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禪話》之佛光人間生活禪內涵及實踐
李芝瑩*
摘要
本文以 1987 年《星雲禪話》版本為主要研究對象，分從「佛法在世間：
《星
雲禪話》的人間佛教內涵」、「不離世間覺：《星雲禪話》所呈現的生活實踐」兩
個面向分別論述之。在人間佛教內涵中，本文從「傳播的普濟性」說明星雲大師
因應閱聽者所需，透過傳播媒體的推動，將禪帶入每個人的家庭裏，落實於生活
之中，以達成人間佛教的普濟性。而禪法的人間性，則分從「心懷眾生」及「自
悟度他」兩點分做論述，認為星雲大師所主張，學佛參禪者需心懷眾生之苦，乃
是依循菩薩道的思想而行，實直探人間佛教的佛陀本懷。在生活實踐部分，則分
從「規律、簡樸、惜福的用心實踐」
、
「生活、生趣、生機的權變妙用」兩個面向，
探究依戒生活、知足澹泊乃是實踐生活禪法的要旨。而禪師的立破善巧，所引導
眾生見性成佛並能濟眾渡眾，可見諸禪法運用的權變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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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為臨濟宗門下第四十八代弟子，秉持「人間佛教」
的思想理念及精神，持續致力於佛教之教育、文化、慈善、修持等佛法之弘揚，
與利生事業的推展。而身為臨濟宗法脈的一支，星雲大師在推動禪修及禪法上亦
不遣餘力，佛光山在禪堂禪風、行事規矩等，雖承襲自傳統的禪林風光，但做為
一處僧信四眾與社會大眾皆可親近參修的叢林道場，其禪法和禪風亦有別於傳
統。
一如《佛光山禪堂規約》所載：「為了提倡禪修風氣，推動心靈環保，接引
禪子體會人間佛教禪風，令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再創禪門黃金時代。本堂（佛
光山禪堂）也依佛陀菩薩道的思想，秉持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精神，
具體提出一種能治療現代『社會疾病』…利、野心、奢侈、價值觀混淆等，以及
適合各種人修持，又能照顧到人性生理與內在需求的禪法，取名為『佛光人間生
活禪』，簡稱『佛光禪』」。1也就是，「佛光人間生活禪」的禪風乃是以人間佛教
為核心內涵，其目標在令禪子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而其禪法是適合各種人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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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兼顧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者。可以說，「佛光人間生活禪」蘊含星雲大師的人
間佛教理念，依循中國禪宗「佛法世間覺」的生活實踐。
關於星雲大師禪法及佛光禪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如早期麻天祥在〈星雲對
臨濟禪的詮釋〉一文中，主張星雲大師是全面實踐人間佛教的第一人，而其立基
於對釋迦本懷的依循及臨濟禪以「喝」的家風，釐清所謂三玄、三要、四料簡、
四照用乃是接引學人抵成佛目標的方法，其法乃可變通權宜而非一成不變。依此，
星雲大師實現對臨濟禪綜合與創新的詮釋。2
而學愚則在〈星雲禪與人間佛教〉一文中指出，星雲禪就是大師對佛法的體
悟，及其化現而生的弘法實踐，文中指出星雲大師乃承自佛陀，通過禪的智慧，
展現星雲禪做為人間佛教的應世方法，並提出「禪政治」說明大師乃以此禪法來
面對、關心、指導與人民幸福相關的政治。3
林佩瑩以〈星雲大師的實修觀念與禪宗思想史脈絡─從早期禪宗與《楞伽經》
的象徵性意涵談起〉一文從禪宗思想史的脈絡中探討，認為星雲大師的禪觀符合
早期以《楞伽經》為核心的禪宗傳統，並結合菩薩行者的思想，融合淨土、戒律
等，以此創新並圓融《楞伽經》的教義。4。
陳永革則以人文傳統進路探究佛光禪，他認為星雲大師的「佛光禪」乃結合
生活與禪法，因應當代社會、知識之現況，並能在禪法普及的廣度及修學的技巧
方面彰顯佛教的人文特質。5張仲娟在〈星雲大師禪思想探析〉文中主張星雲大
師的禪法有其現代的詮釋，其以原始佛教義理為指導，以現實生活為道場，以提
升境界為目標，禪修乃是一種人生追求、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的意涵，而禪法的
教導方式表現為溫和、多元。6
吳忠偉則從星雲大師所肯定「人生欲求」的意義及缺陷中，確立了「禪者」
作為「日常語義」症療者的身分，從而將成就「他者」(大眾)之「欲求」與行者
自身的「自我」實現聯繫起來，展現出當代新型的「菩薩行者」形象。7李勇則
2

