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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的「佛教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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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佛教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儘管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學思想，但幾乎很少

有佛教學者敢於正面直視「經濟問題」，造成了諸多的迷茫和誤解。星雲大

師以其幾十年的弘法體驗，第一次以一個佛教高僧的身分，向公眾「開示」

佛教的經濟觀念，可謂融世間法與佛法於一體，不僅「直指人心」，頓開茅塞，

而且「理事兼通」，經世致用，稀有難得。十九世紀的法國著名小說家巴爾

扎克有句名言：「在每一筆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也許解決「財

富原罪」是一種世界性的難題，但無論如何，「淨財」比「橫財」對人類更

能增加「幸福指數」，應當是一條財富倫理的「通則」。我們需要廣泛傳播

真正讓人類受用的「淨財」理念。在這個意義上，星雲大師的「佛教經濟學」

無疑是現代經濟學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星雲大師從「經世濟民」的高度綜

合地看待經濟問題，用「聖財」、「淨財」來界定財富，用「因果法則」來

指導「經商倫理」，並用「惜福」、「環保」來理財，這種佛教的經濟學思

想不僅涵蓋了富蘭克林提出的「賺錢格言」，而且也顛覆了「韋伯難題」。

今天，也許人們並不承認有所謂的「佛教經濟學」，但是看過星雲大師的相

關論著以後，對於佛教的財富觀念、生財、理財之道，當一定不敢輕視。

關鍵字：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　佛教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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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Buddh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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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regarding the economic problems faced by 

Buddhism in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numerous confusion and misunderstanding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s the 
first eminent monk to publicly disclosed his Buddhist economic beliefs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propagating the Dharma in the past decade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erges the laws of the world with the Dharma, making his explanations in a 
considerate and rational manner. According to Honoré de Balzac, a famous French 
novelist and playwright in the 19th century, “Behind each sum of wealth, there 
is evil.” Perhaps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al sin” of wealth is a difficult 
task worldwide. Nevertheless, “pure wealth” can boost the happiness index more 
than “easy money,” marking a general principle for wealth ethics. Upon this value,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Buddhist economic beliefs present a bright and 
beautiful chapter in modern economic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theories of wealth and its management are 
present in his writings, treating economic issues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aspect 
of benefiting people while developing society. He defines money from a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treasure” and “pure wealth,” guiding commercial ethics with Cause 
and Effect, and suggests managing wealth by cherishing affinities and in an 
environmental way. 

Keyword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Humanistic	Buddhism,	
Buddh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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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有經濟學嗎？

(一 )富蘭克林的「理錢祕訣」

「佛教經濟學」是正統的經濟學家所不承認的。人們習慣於西方語境下

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壓根就不會想到佛教還有什麼經濟學。按照學科的標準，

一門學問，要嚴格地稱之為「學」，那一定得有理論上的系統性、規範性、

自洽性，而且還得使用大量成套的專業術語。如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亞

當‧史密斯 (Adam Smith)，在他的《國富論》中，從「經濟人」和「一隻看

不見的手」的角度，論證了財富、勞動、分工、稅收、商品、資本、利潤、殖民、

重農主義、重商主義等經濟關係，為資本的市場運行建構了一座理論的大廈，

史密斯也因此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現在大學開的經濟類的專業課程，

無論是國際貿易、金融學，還是保險學、財政學、發展經濟學等等，每一門

課程都很「專業」，都有嚴格的「學術規範」，非花上幾年的工夫是難得入

門的。

其實，經濟學也就是關於財富的理論，亞當 •史密斯的《國富論》本名

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就說明了這一點。所謂資本的增值，說白

了就是「賺錢」，要是經濟學不能增加財富，不能讓人賺錢，誰還拿它當回

事呢？因此，我們不妨將經濟學簡化為「一門賺錢的學問」。美國著名政治家、

思想家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給一個年輕商

人的忠告》中，曾列舉過數條經典的關於「賺錢」的格言，如「時間就是金

錢」、「信用就是金錢」、「錢可生錢」、「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等等，

這些「生錢的祕訣」被美國人奉為生活的圭臬。換言之，你若想發財，切記

勤奮、誠信、節儉就是「第一美德」。儘管我們不能將富蘭克林這一套「賺

錢格言」當成一種經濟學理論，但由於他的這些格言代表的正是美國人的生

活信條，代表著「美國精神」，因而還是可以將富蘭克林當成美國「經濟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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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鼻祖。問題在於，如果富蘭克林不是美國歷史上家喻戶曉、影響巨大

的名人，你會覺得他的這些「賺錢秘訣」有什麼新意嗎？他的這些格言中國

人不同樣也說過嗎？

(二 )韋伯的偏見

一百年以後，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1864-1920)從中得

到啟發，他將富蘭克林提倡的勤儉、節儉、誠實等基督清教的價值觀解讀成

「新教倫理的世俗化」，認為它的實質不僅是一種「從商的精明」，更是一

種「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將基督教的苦修、禁欲、

虔誠等信仰因素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勤儉、節制、誠實等世俗價值的源頭。

但是，苦修、禁欲、虔誠等信仰因素並非西方宗教的專利，在東方的宗教中

同樣存在，而勤儉、節制、誠實等世俗價值在中國的儒家中同樣被奉為信條，

為什麼東方就不能開出「資本主義精神」？韋伯就斷定佛教是一種首尾一貫

的「遁世的宗教」？佛教僧侶儘管也會經營產業，但「一切皆空」、滅貪破

執的基本教義決定了佛教徒不可能像俗人那樣擁有物質財富，僧人們除了必

要的供養之外，財富自身及其積累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就等於宣判佛教在

現代社會生活中缺乏任何「合法性」。

韋伯是一個西方中心論者，他對東方抱有偏見是難免的。問題在於，難

道中國人、東方人自古以來就認為賺錢是可恥的事情，或根本就未曾考慮過

賺錢的規則？否也。但我們總得找出反駁他的理由。誰都知道，只要涉及到

財富，涉及到經濟生活的地方，就一定會有「經濟倫理」，就會有「賺錢的

學問」，難道佛教徒全靠喝西北風過日子嗎？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是不事生

產、清修苦行、開口就是「貧僧」的出家人，壓根就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佛

商」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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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黃金未必是毒蛇

