五蘊和合的身體就不是真的了。

在我個人出家的生活裡，體會到一種「以空為樂」的妙趣，即所謂「空

生妙樂」。縱觀現在社會上的人，為了一寸土、一坪地打官司，告到法院裡

去，就是要爭取空間。實在說，人是很矛盾的，既要享受「空」，卻又不肯

承認「空」對他的好處。我想，佛陀當初發現的這個宇宙真理「空」，是在

教示我們「空」中有很多的快樂。

無常才有希望

說到無常，一般社會人士總覺得佛教到處講無常，很令人害怕，能不聽

到是最好。事實上，為什麼佛教不向大家說明無常對人世間有很大的利益

呢？例如：我很窮，沒有關係，人生無常，只要肯精進、勤勞，就可以改變

窮苦，進而發財。我很笨，沒有關係，笨也是無常，只要肯用功讀書，就會

逐漸聰明起來。無常給人間帶來許多希望、未來，為什麼我們不把這麼好的

佛法道理，讓世間的人士了解、享受呢？

也因為有這許多理論上的問題，讓我覺得有必要回復佛陀的原意，便不

妨說個「人間佛教」了。

偉大的佛陀對人世間的貢獻是很大的，佛教裡所謂「三藏十二部」，很

多的修持法門都包含在其中，尤其每一種法門都在於示教利喜，給眾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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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給眾生歡喜。

皈依三寶是民主，受持五戒是自由

再舉例說，現在的人，你要是鼓勵他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他會感到很

畏懼：「為什麼我們要信仰三寶？那會有很多約束啊！受持五戒之後，這樣

不能、那樣不能，不是很束縛、很痛苦嗎？」但據我所了解的皈依三寶、受

持五戒，與一般所謂的束縛、壓力是不一樣的。

例如受持五戒，戒是自由的意思，你受戒，就能自由；你不守戒，犯了

法，被關進牢獄裡，也就不自由了。

事實上，五戒就只是一條戒―不侵犯別人。比方不殺生，是不侵犯他

人的生命，是尊重生命的自由；不偷盜，是不侵犯他人的財產，是尊重別人

財產的自由；不邪淫，是不侵犯他人的身體、名節，是保障別人身體、名節

的自由；不妄語，是不侵犯他人的名譽信用，是尊重別人名譽信用的自由；

不吃酒，擴大來說就是不吸毒。毒品有害身心，不吸毒就能節省我們的金

錢，增加我們的健康，使家人、朋友都很歡喜快樂。

在宗教裡，對人能有這樣尊重的，恐怕就只有佛教了。不過，過去佛教

光是從消極的不殺生，不可以怎麼樣來談戒，確實讓很多人感到束縛。所

以，何不把它改成積極一點的說法，比方不殺生而護生、不偷盜而喜捨、不

邪淫而尊重、不妄語而誠信、不吸毒而吃得健康，讓任何人都歡喜受戒，知

道戒對他有很大的保護作用呢？

至於皈依三寶。所謂「三寶」，就是佛、法、僧。其實，皈依佛，佛

需要你皈依他嗎？釋迦牟尼佛成道時講的第一句話是：「大地眾生皆有佛

性。」也就是說，人人都跟佛一樣，可以做佛。所以「皈依佛」就是皈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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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找到自己，發覺到自己心裡的寶藏，發覺到自己本有的佛性，「喔！原

