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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甲子回顧與展望 
──從人生佛教到人間淨土的推展 

梁金滿（註 1）  人生雜誌主編 

【摘要】由東初老人創刊於 1949年的《人生》雜誌，是當年渡海來臺的大陸法師在臺灣創辦的第一

份佛教雜誌，至今已有六十三年的歷史。 

    回顧六十三年來的《人生》大事記，在經費與人力左支右絀的艱苦中，出現種種延期、休刊、

停刊、復刊、改版的曲折歷程，卻也見證了這一段臺灣佛教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為臺灣佛教留下

最珍貴、燦爛的一頁。 

    本文試從《人生》雜誌發行的歷史軸線，分四階段回顧《人生》創刊、停刊、復刊、改版階段

的時空因緣、發行宗旨、發行概況、階段特色，並分析面臨當前數位化之優、劣勢、挑戰與機會的

因應之道。 

關鍵詞：人生雜誌；東初老人；聖嚴法師；人生佛教；人間淨土 

 

 

一、前言 

1948、1949年，中國大陸時局動盪不安，一艘

艘的船從海峽對岸開向臺灣，載來了一批批大陸籍

僧侶大德，那一艘艘船猶如法船，將正信的佛教思

想帶進了臺灣。《人生》雜誌在這樣的大時代中誕

生了，1949年 5月 10日，東初老人創辦《人生》，

張起弘揚「人生佛教」的大帆，航向寶島每個角落。 

《人生》的創始，源自「人生佛教」的使命開

展，在那個語言不通的年代，講述不成，卻因而造

就了文字弘法的契機。走過六十三載，《人生》雜

誌有創辦人東初老人的堅定，有師承老人的聖嚴法

師承先啟後、薪火相傳的戮力經營，更有許多大法

師、居士的鼎力護持，無論是精神上的支持、物質

上的傾囊、文字法義上的法乳滋潤，都餵養了《人

生》最深厚的根柢。在這深厚的基礎上，成就了《人

生》往後六十多載的穩定與開展。 

觀察《人生》在思想弘傳上，可以整理歸納

出從早期東初老人「建設人生佛教」，漸漸開展

為聖嚴法師「建設人間淨土」的脈絡。然而不管

是人生佛教或是人間淨土的思想，《人生》的宗

旨始終不變，那就是「淨化人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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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顧《人生》六十有三 

2009年 3月 13日，《人生》雜誌曾舉辦「《人

生》六十週年──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當時，

專研臺灣佛教史的闞正宗指出，「《人生》所經

歷的發展階段和其他佛教刊物相似，都見證了台

灣佛教的發展軌跡。」闞正宗將佛教期刊的走向

與臺灣佛教界的發展歷程，畫分為三個階段：1. 