佛經中確實講過「黃金是毒蛇」的話，但這並不代表佛教對於經濟的基

本看法。因為一般人很容易混淆佛教有小乘與大乘的差別，還有出家與在家

的不同。

佛教創立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從個人修行和僧團的紀律出發，規定出家

人不允許擁有財產。不僅不能擁有財產，而且要過非常清苦生活。早期的經

典明確記載，出家比丘應當剃髮、持鉢，家家乞食，卑下活命。佛陀入滅後

約 100年，當時毗舍離城的跋耆族比丘們違背戒律，開始勸募並接受信眾的

金錢供養，後經僧眾代表會議討論，確認「十事非法」，其中就包括比丘不

能持有錢財。原始佛教一些經典認為金錢是不潔淨的東西，甚至如毒藥、毒

蛇，應當遠離，出家的僧眾不能接受金錢供養，不能儲存、使用金錢，甚至

不用手觸摸金錢，一切的買賣、貿易、營利等商業活動都是不允許的。

但是「金錢非法」的戒律也僅僅適用於出家眾，對於在家世俗的信眾，

卻另當別論。後秦佛陀耶舍所譯的《善生經》被認為出自《阿含經》，符合

原始佛教的精神，經中提到，在家的居士可以將財產分作四份，一者用於家

庭生活，二者用於營業的資本，三者儲存在家以防意外，四者用於放款生息。

這部經典對於理解原始佛教的財富觀念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佛教對

於金錢財富的觀念不能僅僅從出家的角度去看待。

佛教發展到大乘的階段，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對世間生活的充分肯定。大乘佛教出於慈悲濟世的需要，盡可能地將出

世與入世的生活融會貫通，認為二者是「不一亦不異」的關係。《法華經》

就認為「諸法無非佛法」，「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1
《維

1. 《法華經玄義》卷一，《大正藏》第33冊，頁68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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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詰經》將富甲一方的維摩詰居士描繪成神通廣大的開悟者，僮僕成群、資

財無量而又樂於布施周濟。在《藥師經》、《阿彌陀經》等淨土諸經中，描

述身心安樂、家用豐足的東方琉璃世界，遍布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

瑪瑙，與娑婆世間構成極大反差，為「極樂國土」。由於大乘佛教是以菩薩

為理想人格的，菩薩的隨緣、方便決定了佛教對財富、對世間事業的包容性，

這種包容性決定了大乘佛教的人間品格。

大乘佛教另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聖財」觀念的提出。普通所說的財富，

包括土地、房產、珠寶、車馬、牛羊之類，若從交易的角度，都可以換算成

金錢。但是，佛教提出「七聖財」以後，普通的財富觀念被大大的拓展了。

七聖財也叫「七法財」、「七德財」，分別是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

捨財、慧財。《文殊師利所問經》說：「七聖財聲者，一信、二慚、三愧、四施、

五戒、六聞、七慧，此謂七聖財聲。」
2
《大般涅槃經》亦云：「有七聖財，

所謂信、戒、慚、愧，多聞、智慧、捨離，故名聖人。」
3
說的意思差不多。

無論是「聖財」、「法財」，還是「德財」，既是某種比喻，也體現了佛教

神聖的經濟倫理觀念，在佛教中指的是「成佛的資糧」，這個思想對於大乘

佛教具有特殊的意義，也是佛教財富觀最為殊勝的地方。

對於佛教的財富觀念，還可以從另一些角度去發掘。比如慈悲喜捨「四

無量心」，其中的「捨」，一般可理解為放棄、放下，不執著於金錢財富等，

而《維摩經》的解釋是「所作福佑，無所希望」
4
，這就不能僅僅局限於財富

本身。又如「六度」中以「布施」為第一波羅蜜，既包括「財布施」，也包括「法

布施」，還有「無畏布施」，而且認為「法布施」的功德要大於「財布施」。

2. 《大正藏》第14冊，頁500中。
3. 《大正藏》第12冊，頁433下。
4. 《維摩經評注》卷七，《續藏經》第19冊，頁56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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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上說，若能對人廣說「四句偈」等，其功德要大於以大千世界的