麻天祥〈星雲對臨濟禪的詮釋〉
，
《普門學報》第 40 期，(台北：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7 年 7 月)，
頁 29-48。
3
學愚：
〈星雲禪與人間佛教〉
，
《普門學報》第 40 期，(台北：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7 年 7 月)，
頁 89-122。
4
林佩瑩〈星雲大師的實修觀念與禪宗思想史脈絡─從早期禪宗與《楞伽經》的象徵性意涵談起〉
，
《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討究（上）》
， 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討會，
2014 年 12 月，頁 884-903。
5
陳永革〈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
，《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下），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頁 668-685。
6

張仲娟〈星雲大師禪思想探析〉
，
《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下）
，2014 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頁 140-171。

7

吳忠偉〈成就「他者」欲求的菩薩行者――禪者、交互主體性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日
常語義」症療〉
，《201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下）
，201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
2

認為佛光禪的止觀法門以原始佛教的定慧思想為基礎，結合大乘般若學說及天台
止觀實踐，特別重視止觀法門在生活中的具體落實。藉由「正知」與「正見」，
得活在當下、止觀雙運、定慧等持為要，而為適應現代社會需要，建立預備道、
善行道、戒行道、定行道、慧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的修行體系。8。
林綉玉則從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與性格的分析，及「人間淨土」和「佛光
淨土」思想的建構著手，繼而探析星雲大師《六祖壇經講話》與人間佛教思想關
係，從中知其以「入世佛法」
、
「生活佛教」
、
「人間淨土」等層面來闡述佛法修持
應實踐於生活的重要性。9
綜上所述，以星雲大師之佛光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文，主要在探討其經證
根源與揭示人間佛教與佛光禪相應之禪修法門特色，但對於早期讓佛光人間生活
禪具大眾化及傳播廣度的《星雲禪話》10(1987 年版)尚未見有專文論述，目前可
見的是江俊偉〈禪意‧文學‧人間：《星雲禪話》研究〉一文，以 2013 年香海
文化出版的《星雲禪話》十冊本為研究文本11。因此，本文擬以早期藉由電視、
報紙加廣佛光禪法影響力的《星雲禪話》版本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此耙梳佛光人
間生活禪的內涵及實踐進路，或可見其人間佛教的普世化及生活化的理路。
二、佛法在世間：《星雲禪話》的人間佛教內涵
星雲大師曾在《星雲說偈》中提到，其一生乃是遵循佛陀的本懷、六祖大師
的訓示來提倡人間佛教。他認為只要個人能以佛法做為處世方針，家庭以佛化家
庭為奉行，在現世生活中就可以落實人間的淨土。因此，人間佛教是在人間、在
生活裡奉行，而佛法在眾生中求，從發心、服務中求，從恭敬聖賢中求，離開世
間即無佛法可得。12顯見，人間佛教實蘊含了佛陀本懷及中國祖師禪法，而實踐
佛陀之道及禪法之行即是奉行人間佛教。依此，在《星雲禪話》中如何體現佛法
在世間之理呢？以下分從《星雲禪話》傳播之因緣及其中蘊含的佛陀教法做一詮
釋。
（一）傳播的普濟性
《星雲禪話》乃緣於海內外各地信徒對於禪法的需求，星雲大師在台灣高雄
