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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妙凡法師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

前言

在詮釋經典的方法上，佛教自初期聖典即教導「四依止」：依

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開啟了

佛教經典在不同的人、事、時、地、物的條件因緣中，有了回應、

調整與適應不同地區、對象、文化的詮釋空間，郭朝順教授指出：

「佛教若要維持存在世間，必定在時間遷流與世事變化之間，時時

保持對其所處時代之問題，具有隨緣回應與自我調整的能力，才能

維持佛教之精神方向。」1

知見影響行為，對於過去傳統佛教在教義的詮釋上，充滿厭離

人間的思想，刻板、保守，令人望而生畏，無法生起尊敬、親近之

心，致使佛教與人生脫節，被社會邊緣化，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指

出：「佛教說法的語言與方式，如果不能順應民情，與時俱進，則

佛教不能普及於社會民間。」2 因此，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的〈自

序〉中指出：佛教有必要再做一個結集，以正本清源，佛教的流傳

才會具備普及性和未來性。

1. 郭朝順：〈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人間佛教的社會向度》，
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8 年 10 月，頁 258。

2. 星雲大師：〈發刊詞〉，《普門學報》第 1 期，高雄：普門學報社，2001 年 1 月，
頁 1。



69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在〈星雲大師全集．自序〉3 中，大師說：「我比較有表達意見

看法的，應該就是對《佛法真義》、《佛教管理學》的敘說，那是

我有感而發的言論……」4《全集》共分 12 大類，《佛法真義》放

在第一類的「經義類」，可見此書的重要性。

大師對佛法真義的詮釋，在所有的作品中均有論及，《佛法真

義》共有 3 本，共有 307 篇，分成四個單元：1、佛法義理：〈無常〉、

〈苦〉、〈空〉、〈無我〉等。2、佛學思想：〈行佛〉、〈五和〉、

〈不忘初心〉等。3、佛教常識：〈禮拜〉、〈過堂〉、〈供養〉、

〈往生〉等。4、佛門行事：〈課誦的改良〉、〈以清規代替戒律〉、

〈香會〉、〈佛光親屬會〉等。內容主要針對社會大眾最常接觸到

的有關佛教的問題闡述。

在教義的詮釋上，星雲大師如何透過自身的實踐與體證，經由

高度的理解與把握，以深入淺出的文字般若為佛教重新估定價值，

讓佛法深入人心，實踐於生活，發展於全球，本文試從六個面向來

探討《佛法真義》。　

一、建立正確的佛陀觀，佛陀是人不是神（自依止）

歷史上記載，釋迦牟尼二千五百多年前誕生在印度，出家前是

迦毗羅衛國的王子，名悉達多．喬達摩，父親淨飯王，母親摩耶夫

人。佛陀涅槃後，經過時代遷流，人們思念佛陀，加上一些穿鑿附

會，到了今天，佛陀從人轉變成神通廣大、萬能的天神，佛教更變

3. 2016 年 5 月 16 日出版的《星雲大師全集》，365 本，12 大類，3 千餘萬字，
其中《佛法真義》（第 16-18 冊），提供讀者更聚焦於認識佛教教義的精神理念。

4.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出版社，
2017 年 5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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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只一神，還是一個神佛眾多

的信仰。星雲大師為此表示：

佛教給人譏為多神教，那麼

多的菩薩、那麼多的羅漢，

甚至都有經文根據，但是沒

有 歷 史 啊。 誰 是 他 們 的 父

母？他們生長在什麼地方？

像龍樹、無著、世親尊者，

這許多都是有歷史的。那許

多沒有歷史的，我們也不是

說否認他，實在說，他們都

是佛陀的千百億化身哦。你

為什麼不把信仰集中在佛陀

身上，還要創造出財神、城

隍、土地公、王爺、註生娘

娘、月下老人等等這許多神明？說上帝創造人，其實人也

創造了上帝。佛教不同於一般的宗教，佛陀是最偉大的，

他是人間的覺者，他是有歷史的，是真真實實的，他是人，

不是玄想出來的神明、神仙，佛教徒為什麼不還給佛陀一

個本來面目呢？可憐的佛陀，兩千多年來給很多不當的信

徒，披上了多少迷信的外衣、神鬼的面具，讓佛陀失去了

本來的樣子，不禁令人深為浩嘆。5

因為「給很多不當的信徒，披上了多少迷信的外衣、神鬼的面

5.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31。

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降生印度，被
命名為喬達摩．悉達多。父親淨飯王，
母親摩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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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讓佛陀失去了本來的樣子」，因此，還原佛教的教主是歷史上

真實存在的人物，佛陀是人不是神，是人間的覺者，每一個人都可

以以佛陀為榜樣，在人間的生活裡解行並重，自依止、法依止而成

就，這是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重要思想。如《增一阿含經》云：

「比丘當知，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來（法）

得出家為善利，而得三達；所以然者，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

而得也。」6

大師在其許多著作中，一再強調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是人不

是神」的歷史事實，《釋迦牟尼佛傳》、《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讓大眾認識佛陀是人不是神，其出生、成道、說法、涅槃都在人

間。在《佛法真義》中，有關論述佛陀相關的文章有〈皈依三寶〉、

〈兩足尊〉、〈佛陀也會生氣嗎？〉、〈佛陀十難〉、〈佛陀在哪

裡？〉、〈行佛〉、〈我是佛〉、〈佛佛道同，光光無礙〉等逾十

篇文章，可見大師對於還原佛陀是人的重視，以及佛的「內在精

神」，如〈兩足尊〉中說：

「佛是人成」，佛陀降誕人間修行悟道，佛陀所宣說的真

理，可以解救眾生的苦難，因此在人間所有兩隻腳的人類

當中，再沒有比佛更尊貴的了，所以我們禮拜佛陀的時候，

才說「皈依佛，兩足尊」。

因此，如果你能自知，自己與佛陀一樣具足兩隻腳，自覺

自己的尊貴、尊嚴，你也能修福修慧，把福慧修得具足，

你不也是可以成為兩足尊嗎？ 7

6. 《大正藏》第 2 冊，頁 694a。
7. 星雲大師：〈兩足尊〉，《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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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惠能的《壇經》裡面也曾經講「一切佛菩薩皆為表法」，