七寶布施。另外，佛教無論是大乘還是小乘，無不提倡去除貪念，救濟貧苦，

廣度一切有情眾生。

佛教這樣的財富觀念，顯然與其他宗教差別甚大，若無深入的了解，很

容易造成誤解。韋伯就明顯將佛教的大乘與小乘、在家與出家混為一談。直

到今天，還有很多人包括某些佛教徒本身也未必明白其中的真相，他們懷疑

佛教能否融入現代生活，甚至抱怨佛教「始終沒有告訴我們怎麼去生財，如

何讓我們增加財富」。看過《揭祕三一：我與首富梁穩根》一書的人會發現

這樣一個細節：湖南三一集團的一個幕僚何真臨，三番五次勸說總裁梁穩根

皈依佛教，並舉出稻盛和夫、賈伯斯等日本、美國「佛商」巨頭的成功實例，

但梁氏不為所動，反而提出「與其信佛，不如信基督教」，因為基督教的新

教倫理促進了英美等資本主義大國的崛起，而歷史上信佛的東南亞各國卻沒

有幾個「強國」，甚至一度被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籤。

看來，「佛教經濟學」能否成立，不僅取決了「以理服人」，更取決於

是否有「實際效果」。

二、星雲大師如是說

中國佛教儘管以大乘為旗幟，禪宗的六祖惠能大師就明確提出「佛法在

世間，不離世間覺」的人間佛教傳統，但從古到今，似乎還找不出幾位祖師

大德公開談論所謂的「經濟問題」，確實有些諱莫如深。迄今為止，對這一

問題有過明確的思考，並在實踐上大力推行的，星雲大師無疑是一個最重要

的代表。

星雲大師在幾十年的修行實踐和弘法事業中，對於經濟問題有著刻骨銘

心的體會。星雲大師一生辦過的學校、醫療、報刊、雜誌、電視台、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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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歌詠、講經、培訓等多得難以統計，而無論哪一樣都需要一個東西，那

就是「錢」。在《貧僧有話要說‧三說――我究竟用了多少「錢」？》一文

中，星雲大師提到，他這一生「不好財富，卻在名義上有很多財富上的關係」，

在佛光山的文化、教育、慈善、共修四大事業中，單是一個佛光大學就花掉

60多億新台幣，南華大學 40多億，西來大學 20多億，而整個的教育事業，

幾十年來，總共花費 230億元以上。至於其他公布的諸多用錢，星雲大師自

己也只能估算為「百千億以上」。以「人間衛視」為例：

十五年來的《人間衛星電視台》，那更是一個無底深坑了。因為

這是一個公益電視台，完全不收廣告費。最初，光是付給二十六

個國家系統業者上衛星的費用，每個月就要數千萬元；還要做節

目，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從來沒有過一分鐘的空檔，每個月花

費億元以上。後來，實在是經營不起，只有慢慢節省預算，將

一百多名員工裁減到七十多名。十五年來，好在有幾位衛視的護

法，如賴維正、李美秀、羅李阿昭、陳鄭秀子、薛政芳等人補貼，

也應該花費三十億以上的台幣，目前就由覺念法師承擔負責了。
5

「佛光山真有錢！」很多人都這麼說。這到底是出於「譏諷」，還是出

於「羡慕」，抑或是「讚歎」？那就因人而異了。俗語云：「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看了「人間衛視」這個佛教電視台的運作艱辛，也許讓人頓

生敬意。其實，誰都知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開門七件事，柴米油

鹽醬醋茶」是一個無須證明的「硬道理」。星雲大師的佛光山事業能夠立足

台灣，輻射全球，成為當代人間佛教的標竿，若無高超的「經營智慧」和「經

濟頭腦」，那是無從談起的。

5. 《貧僧有話要說 •三說――我究竟用了多少「錢」？》 
http://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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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星雲大師在不同的場合多次直言不諱地談過「經濟問題」。

2002年 4月，國際佛光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第 9次世界會員大會，星雲大師發

表「發心與發展」的主題演講，強調要開發人類內在的「真如財富」。2003

年 8月，星雲大師在台北金光明寺召開座談會，對中華佛光協會的幹部、會

員 500多人專談佛教的「經濟倫理」。最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北京線裝書

局出版了《福報――星雲大師的財富課》，這本書應該是迄今為止星雲大師

最集中、系統地談論佛教經濟問題的專著。看過本書的人，一定會發現，星

雲大師確實有著非同凡響的「佛教經濟學」主張。

篇幅所限，本文只作大致的說明。

(一 )財富不僅僅是金錢

現在流行的各種「經濟學」理論，對於精神層面的財富幾乎是不加考慮

的，因為它很難量化。何況普通大眾都很現實，說要「搞活經濟」，也就是

要「多弄點錢」。很多國家和政府都很看重GDP，就是這個道理。幸運的是，

人們越來越明白，「唯 GDP論」是有問題的。問題的根本就出在對「經濟」

的片面理解上。

1、「人心」是經濟之源

眾所周知，人生在世，少不了油鹽柴米、衣食住行，這一切都得與「經

濟」二字掛鉤。小到個人、家庭，大到社會、國家，無不都在經濟的支撐下

運轉。《管子‧牧民》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它

揭示了人類的倫理道德離不開基本的經濟條件。司馬遷寫《史記‧貨殖列

傳》，記錄那些做生意發大財的人物事蹟，還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天下熙

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它揭示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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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同樣肯定「錢的重要」，但是，他又認為，經濟並非人類孤立的活動，

必須從「經世濟民」的高度來看待。

星雲大師認為，現代人都在「向錢看」，但是，「向錢看」不等於事實

上的富有，因為經濟與政治、教育、道德、人心等諸多因素捆綁在一起。政

治的清明、制度的健全、官員的勤政廉潔、民眾的講信修睦、勤勞節儉等等，

構成國家經濟發展的雄厚基礎。而這一切的核心，卻是「人」的問題。儒家

主張「正其義不謀其利」，那不是不要利，而是要全社會的「公利」，全民

的公利也就是「義」。正如孟子對梁惠王所說，如果整個社會都「上下交征利，

則國危矣」。所以，星雲大師將「人心不善，自私自利」，看成是「世界就

永無寧日」的根源。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經濟資源還是「人才」，只有發展教育、

培養人才，特別是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才能創造源源不斷的財富。
6

但是，發展經濟，創造財富，這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觀念，也就是

「向錢看」的觀念。如果佛教也停留在這樣的層面，那就與俗無異，不能體

現佛教的殊勝。

2、「另類財富」的價值

什麼是財富？有物質財富，有精神財富，一般人也就到此為止，不再深

究。但是，星雲大師對兩者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套非常系統的「佛教

財富觀」。他說：

說到財富，有「狹義的財富」，諸如金錢、房屋、土地、股票等；

有「廣義的財富」，例如健康、智慧、人緣、信用、道德等。

6. 星雲大師：〈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 )》，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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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還有「有價的財富」，譬如聲望、名譽、成就、歷史；