來我可以做佛！」

皈依法，「法」就是佛法，戒律是佛法，道理是佛法，慈悲是佛法，忍

耐也是佛法。你能依法，那麼有佛法就有辦法。

皈依僧，就是找一個老師，找一個佛教的團隊做大善知識。甚至佛教的

老師並不是指哪一個人，而是要以佛為師、以大善知識為師。

西方人以講自由民主為優勢，「我們西方自由！」「我們西方民主！」

其實我們東方，乃至中國的佛教，更是自由、更是民主！因為「皈依佛」，

人人是佛；「皈依佛」，我就是佛了。

經常有人問：「皈依佛有什麼好處？」如果你敢承認「我是佛」，過去

有吃香菸習慣的，想到：「佛有吃香菸嗎？」沒有！你就不吃菸了。「佛有

喝酒嗎？」沒有！你就不喝了。「佛有打人嗎？」不會！你就不敢打人了。

那麼你也就是佛了！那還會沒有好處嗎？

所以，皈依三寶是很民主的。在西方，信仰上帝的人會說「人人都可以

做上帝」嗎？他不敢！永遠都是子民。但佛門不至於如此。因此，我們東方

的民主是超越西方的。

當今的世界，一般人都說沒有什麼東西比自由民主更寶貴。其實，早在

二千多年前，佛陀就已經告訴我們自由民主的真義――自己即刻就能自由

民主，自己就能執行自由民主。所以，現今的人類為了自由民主，總說要革

命、要怎樣，佛陀不然，他告訴我們不要向別人革命，要向自己革命！甚至

過去佛陀在印度便致力於打破四姓階級制度，倡導自由民主。因此，時至今

日，我們是應該尊奉佛陀為真正自由民主的導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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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各的因果

當初，釋迦牟尼佛在印度遊走四城門，看盡人生的生老病死、動物的弱

肉強食、階級制度的不平等，因而致力於打破人世間的不平等。

其實，每一個眾生都是佛，不過仍有業力的不同。業力沒有消除，就等

於一般人所說，會有「因果報應」。就像有人說：「我做善事，為何不幸的

事情卻一直降臨在我的身上？那個壞人花天酒地、為非作歹，老天怎麼都沒

有找到他？沒有因果報應。」不見得！我認為這就是因果報應。雖然你行善

做好事，不過你在銀行裡積欠的存款，卻不能不還；不能因為你是好人，就

不還債。他是壞人，得以享受富貴榮華，那是因為他在銀行有存款；他的錢

沒有用完，你又有什麼辦法？銀行不能說不准你用錢了！它有這樣的因緣關

係，不是從表面上看的。

我記得在台灣曾經有一個事例，為了獎助青年發展事業，台灣政府提供

三百萬元給青年作為創業基金。三百萬元，對於草創事業還是不夠，青年人

必然要再想方法張羅。張羅的方法很多，有一個年輕人就去拜求王爺：「王

爺，保佑我發財！」拜過以後，他就上班去了。

這個年輕人騎的摩托車是「野狼」150c.c.，因為速度太快，不小心撞上

了一座橋梁，車毀人亡。正當做父親的傷心欲絕之際，心裡頭很不服氣：

「我的兒子不去求你這個王爺，就沒有事了；你看，求你這個王爺之後，你

不但不保佑他，還讓他喪生失命，求你這個王爺有什麼用呢？我要把你打

倒！洩洩心頭的氣憤。」

正當父親要去打王爺的時候，廟祝的一席話還是有一點道理的。他說：

「老先生，你不必怪王爺啦！王爺也是想救你兒子的，只是你兒子騎的摩托

車是『野狼』150c.c.，速度好快呀！王爺騎的是白馬，他在後面追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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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摩托車啊！最後當然『碰隆！』你的兒子就死了。」