我們通過佛、通過菩薩，能夠從他們的身上看到佛法的精神是什麼，

佛是人成，人能成佛，只要我們有「自知、自覺」，能實踐福慧雙

修，也能同佛陀一樣，成為一個真正尊貴的人間行者，在人間成佛。

而作為一個信仰者，都會盼望能看到他所信仰的教主，大師在〈佛

陀在哪裡？〉中說明了他尋找佛陀的心路歷程，並指出只要我們心

中有佛，時時心存慈悲喜捨，佛便與我們同在。

佛陀在哪裡？我十二歲出家之後，每日早晚禮拜，總希望

佛陀能現身給我看一下。……但我始終沒有看過佛陀，他

也沒有跟我講過話。直到最近二十年來，我不再去尋找佛

陀，也不問佛陀在哪裡了。為什麼？我感覺到佛陀就在我

的身邊，我走路，他跟著我走路；我吃飯，他跟著我一起

吃飯。佛陀一直都在陪伴著我。原來，當我心中有佛時，

佛陀就與我同在；而我自己更直下承擔：「我是佛！」

當心中存有「我是佛」，在待人處事上就會產生很大的提

示作用。例如：與人說話，想到是佛陀在說話，我就要講

慈悲的愛語；看到怯弱的眾生，想到是佛陀在面對他們，

我就要站在他們的立場著想，給予信心、希望。8

星雲大師不只要還原佛陀是一個人，更透過自身的生命體證，

引導大眾回歸到「自心是佛，是心作佛」的承擔 ―「我是佛」。

因為承擔「我是佛」，如此一來，「與人說話，想到是佛陀在說話，

我就要講慈悲的愛語；看到怯弱的眾生，想到是佛陀在面對他們，

8. 星雲大師：〈佛陀在哪裡？〉，《星雲大師全集 17．佛法真義 2》，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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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站在他們的立場著想，給予信心、希望」。在〈我對人間佛

教的體認〉中，大師認為：

人間佛教努力要達到「心無罣礙，無有恐怖，無有顛倒」

的境界，人間的道德、所有的善事、人格、慈悲等等善法，

我們認為通過這許多善法，可以達到自己一個更高的境界，

沒有煩惱，不懼生死，沒有憂悲苦惱，一切都隨著信仰和

自然發展。這一個更高的境界，永遠屬於自己，不需要神

明來賞賜，都是要靠自我完成。……至於過去講三大阿僧

祇劫、東方世界、西方世界等等，如能證悟般若緣起，就

會了解那都是方便說法，我的世界、我的自由解脫，佛力

可以加持，但一切會自我解決。9

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大師倡導人人

要「自依止」、「法依止」，要有佛教靠我

的承擔和決心，不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諸

佛菩薩：

一些信徒對佛教的奉獻，對我們的支持

與供養，應該由我來感謝，但是卻都推

給了阿彌陀佛，告訴信徒說：「你的發心，

阿彌陀佛會感謝。」為什麼要讓阿彌陀

佛來代替我們感謝他呢？我們又怎能推

諉呢？不是要由我們來感恩報德嗎？ 10

9. 星雲大師：〈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
頁 19-20。

10.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27。

星雲大師一筆字〈自依
止 法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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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是人不是神之理念，可以歸納三點：一、佛是人成，人人

都有佛性，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二、因緣果報，自業自受，解脫要

靠自己，佛陀教導我們解脫的方式，但是我們的解脫要靠自己。三、

重視人間善法的實踐，從「人間的道德、所有善事、人格、慈悲等

等善法」開始做起。成佛之道的路上要靠自己一步一腳印，回到

「自依止、法依止」，不要想依靠他力來滿足需求，解決我們的煩

惱，「各自的業力，要各自去解決，就是佛陀，他能自我解脫，教

導你解脫的方法，但他不能幫你」。11

二、對「佛說的」精神再確認（法依止）

過去一般人對佛教教義的印象大多是是消極、負面、逃避的，

例如，面對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便以無常來慨嘆人生許多事情難

以掌握；遇到困難，就產生逃避的心理，活著就一心想要往生西方

淨土。傳播佛法，不能給人恐懼和害怕，要重視給人歡喜、希望，

「天堂地獄，是供給我們在修學上勉勵自己昇華，不要墮落；但是

一些少數的無知人士，都用地獄來嚇唬人，用恐怖來度眾，為什麼

不能用天堂的美好來讓人家嚮往呢？」12

對於這些現象，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中，指出：

這是因為二千多年來，傳統的佛教給世間上的人，如：附

佛外道、假傳佛意者，披上了神仙鬼怪的外衣，甚至一些

迷信的言論，像看時辰、看風水、看地理、抽籤、卜卦等

等，幾乎成為迷信的佛教、以神鬼為主的佛教。所謂「法

11. 星雲大師：〈我對人間佛教的體認〉，《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
頁 57。

12.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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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則生弊」，今日，世間多少人誤會佛教，不就是因為佛