也有「無價的財富」，比如人格、良知、真心、本性等。乃至有

形的財富、無形的財富；現世的財富、來世的財富；個人的財富、

大眾的財富；物質的財富、精神的財富；一時的財富、永遠的財

富等等。

所有的財富，要能與福慧建立關係；福慧是人生最究竟圓滿的財

富。佛陀是福慧具足的兩足尊；福慧事業不能發展，人生就不能

圓滿。所以我們呼籲大家，為了要福慧具足，要發展聖者的財富。

所謂聖者的財富，例如般若禪定的財富、法喜禪悅的財富、慚愧

感恩的財富、慈悲智慧的財富；也就是淨財、善財、法財。

《諸法集要經》說：「珍寶有散壞，法財用無極；唯所修善法，

百千生相逐。」真正的財富，不一定要看銀行裡的存款，也不一

定是指土地、房屋、黃金、股票，這些都是五家所共有，個人無

法獨得；人生唯有發展信仰、滿足、歡喜、慚愧、人緣、平安、

健康、智慧等，才是真正的擁有世間的福慧聖財。這些財富不但

現世受用，來世還可以受用；不但一時受用，還可以終身受用；

不但一人受用，還可以大眾受用。

因此，人不要只看重個人的財富，也要創造、發展共有的財富。

甚至，你固然可以擁有私有的財富，但你更要懂得享受共有的財

富，例如陽光、空氣、淨水等。你懂得的話，宇宙山河、公園道路，

都是我們能享有的財富，我們還會貧窮嗎？
7

7. 星雲大師：〈發心與發展〉，《普門學報》第10期，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2年，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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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雲大師看來，「世間的一切都是財富」，金錢、房屋、土地、股票

不過是財富中的一種，而且只能算得上是「狹義的財富」、「有形的財富」。

那些廣義的、無形的財富，諸如健康、智慧、人緣、信用、道德、聲望、名譽、

成就、歷史、人格、良知、真心、本性、信仰等等，卻是更大的財富、無價

的財富，但是，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看清了這些「另類財富」的價值呢？

德蕾莎修女曾說過，她的一生以貧窮為榮耀。她一輩子沒有錢，但是，

她甘於為窮人奉獻，其道德人格和名譽成就足以讓全世界為之折服，這就是

「信仰的財富」。星雲大師也說：「我覺得享受不一定是財富，銀行的存款

很多，穿得好、吃得好、有多少架勢，也不一定是財富。我想很多時候，沒

有架勢，很淡泊，很正派，那就是人生的財富。」
8
世俗之人往往把錢看得太

狹隘，越想得到錢，越是得不到錢，於是抱怨命苦、抱怨社會不公。然而，

從佛法的角度看，世界上並沒有真正的窮人。為什麼？因為世界上除了金錢

以外，還有諸多「另類的財富」。能夠布施結緣，擁有「信、慚、愧、聞、施、

慧」，以及「六度」、「四攝」等「法財」、「淨財」，才是究竟的財富。
9

按照佛經所說，人類最大的財富是智慧，此外，慚愧、謙卑、知足、布施、

修行等等，都是財富。貧與富只是比較的說法。經濟貧窮的人，內心安貧樂

道，也不差於富者；富者天天妄想，貪欲不知足，生活也不快樂。星雲大師

曾講過一個故事：一位董事長天天為自己巨大的財富發愁，而隔壁鄰居一對

教書的普通夫婦生活得甜蜜自在。董事長很羡慕鄰居，他的祕書給他出了一

個主意，說：「老闆，如果您嫌自己苦惱的話，可以把煩惱送給隔壁的鄰居，

只要你開出一百萬的支票給他們就行。」於是，那對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麼

8.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 •代序》，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頁5。

9.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 •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12
年，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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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錢的夫婦一夜暴富，歡喜過度，整晚無法入眠，每天都苦不堪言。幾個月

後，他們決定，還是將這一百萬的「煩惱」還給董事長，恢復了他們往日的

歡笑。在這個故事的最後，星雲大師下了一個結論：「經濟沒有絕對的貧富，

再多的錢財，不知足就是富貴的窮人；一無所有的人，他能滿足，就是窮人

中的富者。」
10

 

3、「福慧雙全」的富有

但是，一般人都很現實，寧可做一個家財萬貫的「窮人」，也不願做一

個窮困潦倒的「富者」；他們覺得佛教的財富理論「不切實際」、「太虛偽」。

這實在是誤讀了佛教，也是一種「無明」。星雲大師從來沒有主張貧窮才是

佛教，相反，他認為「財無善惡」，只要是「淨財」、「法財」、「究竟的

財富」，對人越多越好。但是，一個人即使擁有再多的金錢財富，也不等於

他就過得幸福、自在。星雲大師有一段詩意的說明：

金錢可以買到很多的妻妾奴隸，但是不能買到身體不死；

金錢可以買到化妝用品，但是買不到高貴氣質；

金錢可以買到美麗衣衫，但是買不到身形莊嚴；

金錢可以買到珍饈美味，但是買不到食欲健康；

金錢可以買到寬廣大床，但是買不到甜美睡眠；

金錢可以買到高樓大廈，但是買不到崇高道德；

金錢可以買到書報雜誌，但是買不到聰明知識；

金錢可以買到器皿家具，但是買不到歡喜滿足；

金錢可以買到酒肉朋友，但是買不到患難之交；

10. 星雲大師：〈佛教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 )》，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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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可以買到多數選票，但是買不到真正人心；