1949年至 1961年「人生佛教時期」；2. 1962年

至 1982年「穩定發展階段」；3. 1982年至今「本

土化、人間化時期」。（註 2） 

如上所言，打開《人生》創刊以來的一甲子

史頁，其走向大致可以 1961年、1982年為界，分

為三個階段。而聖嚴法師於 1982年為《人生》復

刊以來的三十年，又可依內容取向、雜誌形式等

區分為兩階段。將四階段列出如下： 

（一）草創階段（1949年 5月至 1962年 5月）。 

（二）停刊階段（1962年 6月至 1982年 8月）。 

（三）復刊階段（1982年 8月 15日至 1999年 12

月底）。 

（四）改版暨穩定發行階段（2000年 1月 1日迄

今），此一階段併於「三、《人生》發展

現況」中探討之。 

以下分別就各階段的重要紀事與時空因緣詳

述之。 

（一）草創階段（1949年 5月至 1962年 5月）

（十三年） 

1. 創刊因緣 

1949 年 1 月，因中國大陸局勢不穩，東初老

人攜帶「中國佛教會」招牌隻身來臺，後在北投

落腳。4月 6日，東初老人受邀在北投旅社聯誼會

演講「人生佛教」，礙於語言隔閡及翻譯不佳，

使聽眾無法理解，但這場演講的因緣，卻觸動了

東初老人辦雜誌的念頭。就在同年 5月 10日，距

離那場演講不過一個月的時間，《人生》雜誌創

刊了，創刊號雖然僅有 10頁，卻字字珠璣，字裡

行間充滿法師們弘護正法的熱情與願心。 

在《人生》第 6卷第 11、12期合刊本中，東

初老人回憶了創辦《人生》的這段因緣：「我掛

單北投不久，北投旅社聯誼會邀請說法，由於語

言隔膜，翻譯人又不懂佛法，以致聽眾不甚了解，

只有改用筆談。有人提議將筆談油印，惟恐油印

不十分清楚，於是我計劃鉛印，這是本刊出版動

機之一。」（註 3） 

同一篇文章中，東初老人提到刊行《人生》

的主要動機，是向臺灣民眾介紹正信佛教與佛教

文化：「我初履寶島，有一個特別的感覺，就是

寶島人民普徧信仰佛教，而宣傳佛教的經典，又

特別少。每到一寺所見到的佛經，就是早晚功課，

彌陀經，金剛經那樣幾本。」（註 4）因此《人生》

的創刊，是為了讓民眾透過這本雜誌接收正確的

佛法觀念，為當時臺灣佛教界注入活泉。 

《人生》的創刊，也與東初老人對佛教教育

與佛教文化的重視有關。來臺之前，東初老人曾

任江蘇焦山定慧寺住持方丈，兼焦山佛學院院

長，並創辦《中流》月刊。東初老人非常重視人

才的培育，而辦刊物就是其培養人才的方式之

一。因為，「一來可以鼓勵年輕的法師、居士們

投稿，讓他們在撰述過程中，藉由思惟法義而使

自己的智慧和文筆有所成長；二來也可以弘揚佛

法，……東初老人希望透過雜誌，讓民眾瞭解漢

傳佛教，並且提昇佛教徒的水準。」（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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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雜誌命名為「人生」的由來，成一法師