這一個笑話，意思是說，快有快的因果。就如同運動想要發財，這是錯

亂因果；念佛希望身體好，這也是錯亂因果。你要想身體好，就應該運動、

補充營養；你要想發財，就必須將本求利，規規矩矩做生意。凡事都有它的

因果，所謂道德有道德的因果，生活有生活的因果，健康有健康的因果，一

切各有因果。

自利利他的六波羅蜜

所謂「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善美的、淨化的。

過去有一位大德居士偷偷地在我耳邊說：「星雲大師，你的佛光山都是

從『給』建設起來的。」我聽了，最初不懂他的意思，後來才慢慢悟到，不

錯！佛教就是講「給」的。你看！菩薩的六波羅蜜，第一就是布施，布施就

是「給」。

我們提倡「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可是現在的

人都不歡喜給人，都是給人煩惱、給人傷心、給人難堪、給人不方便，那也

就不是奉行人間佛教了。

說到「六波羅蜜」，第一是布施。布施究竟是給人，還是給自己？看起

來是給人，實際上是給自己。就例如，你不種田，田地裡怎麼會有收成呢？

所以，人家是我們的福田，我們就要懂得「給」。

持戒是束縛還是自由呢？當然是自由。你不持戒，犯法坐牢，就失去自

由了。

忍辱是吃虧還是討便宜呢？一般說忍辱是吃虧，因為我對抗不過他。其

實，忍者才是有力量的，忍者才是討便宜的，認錯的人才有美德。



5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

精進就不用說了，什麼成果都要從努力、辛苦中得來，天上不會掉下來

的。所以，自己要做自己的貴人，自己可以創造自己的世界。

禪定，更是現代大家精神安定的力量，有助於智慧的提升、了解生命的

奧妙。禪是中國的寶貝，是每一個人心裡的寶藏。比金、銀、銅、鐵還要寶

貴的寶藏在心中，你要會開採！

當然還要有般若。般若是比智慧更高層次的，能度人的愚痴。

總括「六波羅蜜」的真義，菩薩道是為人的，而實際上也是為自己。

人間佛教是未來佛教的光明

為了佛教的這許多問題，我經常在思索如何讓佛教的未來可以法輪常

轉、佛日增輝。但是坦白說，我對於佛教的未來是比較悲觀的，因為佛教重

視「覺悟」，但是現在的佛教徒沒有覺悟，總是在愚昧、懵懂中執著、固守

己見；如此違背了佛意，佛法自是難以推動了。又像現在的佛教，不重視戒

律、沒有制度、不受教育、不能互相和諧、團結，沒有以信仰做中心，怎麼

會有未來呢？

不過，我們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的幾位校長，以及佛光山的許多法師

們，就是有感於佛教的未來需要努力的地方很多，因此，凡事鞠躬盡瘁，

大家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所謂「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

乾」，我們總要把現在做得更完美，看看能不能讓未來好一點。

過去佛教人士批評我星雲不懂佛法。確實是的，我從來沒有想把佛教用

很玄妙的、很奧祕的方法講給人聽。就像社會上經常有這麼一個現象，一個

信徒問另外一個信徒：「你到哪裡去呀？」

「我要去聽某某法師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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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得好不好啊？」

「好極了！」

「怎麼好法？」

「聽不懂耶！」

佛教以這種「聽不懂」為妙為高的情況，真是讓我匪夷所思。佛法應該

是要給人懂的，就是一句「阿彌陀佛」，不也有所謂「三根普被」，上根、

中根、下根之人的各種體會嗎？

慈惠法師一再告訴我，各位專家、學者、教授如何了得，我自覺很慚

愧，說不出一個深奧的道理來請教你們，只能略舉幾個例子向各位告白。

為什麼我要倡導「人間佛教」？因為它是佛教的光明，是人生幸福安樂

的指南。我有重新估定佛教價值的心意，但是各位是專家，在佛法的研究上

也都各有所得，我想還是有很多問題應該要請教你們。大家難得在佛光山佛

陀紀念館見面，總是緣份，是不是有機會互相談話？

謝大寧教授主持語

非常感謝大師這番語重心長的開示，誠如大師所說的，我有一個簡單的

體會，就是：站在人間，給人歡喜；我覺得這就是大師創建所有佛光山功業

的一個基本精神。那麼，底下的時間就開放給今天在座的各位貴賓提問。

鄧子美教授提問

聽了大師的開示，收穫很多。實際上，大師是講了人間佛教的要素：變

不平等為平等；轉換苦為喜悅；轉換空為有；通過無常，人生的命運也可以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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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說到戒與自由，和西方的「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和孔子說的