金錢可以買到公司銀行，但是買不到般若智慧；

金錢可以買到人呼萬歲，但是買不到合掌尊敬；

金錢可以買到高官厚爵，但是買不到成聖成賢。
11

人們常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句話只說對

了一半。從佛教的角度，不妨如此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福報是萬萬

不能的。」星雲大師多次強調，信仰佛教不是讓人窮苦寒酸，佛教其實是個

富有、快樂、幸福的宗教。但是，人類的幸福指數的高度，不僅僅取決於物

質上的「富足」，更取決於精神上的「自在」。換言之，佛教提倡的富有，

是「淨財」和「智慧」的合一，是「福慧雙全」。

(二 )智慧理財法

「佛教能賺錢嗎？」這是一句略帶敵意的發問。其實，佛教本來就沒有

否定過賺錢的正當性，且有自己獨特的「理財之道」。

1、「智慧理財」最根本

星雲大師在〈智慧之財〉的開篇中就說，人生世間，不能不工作賺錢。

有的人用勞力賺錢，有的人用時間計薪；有的人出賣身體謀取所需，有的人

靠語言賺錢營生。不管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也無論以何種方法賺取生活所需，

重要的是合乎正當性。「正當的財富，就是要將本求利，勤勞賺取，無論是

農牧收成，還是經商貿易、企業經營、投資生息所得等，都是佛教所認可的

經濟營生。」
12
星雲大師列舉了現在社會上流行的諸種「高級賺錢術」：比

11.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 • 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
2012年，頁165。

12. 同註11，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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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簽名賺錢、用牌照賺錢、用印章賺錢、用電話賺錢、用網路賺錢、用介

紹賺錢、用智慧賺錢、用結緣賺錢，還有用關係賺錢、用人情賺錢、用錢財

賺錢等等，認為只要方法正當，各種賺錢術都是可取的。但是，在現代人各

種「高級賺錢術」中，用結緣賺錢、用智慧賺錢卻最能體現佛教的本色。

什麼是「用智慧賺錢」？「智慧」這個詞，在佛教中稱為「般若」，不

是世俗所說的「小聰明」，而是一種「有無不二」、「以空為有」的大智慧。

如果將星雲大師在不同場合提到的各種賺錢術綜合起來，我覺得「智慧賺錢」

應該是最根本的一條。

2、錢要讓它自然來

佛教的最根本的思想就是「緣起性空」，要解釋這個「空」字，學者們

也許三天三夜也討論不完。《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看了半天還是不知所云。星雲大師不搞這種形上學的說教，他

講了一個「錢要讓它自然來」的故事：

美國紐約州有一家三流旅館，生意一直不景氣，老闆無計可施，

只等著關門了事。

後來，老闆的一位朋友指著旅館後面一塊空曠的平地給他出了個

主意。

次日，旅館貼出了一張廣告：「親愛的顧客，您好！本旅館山後

有一塊空地專門用於旅客種植紀念樹之用。如果您有興趣，不妨

種下 10棵樹，本店為您拍照留念，樹上可留下木牌，刻上您的大

名和種植日期。當您再度光臨本店的時候，小樹定已枝繁葉茂了。

本店只收取樹苗費 200美元。」廣告打出後，立即吸引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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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旅館應接不暇。

沒過多久，後山樹木蔥鬱，旅客漫步林中，十分愜意。那些種植

的人更是念念不忘自己親手所植的小樹，經常專程來看望。一批

旅客栽下了一批小樹，一批小樹又帶回一批回頭客，旅館自然也

就顧客盈門了。
13

這是一個典型的「自然」生財案例，它的精髓就在於「以捨為得」。星

雲大師接著解釋說：「不是『不要錢』，是『不要』而『有』。錢不是要來的，

錢要給它自然來，以『無』為『有』。『無』，不是沒有；『無』，是無中

生有；在『無』裡面，無限、無量、無窮、無盡，要在這個層面上了解。」
14

在這裡，「無中生有」、「以無為有」就是「空」，這有可能讓人頓悟《心經》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妙諦。

佛教向來主張「廣結善緣」，這個「自然生財」的案例其實就是經典的

廣結善緣的「高級賺錢術」。星雲大師希望搞經濟的人要多培植善緣，多播

種。其實，在生意場上，沒有「本」就沒有「利」，沒有「播種」哪有「收成」，

這是一個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聖經》上說，你要怎麼樣收成，就得怎麼

樣栽種。這在佛教裡也就是「因果法則」。但有的人不懂這樣的因果法則，

他們抱怨說：「我吃素、我拜佛，怎麼沒有發財？」星雲大師認為這是錯誤

的觀點！拜佛、吃素是道德上的因果，而發財，卻有發財的因果，比如說，

你要將本求利，你要勤勞，你要用智慧投資，你要搞清楚市場經濟，你才能

發財。
15

13.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 • 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
2012年，頁91。

14. 同註13。
15. 同註13，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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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佳投資