新聞報的邀請下，於民國七十五年夏天首次發表於《新聞晚報》，先後共計寫了
實踐學術研討會，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 年 3 月，頁 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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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多期。而在《新聞晚報》停刊後，又經「愛心」製作人周志敏精心籌劃，製
作《星雲禪話》節目於七十六年四月在台視頻道播出，讓更多的人在煩忙之餘，
也能享受禪的隨緣放曠、任性逍遙。而星雲大師秉持「給人信心、給人觀喜、給
人方便、給人服務」的原則，因應閱聽者所需再由佛光出版社結集成書。同時，
台視公司也應觀眾的需要，將已播出的「星雲禪話」節目出版成書，並且發行錄
影帶。13
也就是，透過傳播媒體的推動，不管是報紙或是電視、錄影帶等的影響力，
將禪帶入每個人的家庭裏，落實於生活之中。而透過將「禪話」編纂成書，乃是
讓更廣大的大眾，透過文字般若，隨時隨地體悟禪味。而何以透過傳播的特性能
達成人間佛教的普濟性？
從宗教的功能來看，其具有幫助人類克服心理與生活障礙，獲得內在安定、
安心力量的生存功能（（adaptive function）；並藉共同信仰鞏固群體凝聚力，以發
揮人類社群關係組織力的整合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和滿足人類對終極意
義之疑惑，及人生、宇宙、存在、道德等根本問題解答的認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14其中的認知功能，乃立基於人類所擬尋求對世界、人生、生命終極
問題的解決，因此，閱聽者透過不同媒介中所獲得的人間佛教對其終極問題的回
應，亦即禪法如何能回應人們對人生、生命、宇宙等問題，進而解除其內心的疑
惑，而得到身心安頓的力量。
就如星雲大師在〈《星雲禪話》自序 : 台視文化公司〉中所言，台視文化公
司應觀眾要求，將已播出的禪話出版成集，是有其意義的。其意義在於，「禪」
有助於日常生活增長大家慧解的一種力量，對忙碌的現代人而言，
「『禪』是繁忙
生活中的清涼劑、安定丸，
『禪』可以使人安住身心。雖然佛學上最高層次是『無
住生心』，一般社會大眾恐怕不易做到，但仍應先求安心法門，而『禪』就是安
心的不二法門」。15顯見，大師出版《星雲禪話》乃在於讓一般社會大眾習得安
住身心之法，由此達到佛法在人間傳揚的普化濟世之效。
（二）禪法的人間性
大師雖根據佛教三藏十二部經典中，關於佛陀教化眾生、六度四攝，乃至人
倫、世用的經論部分，16提倡七眾同修、八宗兼弘，並提出「佛說的、人要的、
淨化的、善美的」現代化人間佛教。17但就如大師所言，身為臨濟宗弟子，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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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弘揚更是責無旁貸，其解門上所著《六祖壇經講話》
、
《金剛經講話》
、
《星雲禪
18
話》等，以禪學言教，行於四方。 因此，言及「佛法」
，仍是以「禪宗」教法來
19
論述「法」的意涵。 甚至直接說明「禪」與「人間佛教」的關係，他說：
「禪不
是佛教所專有，也不是佛陀所創造；但是禪是佛陀發現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說穿了，禪就是人間佛教。」
。20也就是，人間佛教的內涵乃是偏重以「禪宗教法」
做一主體論述。
就如同大師所說的，禪是一種藝術的生活，更是一種圓融的生命，自然天成
的本來面目。禪，不只屬於寺院，應該屬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人人的生活
裏都需要禪的智慧而得自在逍遙21。而大師以其勘破塵世的智慧，於書中創作多
篇語錄，有時化身「佛光禪師」說法，譬如：〈一休與五休〉、〈一顆好牙〉、〈沒
有時間老〉
、
〈存財於信徒〉
、
〈八折誦經〉等，由大師本身的創作及其對禪法的詮
釋，更能直視人間佛教禪法的內涵（如下表）。
表：《星雲禪話》中星雲大師所創公案
篇名(集)/頁