教傳播太久，摻雜了許多背離佛陀本懷的內容。13

因為「摻雜了許多背離佛陀本懷的內容」，以致造成社會大眾

對佛教的誤解和扭曲。在〈佛法真義．序〉中，星雲大師以三鳥飛

空、三獸渡河，譬喻眾生對佛法的認識，由於深者見深，淺著見淺，

使得佛法的傳播偏離了普照世間的佛陀本懷，這都是因為「眾生因

信仰、根性的層次不同，對識見的深、淺必定有所分別，不要執著

自以為是」。14 由於眾生識見的深淺認知不同，完整把握佛陀根本

教義的內容、原則和精神，就顯得格外重要。

佛教二千多年的歷史，由於時空、地理、文化、語言、風俗的

不同，成立了各種佛教文獻與詮釋理論，三藏十二部經的文字般若，

在世界各地展開對話傳播佛教。而依據聖言量―佛說的，以「佛」

及佛說的「法」為主，來認識佛陀和了解佛陀所說的內容，是高僧

大德們說法論述的依據，星雲大師在〈釋迦牟尼佛傳．初版自序〉

中提到：「知道佛陀，才能認識佛教！佛教是什麼？從救世主佛陀

的言行中才可以大概的知道。」15 因此，佛陀說法的方式、說法的

內容，都值得我們再來探究、反思。《長阿含．清淨經》指出︰

如來於彼過去事，若在目前，無不知見；於未來世，生於

道智。過去世事虛妄、不實、不足喜樂、無所利益，佛則

不記；或過去事有實、無可喜樂、無所利益，佛亦不記；

13. 星雲大師：〈序〉，《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 5 月，
頁 7。

14. 同註 12，頁 26。

15. 星雲大師：〈自序〉，《釋迦牟尼佛傳》，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年 1 月，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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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過去事有實、可樂，而無利益，佛亦不記；若過去事有

實、可樂、有所利益，如來盡知，然後記之。未來、現在

亦復如是。16

佛陀不說虛妄、不實、不歡喜、無利益於人的語言；佛陀說法

的本懷具備「真實、歡喜、利益他人」三種條件，過去、現在、未

來都是為了示教利喜而說法，如《大智度論》云：「復次，如《釋

提桓因得道經》，佛告憍尸迦：『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皆出

我法中。』」17

星雲大師的《佛法真義》以佛教根本教義苦、空、無常、無我

的思想，揭櫫佛陀說法是為了示教利喜，幫助眾生離苦得樂，證得

「現法樂、後世樂、究竟樂」18 的本懷。星雲大師認為：「佛教為

什麼說苦？是為了追求幸福快樂；苦是人間的現實，但非我們的目

的，佛教的目的是要脫苦，尋求快樂。」19 他在《佛法真義》中指出：

佛陀講的根本佛法―苦，是激勵我們要能吃苦，有刻苦

的精神，所以要用苦行來砥礪自己。因為苦能增上、能堅

強，就等於讀書人，也要十載寒窗才能金榜題名；因此，

苦，對我們人生是有意義的，也就是所謂「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16. 《大正藏》第 1 冊，頁 75bc。
17. 《大正藏》第 25 冊，頁 66b。

18. 程恭讓：〈佛陀教法思想之根本宗旨是現法樂、後世樂、究竟樂之辯證統一―
《雜阿含經》義理辯證之一〉，收入程恭讓、釋妙凡主編：《二○一六．人
間佛教高峰論壇．人間佛教的共識》，高雄：佛光文化，2017 年 10 月，頁
277。

19. 星雲大師：〈如何建設現代佛教〉，《佛教叢書 10．人間佛教》，高雄：佛
光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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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的佛教徒見到人就喊：「苦啊，苦啊！不要活

了，趕快往生，趕快求來生吧！」失去了佛陀講苦，進而超

越苦、解脫苦的意義。這些不都是一種錯誤的示範嗎？ 20

苦樂是一體兩面，煩惱即菩提，苦是心志的鍛鍊，是一個人成

長、增上的基石，把苦當成資糧、養分，面對它，接受它，化解它，

必能更上層樓。而對於一般人最容易誤解的「空」，大師則以「空

有不二」、「真空生妙有」來闡述佛教緣起性空積極性、創造性的

中道的妙義：

像佛法裡一個「空」字，千百年來，讓社會上的人士認為

佛教「四大皆空」，就是空空如也，什麼都不要、什麼都

沒有了，這種斷滅見，我們傳教的法師，講這樣無知的道

理，能讓人家增加信仰嗎？

20.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27。

所謂「真空生妙有」，空不是沒有，而是有積極性、建設性和成就性的。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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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有建設性的，空了才會有。好比，沒有空的房間，

你睡在哪裡？沒有空的辦公桌，你怎麼可以做事？沒有空

地，你怎麼來建房子？你口袋不空，錢財放在哪裡？你腸

胃不空，又怎麼能活下去？「空」，太好了、太妙了，為

什麼要把「空」講得都沒有了呢？空，不但不是沒有，它

是有積極性、有建設性、有成就性的。21

如果只是負面的認識苦，便會產生逃避、厭世的念頭；如果

覺得人生到頭一場空，就會消極、悲觀，不求進步；只有改變錯誤，

探究佛法的真義，才能還給佛教的本來面目。星雲大師表示：「我

們辜負了佛法的真義，我們錯位了佛陀的苦心。所以，對於這些

佛法的真義，我們不能不重新的來加以探究、加以宣揚。佛教兩

千多年來，由於個人的私見、個人的繆誤、個人的迷信，通通都

借用『佛說』的名義，讓佛陀承擔了這許多的邪見、虛妄，實在違

背了佛陀的本懷。」22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觀念影響行為，八正

道首要即為「正見」，佛陀本懷的教義詮釋原則和方向，影響佛教

興亡至關重要，有鑑於此，大師在〈佛法真義．自序〉中指出，佛

教有必要再做一個結集，以正本清源，佛教的流傳才會具備普及性

和未來性：「本書收羅了逾三百個主題，這只是平時所遇偶感，其

實佛教的問題，豈止於這麼簡單。希望有志者，來為佛教重新做一

次結集，正本清源，讓佛陀真正的教化，普現在人間。」23　

如《雜阿含》云：「住於自洲，住於自依；住於法洲，住於法依；

21.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28。

22. 同註 21，頁 26。

23. 同註 21，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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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異洲不異依。比丘！當正觀察，住自洲自依，法洲法依，不異