在口述歷史中曾提到：「東初法師在焦山辦過《中

流》雜誌，我建議他也辦份雜誌，取名『人生』，

用以發揚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的理念。他同

意，並要我幫忙，我當然是義不容辭。這份雜誌

在 1949（民國 38）年夏天就創刊了，《人生》雜

誌於是就這樣辦起來的，成為外省法師在臺灣創

辦的第一份佛教刊物。」（註 6） 

綜觀 1949 年前後的臺灣佛教界，普信法師在

1947年 7月 1日創辦《臺灣佛教》月刊；1949年 5

月，大醒法師將《海潮音》雜誌移至臺灣編輯發行；

而東初老人在北投法藏寺所創辦的《人生》雜誌，

則為大陸籍法師在臺創辦的第一份佛教刊物。 

2. 發刊宗旨：淨化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教 

東初老人畢業於太虛大師設立的閩南佛學

院，承繼了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思想理念，

在圓明法師執筆的《人生》創刊號宣言中，可以

看出東初老人以《人生》「建設人生佛教」的抱

負：「在佛陀誕辰，同時降生出這個『人生』，

無疑的，人生能負佛陀救人救世的使命。將要運

用它的廣長舌，張開它的獅子口，作大吼聲，驚

破那一切正在迷戀着物慾的大夢，叫它們都能醒

覺過來，度着它們應有正常的生活，所謂人生，

因為我佛的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可以

說，都是以人生為對象！」（註 7） 

這說明佛法與人生的不可分割，人生需要以佛

法為其準則，這也是《人生》出版的目的，在於「研

究做人的方法」，是「基於人群社會需要應如何做

人，應如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

失，人類社會有了完美人性為基礎再進修大乘佛教

的德行，研究做人的方法，將成為本刊唯一的宗

旨。」（註 8）東初老人進而提出創辦《人生》是

為了「淨化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教」，並從第 1

卷第 2期開始，就將這兩句話刊印在封面上。 

到了《人生》「六週年佛教專號」中，東初

老人更以加大的粗體字，重申創辦《人生》的旨

趣：「『人生』自然是以發揚人生佛教真義，淨

化人心，安定社會，增進人生的幸福，提高人生

生活的理想，是故『人生』的旨趣，就是『淨化

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教』。」（註 9） 

東初老人認為雜誌與佛教的關係應該這樣看

待：「藉刊物的園地，把佛法的真理，用深入淺

出，平易近人的文句，啟發民眾心智，灌輸民眾

佛學知識，培養國民修養，使佛法社會化、大眾

化。這樣的雜誌，才不愧為代表佛教進步的生命

線。……這樣一本雜誌不特為獎進新佛教文化建

設的人才，且為新佛教的生命線。」（註 10） 

因此，即使《人生》創刊之後，因民生困頓、

經費籌措困難，而屢屢停刊、休刊，但東初老人

願心極強，在艱困中，仍一期一期地出刊，堅持

著文字弘法的使命。 

3. 發行概況：資金來源、發行對象與流通方式 

東初老人隻身來臺，在沒錢、沒物力的情況

下竟能發行雜誌，他是怎麼辦到的呢？原來，「東

初老人找了十個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居士和法師當

贊助人，然後每個月向他們收贊助費，以此做為

資金來出版雜誌。」（註 11）東初老人自己也說，

《人生》能這麼迅速的問世，是得到了多方面的

贊助：「在經濟方面承社長妙果老和尚及社董慈

航法師與姚國興等諸大護法幫助，在稿件方面承

隨緣老人圓明法師以及張少齊與壽民先生從中協

助校對計劃，獲益不少」。（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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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人生》的讀者、訂戶在哪裡？東初老

人「按照寺院的名冊，將雜誌寄給每間寺院，以

及一些學校、文化機構與書店。所以，雖然《人

生》雜誌標榜著訂閱，也有訂價，但幾乎全部都

是贈送的。」（註 13）儘管如此，在每一期的編

後語中，東初老人總不忘向贊助者鳴謝，當然更

不忘提醒讀者要訂閱與推廣《人生》，可謂最無

私也最盡責的發行人。 

因為替《人生》撰稿而在東初老人座下二度

出家的聖嚴法師，自 1960年 1月起接任《人生》

主編，在〈編校「人生」一年九個月〉一文，法

師記錄了那段編校雜誌的艱苦歲月：「本刊的經

濟經常十分的窘困，我的編校部門，故也捉襟見

肘，每出一次，二百元的編校費，本為編輯校對

的車馬及郵資雜用，我雖盡量的撙節，每次去臺

北跑印刷廠，連三輪車也未敢坐過一回，連氷水

也不曾喝過一口，希望留些錢來買幾刀稿紙贈送

作者，但仍未能達到發表一篇文章即贈一刀稿紙

的願望」。（註 14） 

4. 階段特色 

1949年至 1962年間，《人生》月刊共發行十

四卷，法鼓文化在 2007年 12月將這段期間的十四

卷《人生》合訂本以復刻的形式出版，刻意保存了

早期印刷的樣貌，泛黃的紙張、樸拙的鉛字，在翻

閱中，更能體會當時出版的艱辛，感受當年佛教界

如何在篳路藍縷中，為了護衛佛法慧命的努力。這

一時期的雜誌內容，或可歸納出以下三點特色： 

(1) 引領思潮 

光復初期的臺灣佛教，充斥日本佛教不僧不

俗的遺風，因此早期的《人生》有諸多探討臺灣

佛教現象的文章，例如 1951年 2月東初法師所發

表的〈了解臺灣佛教的線索〉，就是他奉中國佛

教會之命，到中南部訪問的見聞。 

闞正宗認為，1949年至 1961年這段期間，包

括《人生》雜誌在內的佛教刊物，基本走向是釐

清法義，掃蕩教內外的異議，反思佛教界的意義，

也極富批判的精神。（註 15） 

例如《人生》第 3卷第 6、8期也有東初、慈

航、白聖、憨僧等長老，針對當代佛教在土地、

寺廟財產，以及僧尼的生活制度、教育缺乏等問

題上，提出強烈批判。第 5 卷第 1 期的「四週年

紀念號」、第 6卷第 11、12期的「六週年佛教專

號」，都針對歷年來臺灣佛教的發展、世界佛教

的動態，以及出版、教育等文化工作進行反省。 

早期的《人生》中，聖嚴法師常以「醒世將

軍」或「張採薇」為筆名發表文章，其中最為人

津津樂道的，是其以筆為文回應基督教對佛教的

挑戰，當時臺灣因美援影響，基督教的發展雷厲

風行，一般人也相對對佛教產生諸多質疑，法師

一方面闡述正信佛教的根本精神，一方面回應基

督教的批評，那支利筆直到今日仍受到佛教史學

研究者的肯定（註 16）。 

臺大哲學系退休教授楊惠南也認為早期的

《人生》可說是記錄臺灣佛教發展的重要史料：

「關於台灣戰後，也就是四、五○年代之佛教弘

揚的歷史、思想，都可以在這套早期《人生》雜

誌典藏復刻版裡，尋得芳蹤。它的出版，不僅對

於佛教界極具記錄保存的價值，對於非佛教徒的

大眾而言，也是見證他們與教內意見交流的可貴

參考。」（註 17） 

(2) 教界交流 

《人生》的創辦，促成了教界的交流。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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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就認為，東初老人邀請圓光寺的妙果和尚擔