對機的問題

人間意涵

慈悲(一)
頁 20-21

執於形式的參禪打坐

禪者能活用方能度人

八折誦經(一)
頁 24-25

將佛法商品化問題

發心的真妄才是重要的

一口好牙(一)
頁 166-167

面對眾生的貪瞋痴慢疑

深契無所得空的諸聖賢只求為
大眾服務，不求回報

說究竟法(二)
頁 34-35

眾生無明，我執深重，誤解 見性者應善用慈悲方便，舉慧炬
佛法
照開眾生心燈

誰是禪師(二)
頁 86-87

世人因我執失去真正的自
己，迷失自己

禪者在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尋回
自己、認識自己

隱居地方(二)
頁 92-93

抉擇可隱之處

當行腳則行腳，當隱居則隱居

歸鳥迷巢(二)
頁 152-153

對於我與我所的分別之迷

以無分別智破迷

沒時間老(二)
頁 180-181

不知善用時間增長福慧

沒有時間的束縛並將時間貢獻
於佛教、利他之事

找不回來(二)
頁 184-185

因妄心而迷

迷悟之間在一念是否覺與不
覺，除妄求真

反主為賓(三)
頁 18-19

自我的執著和分別對待

從無分別中忘失自我以超越生
死苦海

18
19
20
21

星雲大師書於《禪門語錄》的〈序．盡大地是法〉中。
（台北：佛光文化，2004，pp.1-3）
。
佛光星雲編著《佛光教科書．佛法僧三寶》台北：佛光文化，1999，pp.55-59。
星雲大師《禪門語錄》（台北：佛光文化，2004，p.3）。
《星雲禪話》(二)，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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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財於信徒(三)
頁 112-113

因布施而來自苦自惱

為信徒著想，讓信徒能富有，佛
教才能富有

一休與五休(三)
頁 198-199

凡夫在生、死、妻、官、爭、了脫生死、莫造怨仇即是一休
財色名食睡中煩惱不止

我也可以為你忙(四) 因太顧念自己或他人而錯失 直下承擔
頁 26-27
問道學法的機會
我有你呀！(四)
頁 28-29

參學者不易專心於一道

道在邇，道在爾！非關他人

禪師的寶座(四)
頁 140-141

不尊重三寶

侍者護主護法之教

（李芝瑩製表）
如上表所列可知，因應所對機者及對治的問題，不外乎因妄心而來的執迷，
而妄者乃在於我執及分別心，而我執及分別心則源自於無明，也可以說無明即妄，
且因妄想執著而有苦惱、五毒、五蓋，沈浮於生死海中。而只有
星雲大師(佛光禪師)於中所示禪法之人間內涵，一是「心懷眾生」，如〈一
口好牙〉中所云，即使眾生受人恩惠亦不知回報，但佛光禪師說：「這些人口中
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話，但是卻不能不為他們裝一口好牙！」進一步，不僅要為眾
換一口好牙，更要為眾生換好心腸及好佛性，讓眾生能禪悅為樂（第一集，頁
167）又如〈存財於信徒〉中所示「學佛之人，如果有禪，不但為自己想，更為
別人想，那能說禪者只重悟道，不重慈悲呢？」
（第三集，頁 113）
。可知星雲大
師所主張，學佛參禪者需心懷眾生之苦，而非躲入山林悟道。
二是「自悟度他」，如〈說究竟法〉中所言，眾生我執深重，心燈不明，在
生死長夜中流轉；而見性者，光照般若與黑暗的無明，應運用慈悲方便，提燈照
開眾生心燈。
（第二集，頁 35）
。而眾生在面對禪者點化之機時，則應直下承擔，
一如〈我也可以為你忙〉一文中，佛光禪師點醒克契禪師所示，如不敢直下承擔，
再如何參禪也不能開悟（第四集，頁 313），只有當下承擔，方是面對自我生命
轉化的態度。
以上分由傳播的普濟性與星雲大師禪法的人間內涵做一詮釋，分別論述佛法
在世間的理念，而以下將從如何在生活實踐的「人間生活禪」做一探討。
三、不離世間覺：《星雲禪話》所呈現的生活實踐
星雲大師承接臨濟宗統，但其別開禪法之新風，在接引方式、禪修項目設計
與安排、具體禪修指導等，突出信行並重，定慧兼弘和悲智雙運，並充分結合當
代社會人心、知識之情境現狀22。而佛光山禪淨法堂的網站上也自述「佛光人間
生活禪」的內涵，分為（一）禪修思想，在於平常、平實、平衡的意境涵養：但
盡凡心、別無聖解。（二）禪修內涵，在於信心、道心、悲心的長養增進：不變
隨緣、慈悲喜捨。（三）禪修生活，在於規律、簡樸、惜福的用心實踐：依戒生
22