星雲大師還專門寫了一篇「最佳投資」的小文，其實是講佛教的「廣結

善緣」，也是講「發財的因果」。星雲大師也在開篇引用了一個故事：

美國某城 30英里外的山坡上有一塊不毛之地，地皮的主人見地皮

擱在那裡沒用，就把它以極低的價格出售。新主人靈機一動，跑

到當地政府部門說：我有一塊地皮，我願意無償捐獻給政府，但

我是一個教育救國論者，因此這塊地皮只能建一所大學。政府如

獲至寶，當即就同意了。

於是，他把地皮的三分之二捐給了政府。不久，一所頗具規模的

大學就矗立在了這塊不毛之地上。聰明的地皮主人就在剩下的三

分之一的土地上修建了學生公寓、餐廳、商場、酒吧、影劇院，

等等，形成了大學門前的商業一條街。沒多久，地皮的損失就從

商業街的贏利中賺了回來。
16

看過這個故事，你也許會立刻明白，原來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因緣果

報」！星雲大師認為，廣結善緣才是「最好的投資」。從正面上說，真正的

投資需有長遠的眼光，不但在金錢上投資、事業上投資，在人情、信仰上，

更要投資。有時投資一句好話、一臉笑容、一個點頭、一聲問好，將來可能

會有「不可思議的結果」。投什麼資？投者，投其所好，要投時、投地、投

緣；資者，是給予人幫助。如果你用慈悲去投資，用結緣、用智慧、用勞力、

用助人的因緣去投資，這就是最好的投資。從反面上說，急功近利不能投資，

貪圖私利不能投資，失去眾意不能投資，不耐因緣不能投資。投資者，就是

16.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 • 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
2012年，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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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護其因，護其緣，才能成其果。這才是發財的因果。
17

4、善財能捨

在富蘭克林的「賺錢法則」中，勤勞、守信、節儉等最為根本，這些法

則其實存在於世界各民族的商業道德中，屬於商業倫理的「通則」。比較起

來，星雲大師也列舉了五條「可靠的經商之道」：童叟無欺、信用可靠、研

發商機、重視人才、善財能捨。這五條中，最有佛教特色的，還是「善財能

捨」。「善財能捨」與「廣結善緣」有時候是相通的、合二為一的。什麼叫

「捨」？「捨」就是「布施」，對治人的「貪婪」，對治「為富不仁」。有

人可能想不通，覺得想發財就得「節儉」，「捨」給了別人豈不讓自己更窮

了嗎？或覺得我雖然捨得，但手頭沒有錢，怎麼去「捨」？這其實是誤解了

「布施」的本意。星雲大師說：

如何學布施？微笑、點頭、招呼、舉手之勞、見施歡喜，也是一

種布施，還要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施無畏，讓大眾和道場因為有我

的承擔而無所畏懼。學佛不一定要有錢，有心才重要。如果用學

歷來譬喻，出錢是小學程度，出力是中學程度，出口講好話是大

學程度，出心是研究生的程度。
18

「善財」是「捨」出來的，捨錢、捨力、捨話、捨心，都是捨，並且體

現了人生的不同境界層次。《三世因果經》上說：「有衣有食為何因？前世

茶飯施貧人；無食無穿為何因？前世未施半分文。穿綢穿緞為何因？前世施

衣濟僧人；相貌端嚴為何因？前世採花供佛前。」
19
也許你相信科學，不相

17. 同註16，頁99。
18. 同註16，頁160。
19. 《三世因果經》屬於中國人所編的「疑偽經」，編者無從考證，清代的《乾隆大
藏經》、日本的《大正藏》等權威藏經都沒有收錄此經，但該經全文的說教符合
佛教精神。



438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上 )

信佛教所謂的「前世」、「來世」，但佛教《三世因果經》提倡的布施精神

無疑是不容懷疑的。一個人想要發財，若無喜捨、利他之心，是很難達到的。

所謂捨得，就是「小捨小得、大捨大得、不捨不得」，這是佛教的大智慧。

佛光山多年來一直向社會推廣「三好」、「四給」運動，其實就是「捨」，

就是「布施」。堅持「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加上「給人歡喜、給人

希望、給人信心、給人方便」，就有可能無往不利，實現星雲大師所說的「有

佛法就有辦法」。星雲大師宏大的佛光山事業也正是在「布施」、「喜捨」

中成就了輝煌。很多人都好奇地問星雲大師為什麼那麼「有錢」？星雲大師

常常回答說：「因為我不要錢，我以空為有。」這句話值得反復琢磨。

(三 )從「擁有」到「用有」

世界上誰都想擁有財富，不唯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都是如此。但有

了錢，未必就是好事，關鍵是你能否用錢。有的人把錢藏在家中不用，有的

人發了財就墮落，還有的人有錢就「任性」，不一而足，但那都不是用錢的

正道。

1、有錢不用不如無

到底如何用錢才算是正道呢？還是先來聽聽星雲大師講的「用錢與藏

錢」的故事：

有一個人存了許多的黃金磚塊，藏在家裡的地底下，一藏就藏了

三十多年。這三十年中，他雖然都沒去用過，但只要偶爾去看一

看心裡就歡喜了。

有一天，這些金磚給人偷去了，他傷心得死去活來。旁邊有人問

他說：「你這些金磚藏在那邊幾十年了，你有沒有用過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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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難過地說：「沒有。」那個人就說：「你既然沒有用過，那不

要緊，我去拿幾塊磚頭，用紙包起來，藏在同一個地方，你可以

常常去看，把它當做金磚藏在那裡，這不是一樣可以歡喜嗎？又

何必這麼傷心呢？」
20

看了這個故事，人們也許立刻會想到俄國作家果戈里筆下的那位「守財

奴」普留希金的形象，但星雲大師卻將故事的主題轉換到「金錢用了才是自

己的」上面：一個人擁有錢財而不用，還不如無；錢只有從「擁有」到「用有」，

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為什麼有了錢要用掉才算完美，從佛教的角度看是為了「知足感恩」。