洲不異依。」24「佛說的」精神及要義，有四點：一、內容要依據

佛陀所說的聖言量。二、說法的詮釋要具備積極、向上，給人歡喜、

光明。三、給人接受，有佛法就有辦法，啟發人人自覺行佛。四、

生活即修行的不二法門。在佛法教義的詮釋上，彰顯佛陀示教利喜

的本懷，將佛法的美好、希望帶給人間，啟發人生，回到自我承擔，

服務奉獻，不要寄望他力來解決問題，建設一個「佛說的，人要的，

淨化的，善美的」人間淨土。

三、以原始佛教教義為根本，以大乘佛教思想為指標

《佛法真義》的內容，對於「佛說的」根本教義，如皈依三

寶、受持五戒、六度、慈悲、苦、空、無常、無我、中道、四聖諦、

十二因緣、六度、四無量心等主題作論述，這些都是原始佛教、大

乘佛教的重要思想教義。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星雲大師依著佛教根

本教義「苦、空、無常、無我」，融合大乘佛教來說明佛法的精神，

立基於傳統，又與時俱進；勇於創新，又固本根源，重視傳統價值。

在〈四聖諦〉一文中，大師融合了四諦苦集滅道與悲智願行的四大

菩薩及四弘誓願的思想教義，他說：

佛教的四大菩薩可說是四聖諦「苦集」的解決者，也是「滅

道」的完成者。例如：觀音菩薩因慈悲，遊化諸方國土，

見到眾生受三毒、七難的苦，即尋聲救苦，就是實踐「眾

生無邊誓願度」的大願。

地藏菩薩以大願力，發心到地獄度眾生；其地獄的痛苦，

24. 與本經相對應的是南傳《相應部》的《自洲自依經》。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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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貪、瞋、痴、慢等聚集，而產生痛苦，地藏王菩薩發

願予以救助，讓地獄有了佛日的光輝，所以是「煩惱無盡

誓願斷」。

文殊菩薩因為有大智慧，具足種種不可思議功德，讓人從

迷取覺、從苦得樂，給予種種的方便、所學，所以是「法

門無量誓願學」。

普賢菩薩因為有大行力，鼓勵對人格的尊重，要讚美他人

的美德，有施捨眾生歡喜、慚愧自謙的實力，所以他能導

萬行而歸淨土，讓所有苦難的眾生都能得救，這就是「佛

道無上誓願成」。25

25. 星雲大師：〈四聖諦〉，《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90-91。

四大菩薩分別代表悲智願行四大德行，左起：大悲觀音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智
文殊菩薩、大願地藏菩薩。（李唐 /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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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聖 諦 苦（果） 集（因） 滅（果） 道（因）

四大菩薩
慈悲 大願 實踐 智慧

觀世音菩薩 地藏菩薩 普賢菩薩 文殊菩薩

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

誓願度

煩惱無盡

誓願斷

佛道無上

誓願成

法門無量

誓願學

正如《菩薩瓔珞本業經》云：「所謂四弘誓願，未度苦諦令

度苦諦，未解集諦令解集諦，未安道諦令安道諦，未得涅槃令得涅

槃。」26 星雲大師對「四聖諦」的詮釋，從苦集滅道到悲智願行，

從原始佛教的根本教義到大乘佛教的理論思想，並融會四大菩薩的

信仰意義，展現了積極、匯通、圓融、超越的菩薩道思想。

眾生依照不同的根機、修學法門，證道的果位有所不同，一般

可分為菩薩道和解脫道，亦即俗稱的大乘、二乘之別，但事實上，

菩薩道也是解脫道，菩薩道重視自己的解脫，也重視他人的解脫，

對於「解脫道」的真義，星雲大師認為：

其實，認真說起來，並沒有什麼人束縛你，可以說，都是

自己束縛自己。自己束縛自己的是什麼呢？比方名枷利鎖，

名和利就像杻械枷鎖般束縛了我們，或者是貪、瞋、嫉妒、

忿恨；這就等於吊掛在梁上，需要人解救，才能脫離束縛，

才能獲得解脫。但是，現在並沒有人把你懸吊在梁上，也

沒有人給你杻械枷鎖，你還是要求解脫，可見得在精神上、

思想上、你的心靈上，有一些看不見的東西，把你束縛了。

例如榮華富貴，例如不公不義，例如委屈不平，例如自己

的畏懼、嫉妒，心中種種的無明煩惱都束縛了自己；但是，

26. 《大正藏》第 24 冊，頁 1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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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要求助於人，別人也不能幫助你內心的解脫。所以，

怎麼樣解脫？還是要靠自己。

所謂解脫，只要自己把貪欲變成布施喜捨，你不是從貪欲

裡面解脫了嗎？你生氣忿怒，假如能轉為心平氣和，不起

瞋心、忿怒，你不是當下就解脫了嗎？假如你這時候內心

的無明、怨恨，自己可以用佛法智慧，把心上的這些塵埃

拂拭，你不就解脫了嗎？ 27

大師首先釐清束縛、掛礙的來源「都是自己束縛自己」，是什

麼東西束縛住我們的心呢？「名、利、貪、瞋、嫉妒、忿恨」如枷

鎖般的綑綁住我們，使得我們痛苦、難受，但究竟原因，沒有人綁

住我們，尋找解脫必須靠自己在「精神上、思想上、你的心靈上」

下功夫，「把貪欲變成布施喜捨，你不是從貪欲裡面解脫了嗎？你

生氣忿怒，假如能轉為心平氣和，不起瞋心、忿怒，你不是當下就

解脫了嗎？」只有依靠佛法智慧，才能轉化我們的煩惱塵埃。

星雲大師認為佛法的本質及意義，「就是以佛法來美化人間，

也就是把佛陀對人間的教化、開示，落實在生活裡，透過對佛法的

理解與實踐，增加人間的幸福、快樂及美滿。舉凡佛說的三皈五戒、

四攝六度、四無量心、緣起中道、無常苦空、五停心觀、三十七道

品等，皆有助於提升人性之淨化及善美的本質，就是我們人生所需

要的教理，也是人間佛教所要弘揚的佛法」。28 因此，不管佛教在

哪個階段的傳播，都在「提升人性之淨化及善美的本質」，只要做

到這些，就能增進「人間的幸福、快樂及美滿」。

27. 星雲大師：〈解脫道〉，《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117-118。

2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下）〉，《普門學報》第 39 期，高雄：普
門學報社，2007 年 5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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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星雲大師融通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教義共有三點：一、圓