「隨心所欲，不逾矩」是完全相通的。所以，總的來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

想就是根據佛法的根本，而重新採用現代公眾容易接受的說法及手法。這是

我的一個體會。

我研究的是人間佛教這一塊。在台灣，有人提出「新漢傳佛教」；在大

陸，則是進入「後趙樸初時代」。它們的共同點是什麼？就是人間佛教的提

倡無形中在淡化，只有大師仍然繼續地在弘揚人間佛教。那麼請教大師，在

大陸要實踐人間佛教，繼續大力提倡人間佛教的最大困難在哪裡？我們在大

陸，應該從哪個地方做起？謝謝大師。

星雲大師答詞

佛教思想與社會主義有相通之處

中國大陸未來必定要走人間佛教的路線。佛教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有過

幾度的變遷和適應，尤其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寺廟還要收門票，把寺廟當為

景點，這種商業行為，並不是宗教的長久之道。

其實，佛陀建立僧團的「六和」思想，與大陸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是有相

通之處的。比如「六和」當中的第一條「戒和同遵」，就是法制的平等。大

陸人口那麼多，今後一定要有法制的平等。

第二條叫做「見和同解」，就是思想的統一。大陸人口眾多，意見不能

太複雜，所以要促進思想的統一。

第三條叫做「利和同均」，就是經濟的均衡。現在社會貧富不均的現

象，必定不能再長久下去，要有所改善。

其他如：「身和同住」，是相處的和樂；「口和無諍」，是語言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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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意和同悅」，是心意的歡喜，我想都是現在中國大陸需要的社會長治

久安的條件。

佛教這麼好的道理，怎麼能不要呢？鄧老師，你有見解、有學問，大家

一起努力、加油，為中國的人間佛教承先啟後，促進和諧社會，圓成我們的

「中國夢」！

程恭讓教授提問

聽了大師的開示非常受到啟發。我在聆聽的時候，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大師今天開示的重心是「重新估定佛教的價值」，在「估定佛教的價值」以

後，大師又為我們得出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就是當代應該要弘揚人間佛教，

才是回到佛陀的本懷。

大家都知道，大師是漢傳佛教出身的，是從禪宗法脈裡走出來的。近代

以來，中國人都有一點自卑感，覺得自己事事不如洋人。佛教好像也出現一

樣的問題，漢傳佛教很沒有自信，總覺得我們漢傳佛教沒有藏傳佛教好、沒

有南傳佛教好，或者大陸的佛教沒有台灣的好。能不能請大師重新估定一下

傳統的漢傳佛教究竟有哪些價值？

星雲大師答詞

漢傳佛教在今後世界的佛教裡舉足輕重

若論佛教的文化、歷史，當然是以漢傳佛教最為豐富。在這麼長遠的歷

史中，佛教道理的普及，例如「因果報應」、「業力」的思想等等，在中國

的社會裡可以說是婦孺皆知，都能奉行。所以，漢傳佛教在今後世界的佛教

裡，必定還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現在就是說，學術界不要只是研究理

論，還要實踐佛教的慈悲、和諧、戒律、禪定，增加人民的幸福和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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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人間佛教也就容易推動了。

不客氣說，各位學者要真正幫佛教的忙，不要只是在佛教的道理上論來

論去，最後讓它變成了一個是非，變成了一個學術，完全脫離了信仰的軌

道。佛教的道理不在比較，不在誰好誰不好，深淺都是個人的體驗，所謂如

「三鳥飛空」，空無遠近，跡有遠近；如「三獸渡河」，水無深淺，但踩踏

的水跡有深淺。

過去程老師為了《法藏文庫》的出版，提供了很多學術論文。實在說，

我心裡是容許什麼都存在的，因為這是這一個時代的產物，我不可以抹煞它

們。但是除了這許多學術研究上個人的見解以外，我們如何來統一信仰，發

揮信仰的力量，也是很重要。《華嚴經》說：「信為道源功德母。」信仰還

是很重要的。因此，佛教裡，以後所有的講話、文章，如果都能以信仰為

本，我想佛教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

廣瀨良文提問

大師，我想藉著這一次機會感謝大會提供這麼好的服務。想請問大師的

是：無論佛教研究學者或者是佛教的信徒，都努力地在追求真理，那麼年輕

的佛教學者有他的思考方式，壯年的佛教學者有他的思考方式，老年的佛教

學者也有他的思考方式，每個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都會遇到不同的課題，

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在人生的流程之中，雖然人人都會因時間改變

而有所變化，但是大家都盡其所能地活著。請問大師，大師也曾年輕過，年

輕到現在，改變的部分為何？未曾改變的部分為何？

星雲大師答詞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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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八十七歲，下面就以十年為一個階段，來說明我的人生。

