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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 

摘 要 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人需要宗教來安頓浮盪的身心，禪修與靈修是

當前流行的宗教活動之一。台灣目前有許多人熱衷於學禪健身，瞑想靜

坐，許多新興宗教也以禪修的號召，建立一些所謂的禪修團體，因此，禪

似乎是現代社會流行的熱門活動。佛光山教團組織是現代化的佛教組織，

「佛光人間生活禪」是佛光山教團以禪宗臨濟法脈傳承所開展的現代化禪

法。禪是當前佛教修行的重點，如何建構出一個適合現代人修行的實踐法

門及禪堂組織，是現代佛教教團組織化的重要任務。 佛教由印度傳至中

國，其教義與中國文化融合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並以天台宗與禪宗為

中國佛教的兩大主流。天台宗以一念三千、一心三觀、三諦圓融等教觀思

想而立宗，以定慧雙修、開佛知見為宗旨；禪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為

特色，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兩者在佛教的禪觀修行上各有不同

的思想與方法。相對於印度佛教的傳統而言，隋代的天台宗是現代化的禪

法，以天台宗的止觀禪法與人間生活禪比較，佛光人間生活禪無非也是禪

法的現代化。 本文從隋代智顗著述的天台止觀禪法等相關論典做文獻的探

討，並與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理念、臨濟禪風及修行方法的內容做比較研

究，主要研究範圍在於兩者之傳統與現代的禪修方法與實踐成就上的比

較。希望為現代化的佛光人間生活禪找出傳統禪法傳承的定位，確立天台

小止觀與佛光山生活禪乃是現代佛教徒在生活化的修行中，最簡易方便有

效的身心安頓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比較法，主要

探討的問題是天台小止觀與佛光山生活禪的修持竟有何異同？因此，分為

四個部分來討論：一、從歷史的向度探討中國佛教兩大禪觀體系，天台宗

與禪宗在禪法修行的異同之處。二、從禪法理論的內容探討天台小止觀與

生活禪法的方便道。第三、從禪法實踐的方式探討小止觀與生活禪的正修

行。第四、從禪法修行的目標探討小止觀與生活禪的修行成就。 總之，從

天台小止觀與佛光山生活禪的比較，更確立「禪」必須在生活中修，以

「平常心是道」來習禪才是佛陀人間佛教的本懷。「佛光山生活禪」以人

間佛教為理念，將禪法組織及制度做現代化的詮釋與創新，這是合乎現代

入世佛教的理念，亦是佛教實踐人間淨土的目標。  

摘

要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era, modern people require religion to settle 

physical and mental unstability, while meditation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are the 



(英

) 

most popular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the time. Many Taiwanese are keen in practice 

meditation for the sake of health, and meditation seems to be appealing to many 

newly fou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forming meditations groups; therefore, 

meditation becomes a popular activity in modern societies. Fo Guang Shan Religious 

Group is a modernized Buddhist system, and Fo Guang Life Ch’an is a method of 

Ch’an practice that Fo Guang Religious Group h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Lin-chi 

lineage. Ch’an is a focus of Buddhist practice and constructing a way of practice 

and meditation hall organization appropriate to modern practitioner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a modern Buddhist organization. Buddhist was brought to China from India, 

and its teachings were merged with Chinese culture to form Chinese Buddhism, with 

Tian Tai and Ch’an being the two major streams of Chinese Buddhism. Tian Tai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es of “three thousand worlds in one thought”, “one mind 

and three aspects of knowledge”, “harmony of the threefold truth”, aiming on 

both meditation and wisdom, exploring one’s Buddha nature. Both schools had 

different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ies on Buddhist meditation. As oppose to 

traditional Indian Buddhism, Suei dynasty Tian Tai had a revolutionary methodology 

of Ch’an; similarly, comparing to Tian Tai, Fo Guang Shan Life Ch’an has also 

been a revolution to the way of Ch’an practice. This desertion commence its 

literature search on Tian Tai’s mental discipline by Master Zhi-yi of Suei Dynasty, 

using the ideal of Fo Guang Shan Humanistic Buddhism, Lin Chi Ch’an and other 

monastic and lay practitioner’s way of practice as subjects of comparison. The main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mpare the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h’an. We hope to find the position of Fo Guang Shan Life Ch’an in 

traditional Ch’an lineage and establish the fact that Tian Tai minior Zhi Guan and 

Humanistic Life Ch’an is the most simple and efficient way to achieve physical and 

mental tranquility for modern Buddhist. The study adpts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historial reses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any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ian Tai minar 

Zhi-Guan and Fo Guang Shan life Ch’an.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study. Firstly,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meditation practice of the two major systems of Ch’an 

in China, Tian Tai and Ch’an,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Second aim of the 

research is from the theory of Ch’an to discuss the expedient means of Tian Tai 

minor Zhi-Guan and Life Ch’an. Third is from the preparation of Ch’an to discuss 

the formal practice of the aforementioned systems of Ch’an, and finally, from the 

goal of meditation practice to discuss the dedication of minor Zhi-Guan and Life 

Ch’an. In conclusion, the comparison of Tian Tai minor Zhi-Guan and Fo Guang 

Shan Life Ch’an confirms the fact that Ch’an must be practiced in every day life 

with unadorned mentality so as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Fo 

Guang Shan “Humanistic Life Ch’an” employs the concept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to provide modernized explana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s of 

Ch’an.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worldly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is also the 

Buddhist goal of realizing “pure-land on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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