融五乘佛法，重視知行合一。二、展現佛性的能量與動力，不受約

定俗成的觀念左右。三、有別於過去消極的解釋法義，以積極、樂

觀的語言文字，詮釋佛法大義「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如大師所言：「人間佛教就是佛教，不要沉湎於過去

傳統的、消極的、偏差的、曲解的佛教，今天我們倡導人間佛教，

就是要把佛教還給它原來真實的面目：一個積極（走向人間）的佛

教、超越（自我提升）的佛教、自我圓滿（解脫）的佛教。」29

四、自覺於緣起之間，善巧方便詮釋經典

佛教三藏十二部經，在讓人歎為觀止的同時，如何讓經典走入

每一個人的生命，具備指導我們的生活可以更幸福、生命可以更圓

滿、生死可以更自在的首要條件是，要能給人懂、給人接受，如

《毗尼母經》卷 4 云：「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雖質樸不失其義，

令人受解為要。」30 然而大部分的經論，一來礙於文言文不易讀懂；

二來名相解釋名相，難以理解；三來消極的解說，讓人不喜親近。

如何自覺性的在「變與不變」中，依著緣起脈絡，善巧方便的詮釋

佛法，讓「經典重生」，是為大哉問！

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緣起法則中，大師認為，佛

教的弘揚，必須隨順世間「此有」的事實，「故」要重視應有的應

變及調整，佛教才能給人接受，立足社會，成就好的「彼有」，回

歸人間，大師說：

2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根本教義〉，《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138。

30. 《大正藏》第 24 冊，頁 8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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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弘揚人間佛教，應該著重在宣說佛陀證悟開示的真理，

如緣起、中道、因果、業報，乃至無常、苦空等人間所需

要的義理。尤其要能把握佛陀化世的精神與特質，如人間

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時代性等。甚至

我常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

的」，我們要確實把握這些原則與方向去推動、發展，而

不是只在一些旁枝末節的生活儀軌上計較，徒然造成佛教

徒之間的互相批評、指責，甚至彼此排斥、毀謗，這都是

在分裂佛教。31

此文中，大師提出三個要點「著重在宣說佛陀證悟開示的真

理」，並且重視佛陀化世善巧方便的精神與特質，如「人間性、生

活性、利他性、喜樂性、普濟性、時代性等」，對於「一些旁枝末

節的生活儀軌」不要計較，因為這會使得佛教互相批評、指責、毀

謗，分裂佛教，只要能注意以上這些條件，佛教就能以老幹新枝的

樣貌，展現其欣欣向榮的全面開展。《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記載，

佛陀對弟子們講道：「雖是我所制，而於餘方不以為清淨者，皆不

應用；雖非我所制，而於餘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32

大乘佛教依據佛陀的精神，發展出「隨方毗尼」，依照佛教傳

播地域的不同，以及當地風俗民情之需要，對戒律有所斟酌取捨。

佛教東傳以後，中國祖師大德以清規代替了戒律，大師認為，這是

佛教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他在〈以清規代替戒律〉中說：  

其實，佛教應該重視根本大戒的行持，對於小小戒，如佛

31. 星雲大師：〈總說〉，《人間佛教佛陀本懷》，頁 75-76。

32. 《大正藏》第 22 冊，頁 1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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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所說，要隨時代精神、社

會風俗，進而「隨開隨遮」；

可是後代一些守舊人士，卻以

「佛已制戒，不可更改；佛未

制戒，不可增加」為理由，阻

礙了佛教的創新發展，分裂了

佛教的團結力量。

以祖師立清規為鏡，我在開山

之初，也恪遵佛制，根據六和

敬、戒律、叢林清規，為佛光

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

種制度，例如人事管理訂定：

「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

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

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等寺務運作的準則。

戒律是給人自由的，希望佛教界的大家能擴大心胸，從積

極面來認識佛法戒律，才不會辜負佛陀制戒的圓融與隨機

方便的慈悲本懷。現代的僧團，也應以健全的清規、制度，

讓佛教的正法永續光大、發展。33

戒律是給人身心自由的，大師認為，隨著時代不同的因緣條件，

在重視大戒的根本上，戒律要保持其「隨開隨遮」的彈性，不同時

空，要以佛制的原則和隨機的方便，建立清規、制度，讓現代的僧

33. 星雲大師：〈以清規代替戒律〉，《星雲大師全集 18．佛法真義 3》，頁
208。

2006年6月出版的《佛光山徒眾手冊》
（後更名「佛光山清規」），內容分
為四大單元：宗門清規、宗史、宗風、
開山大師語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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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維持清淨和樂（安內）的同時，又達到弘傳正法（攘外）的目的。

在信仰的層面上，大師以「觀世音菩薩」為例：

身處人世間，我們應該如何學習做一個觀世音菩薩？比方

說：要慈眼視眾生，當你看到不喜、不悅的人或事，不要

怒目對待，要以慈眼去面對。再者，觀世音菩薩修耳根圓

通，「聞」是對世間聲音的接收，接收後要善聽，不論是

惡聲、大聲、怪聲、吵聲、罵聲，都要像觀世音菩薩，化

一切音聲為梵音、清淨音，更要將別人對我們的惡言、惡

語，聽成是善意的讚美、激勵。會講話的人，都是講一些

讓人聽了歡喜的話，所以我們要學觀世音菩薩多說柔軟語、

慈悲語、歡喜語，具有佛法的言語。34

我們習慣一味的向佛菩薩祈求，大師則從觀音菩薩的慈悲特

質，引導我們對自身要有所期許和提升，要學習觀音菩薩的慈悲，

將世間的一切音聲化為「梵音、清淨音」，給人歡喜，多說「柔軟

語、慈悲語、歡喜語」，所謂「求觀音、拜觀音，不如自己做觀

音」，將信仰的意義回歸到自身智慧和慈悲的開發。

而在教義上，「無我」一詞，向來令人難以理解或錯解，從人

無我到法無我，從我執到我所執，從人空到法空，明明有一個我，

為什麼又說無我？一般人常誤以為「無我」，是說現在這個「我」

是沒有的、空無的；事實上，佛教的「無我觀」的「我」是變化的，

在我們一生的歲月裡，時時刻刻都在變化著，了解其中因緣變化，

就能無限擴大，去除自私自利。大師說：

34. 星雲大師：〈觀音〉，《星雲大師全集 18．佛法真義 3》，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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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也不是說什麼都沒有，而是指能苦能樂、能多能