第一個十年，從出生到十歲，是成長時期。

第二個十年，從十歲到二十歲，是學習時期，這個時候都在寺院裡接受

叢林教育。

第三個十年，從二十歲到三十歲，是參學時期。我在青少年的時候，對

於各寺廟的諸方大德，如禪宗、淨土宗、法相宗或者天台宗等許多門派的諸

位大師，都曾前去向他們請教、拜訪。但是佛法高深，並不容易入門。

第四個十年，從三十歲到四十歲，是文學時期。我個人歡喜舞文弄墨，

寫寫文章，但都不是寫得什麼高深的佛法，只能在文學上表現一番。所以，

四十歲以前，人家都說我在佛門裡並沒有歷史的地位。

第五個十年，從四十歲到五十歲，是歷史時期。為了為佛教開創歷史，

我開始建設佛光山，興辦教育。

到了五十歲，自覺仍有所不足，應該要有哲學思想。所以第六個十年，

五十歲到六十歲，就進入了哲學時期。這個時候的佛光山，召開了很多次各

種各類的學術會議，例如顯密佛學會議等等。

第七個十年，六十歲到七十歲，是倫理時期。這時候，跟隨我的一些青

年男眾、女眾，比丘、比丘尼逐漸多了起來，我才感覺到光是做學問還不

夠，應該要把自己投身到愛護他們的父母。因為他們的父母對於剛從大學畢

業的子女來到佛門，總覺得不甘願，所以我一定要努力促進他們的倫理關

係，讓父母以子女出家為榮耀。因此，在興辦很多的佛教事業之外，也和家

長們做很多的來往、聯誼。

七十歲以後，我感受到光只有世間法的知識還是不夠的，應該回歸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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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所以，七十歲以後就是佛學時期了。

我對於自己在佛法裡有什麼成就、有多少悟道，實在不敢說。不過有一

點可以向大家報告，三十年前，我都是向佛菩薩求聰明、求智慧、求保佑；

三十歲以後，自覺這太過幼稚、沒出息，怎麼天天都向佛陀要這個、要那

個？應該把胸量擴大一點，為父母、師長、信徒、國家社會，祈求國泰民

安、一切幸福美滿。

到了六、七十歲以後，又覺得天天都是我的父母、我的師長、我的信

徒、我的國家，還是太自私，不應該要求佛陀為我們做什麼，自己就能擔

當。因此，當面臨所有的苦難時，我都是說：「慈悲偉大的佛陀，您過去弘

法度眾生的苦難就讓我來擔當吧！您看我有條件做您的弟子嗎？」現在我只

有本諸這一點點願望，非常歡喜快樂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謝謝你的詢

問，我報告如上。

蔡淑慧小姐提問

首先要謝謝星雲大師、謝謝佛光山，還有所有的老師、教授及各位法

師。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從《法藏文庫》裡學到了很多的知識。我讀

星雲大師的文字，他說女性必須自我教育，要了解自己、提升自己，因此我

就發了一個願，把佛陀時代八名女性的敘事文本，從漢譯佛典裡做了三生文

本。

八名女性當中，有三位坐在我們佛陀紀念館前面，就是大愛道比丘尼、

妙賢比丘尼以及蓮花色比丘尼。另外五名，我寫的是在家居士，有末利夫

人、勝鬘夫人、韋提希夫人，還有毘舍佉優婆夷；毘舍佉優婆夷是大師所講

的布施第一的女性，當年她也做了很多現在我們佛光山護法女性做的很多事

情，可以說現在許多女性護法都是追隨著她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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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在寫這八名女性的時候，確實非常高興佛陀紀念館有三位羅漢是

我筆下的人物。可是自己仍有一點小小的疑問，今天要請教大師，耶輸陀羅

比丘尼當時沒有被挑入的原因在哪裡？

另外，大師剛才問大家到這裡有什麼喜悅的心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不知道大家在經過大殿的時候，有沒有看到水塘邊上的一個小小房子