星雲大師解釋說：

所謂感恩的經濟生活，是每個人對生活中的一粥一飯，要有當思

來處不易的感恩。一條絲、一塊布都不是簡單的事，我們有衣服

穿，是因為有工人織布；我們有飯吃，是因為有農人種田；沒有

主播、演藝人員，我們就沒有電視可看；沒有公共汽車司機，我

們出門就沒有車子可乘。我們之所以能生存於人間，主要的原因，

就是有社會大眾供給、滿足我們的需要；沒有社會大眾，我們就

無法生活，所以我們要把經濟道德建立在知足感恩上。
21

中國古人提倡勤儉持家，《朱子家訓》裡就有「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

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之語，這與佛教的知足感恩有相同之處。但是，

星雲大師的用意還不止於此，他用自己的經歷告訴你什麼叫做「錢能生錢」

的祕訣。

2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談處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05。
21.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 • 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

2012年，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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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按照常規來說，家裡有了錢財，該用的就用，不該用的就節省，不能做

「月光族」。佛教《善生經》上也說，居士的家財要分作四份，各有所用，

沒有說都得花掉。但是，星雲大師作為一個出家人，他從不聚財，花了錢也

毫不「心疼」。他說：

錢為什麼要用掉才算是自己的？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

有錢，養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

的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

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

智慧。
22

「沒有錢」卻會「用錢」，星雲大師就是用這種不可思議的「用錢原則」

成就了台灣佛光山的諸多事業。請看星雲大師的回憶：

1951年，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台灣省佛教會發給

我新台幣五十元的月薪，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是一筆微乎其微的

數目，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

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

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身無分文，

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

非常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

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台幣三百元的供養，我

22.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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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基督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

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質的「卍」字項鏈，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

佛子結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分，好讓世

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鏈，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鏈為榮。

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

讀。

1954年，每月的供養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各拿出一百五十元補

助張優理 (慈惠 )、吳素真 (慈容 )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師資訓

練，其餘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我每

月如是，後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誌》的

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

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

自己的！」

1956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

節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起佛教徒購書

讀書運動，甚至後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

留學。當年正是經濟最為拮据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

頭腦的傻子。結果，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學成歸來後，均以所

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念書求學，甚至

到國外參學，現在他們都陸續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

再證明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

回憶自 1953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

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它的文宣、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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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對於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

感於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於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繫緊褲帶，

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法緣。我曾多次在台灣環島布教，我出錢

在電台廣播，我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灣佛法普及，豈不是當年遍灑各地的菩提種子開花結果了

嗎？我們不要怕花錢，因為，「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23

上面引文也許長了點，但事實勝於雄辯，你還能有更好的文字來表達星

雲大師「用錢的智慧」嗎？

3、佛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

勤勞、節儉之類的美德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同意的生存原則，它不

是哪一個宗教文化的「專利」。一個真正的佛教徒，無論是出家的，還是在

家的，也都會堅持「精進」修行，結緣惜福，是絕對反對浪費的。星雲大師

儘管堅信「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但他本人卻「一無所有」，生活簡單樸實，

一生都在踐行「佛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的惜福觀念。

現代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嚴重影響到人類

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星雲大師從佛法的角度，提出了非常切合時代的理財

之道。他說，過去的佛教叢林非常重視環保，出家人的生活也很簡單，所謂

「衣單二斤半，洗臉兩把半，吃飯四句偈，過堂五觀想。」佛教特別重視「惜

福」，認為佔有的越少，出門就越輕鬆；飲食吃得少，腸胃才沒負擔。民國

時期弘一大師，一條毛巾用三、五年，一頂帽子用二、三十年，爛了還捨不

23. 星雲大師：《福報――星雲大師的人生財富課》，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頁
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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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丟。唐代的法常禪師有詩曰：「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

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法常禪師以衣荷葉，食松花，居茅舍，恬

淡隨緣，仍然很快樂。這讓我們想起了儒家的「孔顏之樂」，幸福其實未必

需要很多的物質條件，但現代人在物欲的膨脹中越來越迷失自我，失去了內

在富足。

星雲大師認為：一個人用得太多，不一定是好事。他舉例說，幾十年前

的人看報紙，一份報紙只有兩張半，後來增加到三張，覺得滿快樂的，但是

到現在一份有十幾張，就覺得很苦惱，因為看不完那麼多啊！過去電視只有

三台可看，現在有超過一百多家電視台，轉到最後，乾脆不看。我們平時使

用的東西，如果少一點，思想也會變得清明單純，少花時間看電視，省下來

的時間用在讀書、思考或親近大自然，這不但是對萬物是環保愛護，對自己

也是一種心靈環保。
24
星雲大師還提到「惜字紙」的環保理念：

記得在叢林受教育時，一張紙不僅兩面都會利用，連字裡行間的

空白處也會擠上幾個字，有時候還會用色筆在紙上再寫上一遍，

除非到真沒有辦法分辨時，才會不捨地丟棄，我確信自己是積了

此福報才開智慧變聰明的。所以說，惜福可從「回收廢紙」開始。

日常生活中，隨手一揉，都是浪費大地資源，在不可避免的消耗

下，積極配合「廢紙回收」，讓可用的資源再生，即是一件功德。

根據統計，種一棵樹要花十年的時間，砍一棵樹卻只要幾分鐘；

嬰兒從出生到二歲，所用的紙尿布，必須用掉二十棵樹；每回收

一噸廢紙，可以少砍高八公尺、直徑十四公分的原木二十棵；印

24. 星雲大師：〈佛教對「環保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 )》，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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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品採用再生紙，每月可以少砍四十萬棵原木。
25