任社長，使妙果和尚接觸到大陸的佛教思想，另

一方面又請到慈航法師來當贊助人，為雜誌寫

稿，將教界的力量結合在一起。（註 18） 

早期的《人生》內容，「除了長老法師執筆

外，也有年輕法師的投稿，還有居士或一般年輕

讀者的投稿，閱讀的年齡層很廣，讓我覺得這份

雜誌滿有意思的。其實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佛教

雜誌非常少，而《人生》幾乎是唯一讓大家共同

來參與的園地。」（註 19）像聖嚴法師與青松法

師（張曼濤）、無念三人，也因為幾篇文稿的論

戰因緣，而結為好友，也可歸功於《人生》這個

園地。（註 20） 

佛教界的密切交流，也可從早期《人生》窺

見一二，例如《人生》剛辦的時候，成一法師「常

幫東初法師收稿子，有時自己也寫一點，寫寫有

關佛教界的新聞，常常在下班後，晚上再搭乘交

通車趕過去，到北投山腳下車後，再爬山上去幫

忙。」（註 21）在臺中創辦《菩提樹》雜誌的朱

斐居士，每次北上一定到北投探望東初老人，東

初老人見了他，就叫他幫忙校對文章、修潤文稿。

（註 22）當時佛教界人士的深厚情誼，緊密互動，

點滴成就了《人生》的出版。 

(3) 人才培育 

藉由《人生》，東初老人培養了不少編輯人

才和寫作人才。聖嚴法師曾說：最初雜誌是由東

初老人自己編，後來邀請了圓明法師、摩迦法師、

廣慈法師、幻生法師、心悟法師、成一法師、星

雲法師、性如法師以及張少齊居士、楊白衣居士

來編輯。這些擔任編輯的法師，往往為了編雜誌

而一再練筆，因為他們不但要寫編後語，還要與

作者書信往來，更要回答讀者的問題。受邀擔任

《人生》的編輯，雖然付出了很多的時間與勞力，

可是無形中也得到不少益處。（註 23） 

（二）停刊階段（1962年 6月至 1982年 8月）

（二十年） 

隨著 1961年底，聖嚴法師請辭《人生》主編，

南下閉關後，隔年，《人生》在東初老人勉力出

刊至第 14卷第 5期後，暫時畫下休止符。 

《人生》停刊是聖嚴法師的遺憾，法師在自

傳《歸程》中寫下沉痛的心情：「另一使我遺憾

的事，是我負責編校的《人生》月刊，我的南下，

便使《人生》停刊。我也萬萬想不到，一份發行

了十三個年頭的雜誌，當它出了民國五十年（西

元一九六一年）的十一及十二月的合刊之後，我

就為它送了終，我自己成了這份刊物的『到頭編

輯』！」（註 24） 

從 1962 年至 1982 年《人生》停刊的二十年

間，闞正宗認為，這段時期臺灣佛教界相對進入

穩定發展的階段，因為該回應、論戰的問題都已

完成，也從批判走向關懷面向。（註 25） 

在這段《人生》停刊的歲月中，《人生》的

種子隨著聖嚴法師的筆，投向其他如《菩提樹》、

《慧炬》、《海潮音》等佛教刊物，等待重新出

發的時刻。 

（三）復刊階段（1982年 8月 15日至 1999年

12月底）（十七年） 

當聖嚴法師在日本完成博士學位，承接東初

老人創建的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農禪寺志業，

並應聘為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

所長，開始著手培育佛教人才之際，在 1982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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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復刊了。 