裡，住了一隻小小的、黑色的小鳥，牠會說：「你好！」接著會說：「阿彌

陀佛！」明天早上大家可以去跟牠聊聊天，但是牠只肯講兩次話，我在那邊

煩牠，請牠再說一次，牠轉過頭就不理我了。我要謝謝大眾給我這個機會在

這裡成長，謝謝大師，謝謝您回答我的問題。謝謝！

星雲大師答詞

在羅漢塑像裡增加三位女性略示公平

你的論述，我聽了很高興。歷史是不公平的，在男權的社會裡，有時候

女人再怎麼了不起，到了要發言的時候，總會有人說：「女人不要講話！」

佛陀時代的比丘尼教團，就曾經受到許多長老比丘的壓制，所以有許多比丘

尼大阿羅漢都不能上榜。其實羅漢有千二百五十位，甚至可能更多。不過，

無論是五百羅漢、十八羅漢或十六羅漢，數字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也只是

隨順世間所謂「十八羅漢」，點到為止，增加了三位女性，以略示公平。

就是這三位女性羅漢的提名，在佛光山女性的教團裡面也有諸多意見，

因為有人歡喜這個，有人歡喜那個，各有喜愛。那麼現在佛陀紀念館供奉的

三尊女羅漢，第一位大概是大家都不容易懷疑的，也就是大愛道比丘尼，她

是佛陀的姨母。第二位是妙賢比丘尼，她的道行也是很高的，過去曾為美麗

而悲哀。每次她出去托缽乞食，跟隨她的人總是很多，但是在她自己則是為

美麗悲哀，因為她不想要美麗，她要的是道。所以，我覺得她的修行是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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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

總之，這一切都是假名，一切都是過去。就是佛、菩薩，我們也不必去

加以分別。例如在我的信仰裡，我經常對著釋迦牟尼佛禮拜，拜什麼？拜觀

世音。佛陀不是說過嗎？觀世音菩薩是「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

為說法」、「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那麼，對於佛陀、觀

世音，我又何必把他們分別是這個、那個呢？甚至於我也常常對著阿彌陀佛

禮拜釋迦牟尼佛。或許你會說：「這樣子做，佛菩薩會不會生氣啊？就比方

我張三在這裡，你怎麼是來拜李四呢？」但是據我了解，菩薩不會生氣的，

所謂「佛佛道同，光光無礙」。就如燈光，你亮你的、我亮我的，各不相妨

礙。同樣的，諸佛菩薩的道，也是不相妨礙的。

提問

剛才大師講到持戒與自由，想請大師開示戒與契約的關係？

星雲大師答詞

戒是最好的管理學

戒，主要是用來管理自己。現在我們不都講管理學嗎？戒是最好的管理

學，先把自己管好，才能管別人。尤其不但管自己，還要管身、管口、管

心，口管得會說好話、手腳管得會做好事、心管得會存好念，那麼管理人就

比較容易了。

自古以來，佛教從不和人對立，尤其和政治不對立，所以政治高層應該

放心地利用佛法、利用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實踐者，就好像工廠裡的工

人，只管奉獻、服務，台上的人物，誰當家作主，他就擁護誰。像中國大陸

過去是由胡錦濤先生領導，到了現在是習近平先生，佛教界都是一致地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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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從沒有聽過有哪一個佛教徒反對。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要放心，人

間佛教的從事者志在弘揚佛法、淨化社會、淨化人心，不在與人搞對立；政

治若能好好利用佛教，會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說到企業與戒之間的關係。舉一個例子。過去我要傳授五戒，有一個信

徒跟我說：「師父！我不能受五戒，只能受四戒，『妄語戒』我不能持。」

我就說：「為什麼你要說謊呢？」

他說：「我是開布店的，人家來跟我買布，問：『布多少錢一尺？』五

塊錢一尺。再問：『褪色不褪色？』當然是說不褪色。但這是說謊啊！我若

不說謊，說會褪色，他就不買我的布了啊！」

我就說：「你還是照實跟他說，五塊錢一尺的布會褪色，若要不褪色

的，八塊錢的那一種不褪色。」

後來那個小布店的信徒照我的方法去做，也受了戒。甚至不出幾年，就

建了大樓。為什麼？他很講信用，所謂「一等價錢一等貨」，店裡的布褪

色、不褪色，都分得很清楚。所以，受戒就是有這種妙用。

提問

按照現在的趨勢，未來基督教會成為中國第一大宗教，很顯然地，傳統

的宗教，也就是我們的佛教、道教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想請問大師，您

以台灣的經驗，覺得我們中國大陸，從佛教界、從政府、從整個社會，要怎

麼做才能面對這個挑戰？如何讓我們的宗教、傳統文化在今天能有一個更健

康的發展，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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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答詞