台灣的佛光大學由星雲大師創辦，為籌集資金，星雲大師發起過「百萬

人興學運動」，還有不少信徒以「資源回收」所得來建大學。這些感人的事

就是佛教經濟學的運用的典範。別人總以為佛光山「有錢」，「有佛法就有

辦法」，但是，知道內情的人卻不這樣看，這所大學就是佛教「惜福結緣」

的結果。
26

四、「佛教經濟學」的殊勝

「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這個名稱，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七○

年代就被一位叫佩優托 (P. A. Payutto)的泰國學者提出。幾乎在同時，英國經

濟學家舒馬赫 (E. F. Schumacher)的《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書

問世，針對當時的能源危機，宣導一種與現代經濟學相對的佛教經濟學觀點。

書中寫道：「地球提供給我們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不足以

滿足每個人的貪欲。」「佛教經濟學必然與現代實利主義經濟學大有區別，

因為佛教徒認為文明的真諦不在於需求增多，而在於人格純淨。」現代經濟

學家習慣於按每年的消費量來衡量「生活水準」，歷來認為一個消費較多的

人比消費較少的人境況優越些，而佛教經濟學家則認為這種看法極不合理：

既然消費只是人類福利的一種手段，目的就應當是「以最少的消費求得最大

限度的福利」。

簡言之，「佛教經濟學」的宗旨不是利用佛教知識來盲目地發展經濟，

而是讓佛教智慧從根本上改造以西方為背景的經濟學。現代經濟學作為科學

25. 星雲大師：〈佛教對「環保問題」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 (上冊 )》，
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33-34。

26. 同註25，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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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是在工業化時代才完成的，儘管諸多的經濟學派在不同時期可能發生

過一定的作用，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西方式的經濟學越來越變得狹窄和

孤立，其局限性非常明顯。佛教經濟學與正統經濟學的根本差異在於：後者

從經濟的角度看待經濟，而前者則要求從社會、個人和環境的相互共生來看

待經濟。

正如前文所分析，佛教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儘管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學

思想，但幾乎很少有佛教學者敢於正面直視「經濟問題」，造成了諸多的迷

茫和誤解，所謂「韋伯難題」的出現並非空穴來風。佩優托、舒馬赫等學者

關於「佛教經濟學」的提出，猶如一股清風，攪動了沉悶的現代經濟學界；

但這樣的研究成果還只能算是空谷足音、稀世之珍，少有人知，何況還僅僅

停留在理論上的探討。星雲大師卻以其幾十年的弘法體驗，第一次以一個佛

教高僧的身分，向公眾「開示」佛教的經濟觀念，可謂融世間法與佛法於一

體，不僅「直指人心」，頓開茅塞，而且「理事兼通」，經世致用，稀有難得。

最近，網路媒體上報導一篇〈中國暴富群體的血腥「原罪」〉，看了讓

人震撼。文章說，2010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 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

總額達到 9690億美元，相當於其餘 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一

項「中國人財富觀大調查」之「你怎麼看待財富？」竟然高達 65%的人認為

「財富有原罪，只有品德敗壞的人才可能巨富」。自改革開放以來，無數的

億萬富豪的財富積累幾乎都與以下環節有關：(1)靠腐敗的滋陰；(2)靠黑社

會強搶；(3)靠黃賭毒發財；(4)靠偷工減料吸血。至於為攫取高額利潤，鋌

而走險進行的犯罪，更是五花八門，諸如：抓來勞工下礦幹活，囚禁殘障人

做苦役，剋扣農民工工錢，逃稅漏稅、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強搶農民土地、

甚至殺人越貨等很多暴發的富人，比黃世仁還黃世仁。資本的貪婪、無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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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27

這篇報導到底是否完全真實，還有待客觀理性的研究，但現代中國人的

「仇富心理」的產生，不能說不與此有關。十九世紀的法國著名小說家巴爾

扎克有句名言：「在每一筆巨大財富的背後，都隱藏著罪惡。」也許解決「財

富原罪」是一種世界性的難題，我們無須為中國當代的土豪們作無謂的辯護，

但無論如何，「淨財」比「橫財」對人類更能增加「幸福指數」，應當是一

條財富倫理的「通則」。問題是我們需要廣泛傳播真正讓人類受用的「淨財」

理念。在這個意義上，星雲大師的「佛教經濟學」無疑是現代經濟學一道亮

麗的風景線。

星雲大師從「經世濟民」的高度綜合地看待經濟問題，用「聖財」、「淨

財」來界定財富，用「因果法則」來指導「經商倫理」，並用「惜福」、「環保」

來理財，這種佛教的經濟學思想不僅涵蓋了富蘭克林提出的「賺錢格言」，

而且也顛覆了「韋伯難題」。今天，也許人們並不承認有所謂的「佛教經濟

學」，但是，看過星雲大師的相關論著以後，對於佛教的財富觀念、生財、

理財之道，當一定不敢輕視。

27. 〈中國暴富群體的血腥「原罪」〉，http://bbs.tianya.cn/post-free-462117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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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包含了生命、生死及生活；

生命是人間佛教的體，生死是人間佛教的相，

生活是人間佛教的用。人間佛教所重視的，

是如何在「生活」中運「用」佛法，

透過佛法之用來超越「生死」的現「相」，

進而圓滿「生命」的本「體」，

這就是弘揚人間佛教的主旨所在。

《人間佛教語錄 •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