少、能大能小、能早能晚，無所不能、無所不是的我，這

就叫做「無我」。……因為「無我」，所以「我」不是受

神明所控制，不是上帝創造，我可以自我改變、自我修正，

自己可以做自己的醫師，做自己的雕刻師，做自己的畫家；

要想把自己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可以自己做主。

也正因為人生不一定隨著「我」而改變，而是可以透過現

在的「我」改變未來的「我」，所以「無我」的真義蘊含

無限價值，因為懂得「無我」，才能去除自私自利；也因

為明白「無我」的意義，當我們面對人生各種困難，也才

能生起超越的心態。35

大師從緣起性空詮釋「無我」的無限可能，因為無我，生命不

會定型，只要努力，就可以改變、創造，「可以是醫師、雕刻師、

畫家……可以自己做主」，「無我」因此蘊涵「無限」的價值；而

因為懂得無我，才能去除自私自利，面對困難才能生起超越的心

態。

大師以「自依止，法依止」為軸心，展開人與經典之間的互相

激盪，將深奧的佛理，以深入淺出的語言文字，給人接受，給人領

悟，啟發了生命，豐富了生活，和諧了社會。就像郭朝順教授認為

的：「生命與經典之間的交映，既為了擴大自身的生命經驗的內容

與深度，同時也為了使經典的內涵，透過理解與詮釋活動，得以令

經典呈現活生生的意義與價值，促成意義與理解的流動。一旦經典

不再有人閱讀與理解，經典便只是無生命的材料，故經典是藉由閱

35. 星雲大師：〈無我〉，《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80-81。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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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與理解活動而重新再生。」36

星雲大師詮釋佛法，自覺性的在緣起之間，善巧方便的詮釋經

典，隨著人、事、時、地、物的變化，恰好充分的展現了「依義不

依語，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的精神，可

以說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讓經典的意義和智慧得以重新普照人

間，而不再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如程恭讓教授所言：「人間佛

教是佛教歷史與現實中的重要現象，人類未來佛教的重要現象，創

造性地詮釋了深刻而新鮮的佛教的理念、思想、學術、文化，以無

比震撼的力量讓古老的佛教精神復活，讓佛教在現代社會煥發出幾

乎使人意想不到的嶄新的智慧光芒。」37 　 

五、與時俱進，勇於面對社會議題

佛教自傳來中國，便與儒、道交融，成為屬於自己特色的中國

佛教，雖有隋唐時代的宗派成立，但到了禪淨共主的宋元明清，大

部分民眾對教義的認知，常常只憑隻字片語人云亦云，再加上佛教

染上神鬼的色彩，信仰者以功利之心念佛、拜佛、誦經，希望可以

求得現世安樂，來世富足，錯解佛教因果，使得佛教形象淪為落後、

迷信的信仰。

星雲大師在〈佛法真義．序〉指出：「對於佛教一些錯誤的說

法，失去了本來的真義，總要提出來做一些修正，體會佛陀的心懷

是什麼。好比，不當的放生，反而成了殺生的愚行；例如求長壽的

36. 郭朝順：〈人間佛教的「人間性」與經典詮釋之間〉，《人間佛教的社會向度》，
高雄：佛光文化、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8 年 10 月，頁 258。

37. 程恭讓、釋妙凡主編：〈在新的歷史高度再思考、再出發〉，《二○一七．人
間佛教高峰論壇．人間佛教的體認》，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 8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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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放生，就讓人來捕魚、捉鳥，捉放之間不知死了多少，這樣怎

麼會長壽呢？對因果沒有正確的了解，吃素只為了要身體健康，拜

佛是為了要發財，這都是違背了因果。發財有發財的因果，健康有

健康的因果，信仰有信仰的因果，種瓜怎麼要求得豆，種豆怎麼要

求長瓜呢？」38 在《佛法真義》中，對於這些民間一般習俗、信仰，

似是而非的觀念，大師也著墨許多，例如〈放生與放死〉：

我們常見一些佛教徒喜歡在法會中「放生」，藉此功德祈

福消災，但往往因為「放生」不當反而造成「放死」。……

現在很多人募款放生，卻從中謀利，那是招搖撞騙，不是

真的放生。許多人更是不了解生態環保與物種平衡，到處

放生反而是破壞大自然生態平衡，遭來各界對佛教強烈的

批評。我們與其要放生，不如更積極的護生。比如：不鞭

笞牛馬、不彈射鳥雀、不垂釣魚蝦等……

總之，放生要隨緣行之，不要刻意放生。比放生更重要的，

是要能護生；而護生最大的意義是「放人」一條生路。這

個世界到處充斥著人與人鬥爭、人與人彼此較量，因此真

正的放生是：當一個人失意時，給予他正面的鼓勵、開導，

給人方便、給人救濟、給人善因好緣、助成別人的好事等

等。

由於許多人想求功德，做了許多不當的放生，如此反而是放死，

除了讓不法的商人從中謀利，也破壞了大自然生態的平衡。那要如

何放生？應該隨緣行之，不要刻意；而比放生更重要的則是平常生

38.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29-30。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　　　　　》學報‧藝文│第十九期