佛教從來沒有與政治對立

在各位學者面前，我是應該向你們求教的。說到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

無論是基督教、回教或伊斯蘭教，都有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都是要實踐他

們的理念、理想。反之，佛教就比較溫和，不一定要實踐自己的理想，他要

愛護你、對你慈悲，先人而後己。只要眾生得度，何怕自己今後不開悟呢？

所以，佛教在中國的歷史上，邪教我們是不懂，但是正當的佛教，從來

沒有與政治對立、戰爭。因此我覺得，人不能少了宗教。尤其中國這麼大的

土地、這麼多的人，必定需要很多辦法共同來治理這一個國家，而人間佛教

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只是很遺憾，那許多高階層的學者、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沒能訓練人

間佛教的人才。如果今日的中國佛教能夠樹立戒律、樹立道德、改進制度、

增加人才，佛教立刻就會不一樣了。我們希望國家和佛教都會更好！

提問

人間佛教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中傳播的時候，應該怎麼處理？或者說

怎麼看待人間佛教的民族性？

星雲大師答詞

社會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

過去的佛教是老舊的，人間佛教是未來的、現代的。講到佛教的歷史，

過去的佛教是山林的，都是在深山裡面；現在的佛教，則慢慢地從深山走上

社會了。我認為，社會的佛教就是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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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佛教是寺廟的，你要親近佛教，就要到寺廟來；現在的佛教則是

家庭的，不一定要到寺廟裡找佛教。家庭裡有佛書，大家信仰佛教、談論佛

教，每一個人家都可以做布教師，都可以傳道。

過去的佛教是出家人的，要講佛教了，都要找一個出家人、找一個師

父；現在不是，找一般的人，像各位學者都是老師，也都可以傳教，代佛宣

揚。所以佛教不一定是出家人的佛教，它已經走到在家了，就如我剛才講

的，觀世音菩薩、文殊大士都是示現在家相；因此大家要一起來護持佛教。

過去的佛教都是談玄說妙，開大座往往講得天花亂墜，卻不實用，現在

的佛教講究實際，例如：他要吃飯了，哪裡有飯給他吃？他要喝水了，哪裡

有水給他喝？都要能滿足人的需要。

現在大陸有一個誠信危機，就是「毒奶粉事件」。許多人因為國內出產

的奶粉造假、不安全，紛紛到外國購買。其實，若能開設一間大型牛奶公

司，由媽媽們來做監察人，建立全國人民的信心，讓大家對本國的產品有了

信心後，再從這座工廠慢慢發展到其他分支機構，信心就都取回來了。

所以，現在山林的、寺廟的、出家的佛教已經落伍了，應該進步到社會

大眾共同來發揚佛教。

提問

當代佛教發展中，還有一個是南傳佛教的發展，它在台灣、歐美地區的

發展是非常迅速的。請問大師，您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那麼南傳佛教和

人間佛教之間應該要有怎麼樣的對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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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答詞

漢傳佛教的信仰最厚實

南傳佛教屬於小乘，是不傳教的，他們講究的是供養制度。現在中國人

看到他們穿著黃色的服裝，都覺得很莊嚴，「喔，這是南傳佛教！」南傳佛

教對他們來說，就只是那麼一個形象莊嚴的印象。

另外，說到藏傳佛教，喇嘛也在傳教，尤其他們當中有修行的也是有。

但是他們不得基礎，一旦離開西藏到其他的地方，都要靠華人、漢人的佛教

來幫助他們，如果沒有了漢傳的佛教，基本上，藏傳的佛教就沒有地方去發

展了。所以，目前最有力量、最有條件的還是漢傳佛教。

在中國，漢傳佛教的信仰最厚實，信仰的群眾最多，政府也最關懷。所

以漢傳的佛教，在各位教授鼓勵下，我們多辦一點佛教事業，多建立制度，

提升自己的學力，講究未來發展的一些辦法；那麼，佛教的復興將是指日可

待的。

釋迦牟尼佛究竟在哪裡

我倒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您們研究佛教，知道釋迦牟尼佛究竟在哪裡

嗎？在我出家的幾十年歲月裡，我一再為這個問題找尋答案。我八次去印

度，每回在佛陀的聖地裡，總希望能找到一點佛陀的蛛絲馬跡。我曾經長跪

在佛陀的金剛座下，祈願：「佛陀，您現身給我看一下嘛！」但是我從沒有

找到佛陀。

甚至我經常坐飛機，在白雲飄飄的空中，希望：「佛陀啊！弟子我如此

信仰您，您出現給我看一下嘛！」有時候在船上，海水滔滔，我也希望：

「佛陀啊！您在大海中凌波虛度，讓我看一下嘛！」但是向各位報告，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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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七十五年歲月裡，我並沒有看過佛陀的樣子。