陳永革：〈從「佛光禪」看當代禪法修學的人文特質〉，頁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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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知足澹泊。
（四）禪修運用，在於生活、生趣、生機的權變妙用：觸處皆道、
機趣無限。（五）禪修精神，在於承擔、無畏、精進的落實行履：自心是佛、直
下承擔。（六）禪修目的，在於般若、自在、菩提的開示悟入：般若生活、自在
人生。23本文依此，則分從禪修生活及禪修運用兩個面向分別詮釋《星雲禪話》
所呈現的生活實踐。
（一）規律、簡樸、惜福的用心實踐
何謂規律、簡樸、惜福？禪淨法堂進一步說明，規律意指「守持淨戒、作息
正常」
；簡樸則是「生活簡單、樸素無華」
；惜福在於「惜今生福、修來世福」
。24
以此為佛光人間生活禪的生活實踐、化世的基本要求，簡要分之為依戒生活、知
足澹泊。
1.依戒生活
在《星雲禪話》中，對於守戒多有著墨，如〈不肯承擔〉中，星雲大師詮釋
利蹤禪師的抓賊公案說，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因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向外執取六塵欲樂，引發種種苦惱，唯有晝夜廿四小時守護六根門戶，使其不妄
為，乃是修禪不可忽視的功課（第一集，頁 5）。由此可知，修禪的根本乃是督
攝六根，由此擒心賊，佛法即在當前。
而能捉心賊，回到當下之時，方能將「本份事」做好，如〈不愧為侍者〉所
提的「本份事」
，在認清本性、安住身心、慈悲忍耐、發心作務之下的無處非禪，
吃飯是禪、睡覺是禪，行住坐臥、搬柴運水，無事非禪，如星雲大師所云，將做
人的本份做好，將事做好，直下承擔，就是本份事，也是禪心（第一集，頁 31）。
除了督攝六根外，如忍辱的功夫也是修禪者所重，如〈將軍的懺悔〉中，夢
窗國師面對將軍無理之鞭，卻能淡然視之，獲得將軍的懺悔，可見忍辱的力量。
就如同星雲大師所說，拳頭刀槍使人畏懼，卻不能服人，唯有忍辱才能感化頑愚
者（第一集，頁 53）。
而闡述戒行與禪法關係的重要篇目則在〈禪的心要〉，文中惟寬禪師回應白
居易所問：
「身口意如何各自修行？」之答，他說：
「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
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如江淮河漢，在處立名，名雖
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身口意合一而修，身口意皆名心也。…」
(第一集，頁 136)。也就是，修禪為修心，修心的應用及表現即在身、口、意是
否合於律法，而此律法即是戒律，在身修不殺盜邪淫，在口修不妄語綺語兩舌惡
口，在意修不貪不瞋不邪見（第一集，頁 137）如身口意能合律而修，則其皆為
禪心。由此可見，「律即是法，法不離禪」，禪法實未離戒律而行。
2.知足澹泊
23