90

活中的護生，「不鞭笞牛馬、不彈射鳥雀、不垂釣魚蝦」，而在最

大意義上則是「放人」一條生路，在人們失意困難時，給人善因好

緣，助人度過難關，這才是真正的放生。

另外，平常過年到寺院消災祈福，一般信眾最熱衷搶頭香與撞

頭鐘、頭鼓，大師對此也有看法：

燒香是一種恭敬，你有你的頭香、頭鐘，我也有我的頭香、

頭鐘，與別人沒有關係。你在正月初一燒頭香，我到三月

十五才有時間燒香，那也是我的頭香。頭香並不特定在哪

一天、哪個時間燒，比如，世界各地的時間都不同，如在

台灣是清晨，在洛杉磯則是傍晚，那麼全世界有一、兩百

個國家，寺廟這麼多，信徒這麼多，哪一個人燒的香才是

頭香？哪一個人撞的鐘才是頭鐘？哪一個人擊的鼓才是頭

鼓呢？……

每一個人在新年伊始到寺廟上的第一炷香就是頭香。（陳樂賢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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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給人方便的。所以，過年到了，大家燒一炷香，那

個年香就是頭香。我們的心不要給時空、地理錯亂了，燒

頭香是沒有時間標準的。所以說，燒香、敬佛，不可以用

世俗之心與聖者接觸；只要你心意真誠，任何地方、任何

時刻，即使是在家中的佛堂，獻上心香一瓣，也可稱為「燒

頭香」，就是到寺院裡敲鐘、擊鼓亦是如此。

我認為宗教不可以走向商業化，不能買賣，宗教是純粹的

信仰，宗教是神聖的。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年當中到寺廟插

的第一炷香就是頭香，敲的第一鎚鐘就是頭鐘，擊的第一

陣鼓就是頭鼓，如此才符合佛法平等的意義。39

大師首先說明頭香的定義：「燒香是一種恭敬，你有你的頭香、

頭鐘，我也有我的頭香、頭鐘，與別人沒有關係。」全世界的時間

都不同，「過年到了，大家燒一炷香，那個年香就是頭香。我們的

心不要給時空、地理錯亂了，燒頭香是沒有時間標準的」，讓宗教

回歸到純粹的信仰，不要商業化，只要心意真誠，每一支香都是頭

香，如此「才符合佛法平等的意義」。

大師在〈佛法真義．序〉中也指出，只一味的祈求，不重視行

為的落實，又如何符合「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法則呢？「不

如法的撞頭鐘、燒頭香，假借這許多迷信來招謠撞騙，殊不知，鐘

聲是警醒之用，不是要錢的；燒香是敬佛之意，不是買賣的。求籤、

問卜、斷人的吉凶，不重視行佛，只重視祈求，這怎麼符合因果

呢？」40 由於人性的急功好利，貪生怕死的心態，讓有心人假佛教

39. 星雲大師：〈頭香與頭鐘、頭鼓〉，《星雲大師全集 18．佛法真義 3》，頁
47。

40. 星雲大師：〈自序〉，《星雲大師全集 16．佛法真義 1》，頁 30。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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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趁隙而入。

星雲大師面對社會議題的態度，有三個重點：一、凡事要符合

因果，要考慮前後關係，整體因緣。二、佛教要回歸人間，就要打

開佛教通往社會的道路，要勇於面對社會上各種似是而非的議題，

以佛法的思想回應，引領提升社會大眾的思想。三、所有外在的行

為，要回歸到人與自心、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在

《佛法真義》中，對於嚴重影響我們行為的一些觀點，如鬼、神明、

器官捐贈、八敬法、耶輸免難消災障等，本書均有論述，大師藉此

讓社會大眾對佛教有正確的認識，引導人心向上、向善，開啟佛教

給社會大眾認同、接受的因緣，也發揮佛教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同

樣的，佛教如果回避人類生存的現實需求，便無法走入人心，走入

社會。

六、跨越性別、僧信、宗教，建立同體共生的平等觀

佛陀證悟緣起法，說明宇宙人生的一切，都是因緣互相成就，

彼此相關，並主張眾生皆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平等思想，如《華

嚴經》云：「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

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41 心、佛、

眾生等無差別，平等，是佛教的立場，也是人類普世的價值，共尊、

共榮才能創造世界和平。 　

星雲大師在〈男女平等〉一文中，就提到人我之間「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彼此相依，共生共存的。能明白此中道理，才能從差別、

矛盾中取得平等。例如，人類有智愚、有胖瘦、有貧富、有貴賤的

差別，但是仔細研究，在人格本性上，人人具有的佛性，都是平等

41. 《大正藏》第 10 冊，頁 27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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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的」。42

佛教平等的議題，包含生佛平等、男女平等、僧信平等、宗教

平等……，平等才有和平，平等的落實也關乎佛教未來的發展，程

恭讓教授認為：「性別問題、僧信問題，是現代人間佛教著力思考

並合理化的兩大重要問題，也是迄今為止的佛教僧團遠未在理論上

徹底釐清的敏感話題。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這兩個問題上能

否運用理性，能否合理化，將決定佛教慧命的未來。」43 事實上，

平等不僅是佛教的主張，也是普世追求的價值。

平等，已經成為佛光山的生活文化，僧眾日常的五堂功課，如

上殿、過堂、開會等，都是男女兩序大眾並列，男眾在東單，女眾

在西單；出家僧眾可以弘法護法，在家信眾也可以護法弘法。佛光

山和佛光會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僧信、男女平等的落實，不僅

增加佛教的信仰人口，也擴大了佛教弘法的隊伍。

而在宗教和平上，大師更是極力倡導尊重與包容，每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在佛陀紀念館舉辦的「神明聯誼會」，旨在促進宗教之

間的交流與互相學習，各宗教進而將所見所聞，發揮於各個地區。

星雲大師在〈天地人〉中，提出對於宗教平等的看法：

天、地、人是自然的一切，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

道，各有所道，應該彼此各有因緣，各有依靠。過去中國

人說「靠天吃飯」，其實我們不只靠天，也靠大地供應萬

物，天地之外，生活各方面須仰仗各行各業的幫助。比如，

42. 星雲大師：〈男女平等〉，《星雲大師全集 17．佛法真義 2》，頁 37。

43. 程恭讓：〈從《貧僧有話要說》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最近期論定學說〉，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1 期，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2016 年 1 月 16 日，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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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工人織布，才有衣服可穿；要靠農夫種植耕作，才有