不過，現在我要慎重地告訴大家，我已經知道佛陀在哪裡――佛陀在我

的心裡，我吃飯，他跟著我吃飯；我走路，他跟著我走路。所謂「踏破鐵鞋

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卻也花了我幾十年時間，才慢慢體會到：原來

佛陀您跟我在一起啊！

其實，佛陀也都在你們的心裡。希望大家在佛道上，也可以說得出：

「我終於找到了！」

中國夢．佛教夢

這一次學術會議，大家討論得很熱烈。來自日本的木村清孝教授專題講

演，也說到大藏經要讓人看得懂。甚至看得懂還不夠，要能做到。希望大家

從信佛、拜佛、求佛，自己發覺到要行佛，行佛的慈悲、行佛的智慧、行佛

的無我、行佛的忍耐、行佛的大願，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學術會議，我本來有心要跟隨大家從頭到尾參加，但是在天津早就

定了一個我的「一筆字」展出，所以明天就要啟程到天津去。剛才當地的宣

傳部部長還打電話來，要我一定趕去開幕。

在天津「一筆字」開幕之後，二十日在北京天安門邊上的國家博物館，

也有個「一筆字」展出，然後再到山東大學和大家結緣。人老了，身體殘

障，眼睛又看不到，沒有什麼其他的大用，能有這麼一點人家要用我的地

方，也覺得人還是很幸福的。在這裡，我先向各位告個假。不過，佛光山的

大家一定會好好招呼、接待你們的。也希望以後各個大學互相來往，各位有

緣人能常常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力量。

最近習近平先生說要完成中國夢。中國夢是什麼夢？記得幾年前，習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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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先生在浙江做省委書記的時候，所倡建的彌勒大佛開光，我替他題了「人

間彌勒」四個字。那是正在浙江舉辦的「世界佛教論壇」，我也應邀出席，

當時還講了一個「五指爭大」的趣事。我說：

人的手有五根手指，大家都想要爭做老大。大拇指說：「我第一，我是

老大，我頂好！」

食指不服氣，就說：「你們大家都是聽我的話的，我指向東或向西，你

們就得要聽我的指揮，所以我最大！」

中指也說：「我最長、最中，你們應該聽我領導！」

無名指當然更不服氣，就說：「人們結婚的時候，金戒指、鑽石戒指都

是套在我的手上，只有我這個無名指是珠光寶氣！」

小拇指不說話，大家覺得奇怪，就問：「欸！小拇指，你怎麼不講話

呢？」他說：「我最小、最後、最邊，哪能跟你們比？」大家聽了小拇指的

話，都紛紛讚美他：「唉唷！好謙虛喔！」

小拇指繼續說：「不過，當我們對師長、父母、聖賢、佛菩薩合掌的時

候，是我和他們靠得最近的喔！」

這一次我在海南島博鰲論壇上，也以「五指爭大」的故事，告訴大家要

如五指合起，成為一個拳頭，團結起來，團結就有力量，那就是一個中國

夢的實現。我想，佛門並不在太多的理論上做比較，重要的是如何和諧、團

結、合作，完成我們的佛教夢！

如果大家不嫌棄，以後常常到佛光山來，這裡不是哪一個個人的，每一

個人都有份，你來就是你的；這是「千家寺院、百萬信徒」共成的地方，有

心人都可以共有。祝福大家吉祥平安！謝謝！

（佛光山法堂書記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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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3年3月30日上午9時至11時，在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舉辦的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上，星雲大師應邀發表名為

〈重新估定佛學的價值〉的主題演講，闡述他關於人間佛教問題的最新的系統的思

想。2013年4月15日晚上7時至9時，大師在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開幕研討會「人間

佛教思想談話會」上發表專題演講。今以大師兩者之演講記錄內容作整理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