佛光山禪淨法堂，引用自 https://reurl.cc/dGMpk，引用日期：2018 年 11 月 16 日。
佛光山禪淨法堂引用自 https://reurl.cc/dGMpk，引用日期：2018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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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在《八大人覺經十講》中提及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
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時，解釋第三覺悟說「知
足為守道的根本」25，因為要修正道得先離欲、知足，因為心不知足者，常為滿
足欲望而增長罪惡，無法專心修道，顯見知足在修道實踐的重要。
在〈活得快樂〉的公案中，三位信徒對無德禪師說得到金錢、愛情、名譽就
會快樂時，無德禪告誡其衍伸而來的煩惱憂慮，反而是從金錢的布施、愛情的奉
獻、名譽的為人服務中方能得到真正的快樂（第二集，頁 13）
。其實，無德禪師
所要表述的是，真正的快樂不在追求外在欲望的滿足，而是在布施、奉獻、服務
利他中得到心靈與德行的提升，因為真正的快樂為禪悅，是自主、解脫、寧靜的。
深體知足澹泊的禪師，在應對問題時，因為釐清真妄、內外、迷悟之別，因
此，即使如榮西禪師將佛陀聖像金箔送給乞丐，才是真正的符合佛心（〈金箔布
施〉
，第四集，頁 88-89）。而星雲大師對此公案詮釋道，只要有益於眾生，錢財
宅第、身體性命皆可布施，唯此，方是奉行佛陀慈悲者。
又如〈護賊度賊〉中的殘夢禪師、安養禪尼，當面對小偷時，以其慈悲將錢
財、棉被送給小偷，反而能感化小偷改邪歸正（第四集，頁 48-49）
。顯見真正的
禪者是安貧守道並能有推己及人的慈悲。
（二）生活、生趣、生機的權變妙用
星雲大師談〈佛教現代化〉時提及，佛陀為度一切有緣眾生，依不同的根機
而有不同法門，雖設種種方便權巧，卻是希望眾生能證悟自家清淨的本性。因此，
26

不管是談空說有、論相說性，看似矛盾不通，其理實同出一轍 。因此，禪師的
立破善巧，其目的在破眾生迷情，引導眾生見性成佛並能濟眾渡眾。面對佛教現
代化，禪法的契理契機、觀機逗教、方便多門正可為其依據27。而《星雲禪話》
中多可見禪法運用的權變妙用，以下分從觸處皆道、機趣無限兩部分說明之。
1.觸處皆道
道在何處？禪在哪裏？這在禪宗公案中所常見的參禪問道，也可見禪師們的
觀機逗教、立破善巧之妙，如〈往尿臭去參〉的公案中，守智禪師見從悅禪師執
著於洞山克文禪師瘋儍的外相，於是開示他：
「禪在那裏！你就往尿臭氣去參！」
而後從悅禪師得其禪味（第一集，頁 12-13）
。星雲大師詮釋說明，人間的通病在
於以貌取人，但蓮花出於淤泥，金玉藏於土石，唯有具法眼淨者，不執於淨穢、
美醜、香臭，而得見蓮花、金玉。
而〈我們的禪道〉公案中，越溪禪師面對自認佛儒皆通的學僧問禪道為何時
的一巴掌，亦是在破其所執，讓學僧回到當下的身心處境，而當學僧再問老禪師
時所遇第二巴掌時，茶杯掉落在地，而當老禪師再次撿起碎杯，拿起抹布擦乾一