食物可吃。日常所需，我們都要依靠他人的辛勞，才能存

活下來。由於天、地、人相互的因緣，人類才能永續存在

世間。……

要把天、地、人融入到我們的心裡。如，有天的心包太虛、

對人的寬容，有地承載萬物的敦厚，有仁慈、愛人的和諧。

天地人這一切都是我們心裡的世界，都與自己息息相關，

如此擴大自我渺小的生命，自然能頂天立地，繼往開來；

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對人、對事也會保有仁慈之心。天、

地、人的精神是我們的老師，值得我們效法、學習。44

我人生命的存在是靠「天、地、人相互的因緣」，大師除了

要我們感念眾緣成就之外，也指出「要把天、地、人融入到我們

的心裡。如，有天的心包太虛、對人的寬容，有地承載萬物的敦

厚，有仁慈、愛人的和諧」。大師論議天地或宗教等各種議題，

均以吾心作為中心展開，也以吾心作為歸宿回向，世間萬象雖有

各種不同的差異，卻都是生命共體，在平等共識下，大師倡導尊

重與包容，「心佛眾生，等我差別」，不用比誰大誰小，男女平

等、僧信平等、宗教平等。在〈宗教三寶―各有各的爸爸〉中，

大師也表示：

我主張「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在「同」的裡面，宗教

的目標一致，都是勸人向善；但是「同」中也有「不同」，

各個宗教各有教義，彼此說法也有不同。如同你要到台北，

44. 星雲大師著，〈天地人〉，《星雲大師全集 17．佛法真義 2》，頁 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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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不論坐飛機、高鐵、火車、汽

車，都能抵達，但功能性不同，宗教也是一樣。

現在的人很習慣將一切分作「二分法」；好的壞的，真的假

的，善的惡的，喜歡不喜歡……，但這樣的分法，容易導

致分裂，不能和諧。像過去佛教的天台宗、華嚴宗講究「判

教」，但我對各種宗教的看法，覺得不應該去分誰大、誰

小、誰高、誰低，彼此各有所專。就像兒童文學、青年文

學、婦女文學，不必去分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各有特

色。最好就是建立「能分能合」的宗教觀，才合乎中道。45

45. 星雲大師著，〈宗教三寶―各有各的爸爸〉，《星雲大師全集 17．佛法真
義 2》，頁 166。

宗教聯誼會在佛陀紀念館大覺堂盛大展開，各宗教代表同聲肯定此盛會和諧包容，
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徐世經 / 攝）

星雲大師《佛法真義》詮釋的六個理念



《　　　　　》學報‧藝文│第十九期

96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每個人對信仰的需求也不同，星雲大師

認為，每個宗教的「功能性不同」，只要能夠勸人向善，安撫人心，

就不要去分誰大、誰小、誰高、誰低，這樣會導致磨擦紛爭，不能

和諧，就像「兒童文學、青年文學、婦女文學，不必去分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各有特色。最好就是建立『能分能合』的宗教觀，才

合乎中道」。大家各信各的，不要分別、不要對立，彼此尊重與包

容，互相學習，在社會每個角落淨化人心，就像燈光一樣，這個也

亮，那個也亮，彼此光光無礙，何其美好，正所謂「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小結大師對平等的看法，有二點：一、在平等的前提之下，尊

重各別差異，「同中存異，異中不必求同」。二、世間萬象，千變

萬變，始終一心，有容乃大。平等有多重要？世界上凡是偉大的人

事物，都懂得「平等」，例如太陽普照萬物，大地普載一切，流水

普潤眾生，空氣普供的大眾呼吸，所以每個人都要讓自己「偉大」

起來，也就是要有「平等心」。46 在《佛法真義》中，關於平等的

文章，如〈男女平等〉、〈平等的重要〉、〈白衣上座是末法時代

嗎？〉，都是相關這方面的議題。

結語

《佛法真義》是星雲大師透過文字般若展現「佛說的，人要的，

淨化的，善美的」詮釋學說，以眾生平等為基石，以緣起性空為經

緯，以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懷為導航，以善巧方便為方法，以淨化人

心為歸趣。四川大學的陳兵教授認為，星雲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

46. 星雲大師於印度安德省「佛教論壇」的發言，2006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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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明清佛教非人間化的傾向：「將對人間的厭離轉為對人間的關

注、改良、淨化、建設、莊嚴。對於人們的需求，應予隨順，令其

獲得佛經所說的『現法安現法樂』。」47 創造歡喜快樂，如此的信

仰才有價值。

佛教的義理浩瀚艱深，跟隨星雲大師逾一甲子的慈惠法師提到，

大師常說，他一生中最辛苦的就是要「給人懂」：「這個『懂』字，

以佛法來講，『懂』，就是契理、契機。」48 李中和教授則認為：「星

雲大師因對人性的了解，講的都是心裡的話，他替眾生鋪了一條與

佛溝通的橋樑。」49 

307 篇的《佛法真義》，在此論文中無法一一論述，僅提出六

點特質來論述星雲大師詮釋佛法的精神；透過《佛法真義》，讓我

們對佛法有著正面意義的認識，讓佛教在我們的生活、生命中發揮

淨化人心、和諧社會的作用，正如南京大學賴永海教授所言，星雲

大師的演講和解答問題「無處不充滿著人生的哲理和佛法的智慧，

這是人類思想史上一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認真去挖掘

和總結，讓更多的人了解，讓更多的人來分享」。50

47. 陳兵：〈正法重輝的曙光―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2001 年佛學研
究論文集―人間佛教》，高雄：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10 月，
頁 76。

48. 慈惠法師：〈告訴你佛光山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座談會總結講話〉，程
恭讓、釋妙凡主編：《二○一四．人間佛教高峰論壇．宗要》，高雄：佛光文化，
2015 年，頁 11-12。

49. 星雲大師：〈感動的修行〉，《星雲日記 25》，1997 年 8 月，頁 141。

50. 賴永海：〈星雲大師與現當代人間佛教〉，《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上，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 8 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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