25

星雲大師文集《八大人覺經十講》https://reurl.cc/MAeOp
星雲大師著《星雲大師講演集》
（二）高雄：佛光出版，1992 ，十版，pp.732-736。
27
星雲大師著《星雲大師講演集》
（二），p.73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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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茶水時所云：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什麼禪道呢？」當下，學僧體悟「禪道」
即在身邊（第二集，頁 54-55）
。由此可知，道在何處？道在每個六入觸的當下。
另外，〈吃飯睡覺〉公案中的有源法師與大珠慧海禪師的問答，亦說明觸處
皆道之理。修律宗的有源請教大珠慧海禪師有沒有秘密用功的法門？
大珠：「有！」
有源：「如何秘密用功？」
大珠：「肚子餓時吃飯，身體睏時睡覺。」
有源不解的說道：
「一般人生活都要吃飯睡覺，和禪師的用功不是都相同嗎？」
禪師：「不同。」
有源：「有什麼不同？」
禪師：「他吃飯時百般挑剔，嫌肥揀瘦，不肯吃飽，睡時胡思亂想，千般計
較。」
（第三集，頁 102）
大珠禪師所言，修道是在每一個日常生活的當下，禪師們能直心以對，無分
別計較，在吃飯睡覺的每個觸受當下乃是明覺本心的吃飯睡覺，而非像一般人懷
抱計較分別的妄心，所以，道在每個觸處，唯迷者不見，但悟者所見皆道。
2.機趣無限
佛光人間生活禪的運用，在於「生活」是隨順自然的行作；「生趣」是無住
生心的應緣；
「生機」則是權變自在的化世。也就是，能以隨順自然的生活，無
住生心的情趣、權變自在的禪機，做為實踐化世的基本應用28。因此，星雲大師
在《星雲禪話》中寫下機趣無限的化世應用，而這可在不同公案中對不同人物應
機所答可知。
如〈反主為賓〉的公案中，佛光禪師將弟子平遂寺門反鎖後，平遂在破窗而
入時，禪師一聲輕喝：「你是什麼人？爬窗做什麼？」反倒讓平遂不知誰是主？
誰是客？（第三集，頁 18-19）而這一個反主為賓，其實就如星雲大師所云，此
一喝，乃是讓應機者頓然忘失所執的自我，而能在無分別的禪觀中悟道，消解人
我的對立。
而在〈心淨國土淨〉中，無德禪師面對信徒所問如何保時一顆純潔清淨的心？
他答道，唯有不停淨化身心，不斷的懺悔、檢討，並改進陋習缺點，才能保有清
淨純潔之心。而真正的道場不在寺院，身體便是廟宇、呼吸即是梵唱、脈搏跳動
則是鐘鼓，兩耳即是菩提（第三集，頁 119）。也就是星雲大師所揭示的，只要
自己息下妄緣，無處不是寧靜，但如妄念不除，即使身處深山古寺，亦無法修持。
另有峨山禪師面對信徒質疑其以年邁之軀仍力行作務時，禪師回應道：「你
以為處理雜務就不是修行嗎？那佛陀為弟子穿針，為弟子煎藥，又算什麼？」
（第
四集，頁 39）
。峨山禪師在回應的問題，實際上是一般人將做事與修行分開的誤
解，就如星雲大師詮釋此公案言，像黃檗禪師的開田種菜，溈水禪師的採茶合醬，
石霜禪師的磨麥篩米，臨濟禪師的栽松鋤地，仰山禪師牧牛，雲門的擔米等，皆
28

佛光禪法禪風 https://reurl.cc/Gm1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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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禪在生活中」
。然人們因妄心的計較分別，無法在日常生活中靜心體道，
因而心外求法，卻不知靈山自在汝山頭，實為峨山禪師所破之執。
由上可知，《星雲禪話》所主張佛光人間生活禪的實踐，乃是生活與禪法互
為體用，即體即用，而現世生活與佛法的統一，乃決定生活與禪法的統一，這實
是禪法修學的重要面向。
四、結語
本文以早期藉由電視、報紙加廣佛光人間生活禪法影響力的《星雲禪話》版
本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此耙梳佛光人間生活禪的內涵及實踐進路，分從「佛法在
世間：
《星雲禪話》的人間佛教內涵」
、
「不離世間覺：
《星雲禪話》所呈現的生活
實踐」兩個面向分別論述之。
在人間佛教內涵中，本文從「傳播的普濟性」說明星雲大師秉持「給人信心、
給人觀喜、給人方便、給人服務」的原則，因應閱聽者所需，透過傳播媒體的推
動，不管是報紙或是電視、錄影帶等的影響力，將禪帶入每個人的家庭裏，落實
於生活之中，讓廣大民眾，透過文字般若，隨時隨地體悟禪味，以達成人間佛教
的普濟性。而禪法的人間性，則分從「心懷眾生」及「自悟度他」兩點分做論述，
認為星雲大師所主張，學佛參禪者需心懷眾生之苦，而非躲入山林悟道，乃是依
循菩薩道的思想而行，實直探人間佛教的佛陀本懷。
在生活實踐部分，則分從「規律、簡樸、惜福的用心實踐」
、
「生活、生趣、
生機的權變妙用」兩個面向，探究依戒生活、知足澹泊乃是實踐生活禪法的要旨。
而禪師的立破善巧，所引導眾生見性成佛並能濟眾渡眾，可見諸禪法運用的權變
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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