1. 復刊因緣 

《人生》復刊之後的首任主編方甯書教授曾

說：「聖嚴法師將《人生》停刊的事一直掛在心

上，所以 1978 年從美國回到台灣後，在 1982 年

將《人生》復刊了，由他自己擔任發行人，成一

法師擔任社長，而我擔任主編，但編務其實都是

聖嚴法師在負責指導。」（註 26） 

1982年 8月 15日，《人生》首先以全開四版

小報型的季刊面世，同年 11月 15日改成雙月刊，

1984年 9月 15日正式改回月刊。 

2. 復刊宗旨：以人生佛教的生活態度來推展人間

淨土的理念 

聖嚴法師在 1982 年 8 月 15 日《人生》復刊

的第 1期寫下對《人生》復刊的八句勉語： 
「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

其光輝 
「人生」要在和諧之中求發展  又在努力中見

其希望 
「人生」要在安定之中求富足  又在鍛煉中見

其莊嚴 
「人生」要在沉默之中求智慧  又在活躍中見

其悲願 
「人生」一定要貼切着生活──有趣的、人情

味的、知識的、啟發性的，樂觀的、鼓勵性的，

負起良師益友的責任，陪伴着每一位需要它的

人，建設人間的樂土，開發似錦的前程。（註

27） 

法師並提到：「此乃是以人生佛教的生活態

度來推展人間淨土的理念，所以我與東初老人是

一脈相傳的」。（註 28） 

3. 發行概況：資金來源、發行對象與流通方式 

復刊後的《人生》，發行量從最初的幾千份，

增加至一萬多份，後來一度擴大印量至三萬多

份。至於經費來源，主要是靠主動捐募及讀者發

心捐贈、助印。內容方面，一開始，《人生》純

粹是服務性質，為的是宣傳正信佛教，內容以聖

嚴法師的開示為主。（註 29） 

到了 1992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 105 期，《人

生》進入了另一個編輯新世代，除了恢復成原來

的十六開本，篇幅從 36頁，後來逐漸增至 72頁。

內容規畫如下： 

(1) 「大覺智海」表現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脈動。 

(2) 「大千世界」做封面主題的專題企畫。 

(3) 「寰宇側記」介紹今日世界的佛教面貌。 

(4) 「清心自在」及「牧牛心旅」報導修行的生活

和禪修的心得。 

(5) 「寶鏡無境」刊載聖嚴法師的文稿。 

(6) 「人生新聞」。（註 30） 

從 105 期開始，《人生》恢復有費訂閱，國

內訂閱一年從新臺幣 680 元至後來的 990 元，零

售價則從每冊 60 元到後來的 96 元。發行量也漸

漸增加，發行面遍及全世界，凡有華人佛教徒的

地區，都有《人生》的蹤跡。（註 31） 

4. 階段特色 

此一時期的《人生》雜誌，主要記錄聖嚴法

師的開示，以及法師創建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法鼓

山的種種軌跡。其階段特色如下： 

(1) 彰顯道場風格 

《人生》雜誌的長期讀者，也曾是《人生》

專欄作家的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丁敏認為，1982

年復刊後的《人生》，有著較前期濃烈的道場風

格，但比起封閉型的道場刊物，《人生》較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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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議題與視野，也兼具學術與宗教，例如會報

導佛研所的學術會議與論文摘要，也會介紹佛學

工具書等。（註 32） 

闞正宗則認為，《人生》復刊的這個階段整個

佛教刊物，又慢慢回歸到當初思想的主人間化的軟

性訴求，不若早期的刊物幾乎都是硬梆梆的法義，

轉而是社會關懷，回應當代性的問題。（註 33） 

(2) 推廣禪修，回應時代 

1982 年復刊後的《人生》，初期主要以聖嚴

法師的文章為主，當時聖嚴法師開始於中西方指

導禪修，因此寫作的焦點置於「禪」的闡述與體

悟，聖嚴法師曾於受訪中表示，此時的文章是他

自己頗滿意的階段。（註 34） 

闞正宗並認為，聖嚴法師於 1980年代在美國

教禪修，是一種「時代回應」；當時的臺灣也處

於經濟高度發達，人心不免浮動，所以法師舉辦

了許多禪修活動，緊緊切合時代的脈動。（註 35） 

(3) 推廣人間淨土思想與漢傳佛教 

當聖嚴法師為《人生》復刊後不久，於 1989

年更創建了法鼓山，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

人間淨土」的理念。法師曾說，「人間淨土的思

想在我腦海裡已醞釀很久了，是根據太虛大師的

人生佛教及人間淨土思想，還有印順法師的人間

佛教思想而來，另外又再重新找經典根據，而成

為我所提出的『人間淨土』。我雖然受他們影響，

但我的『人間淨土』是創新的，與太虛大師的人

間淨土思想不一樣。」（註 36）法師並多次提及

《人生》的出版就是「推廣人間淨土的起點」。

（註 37） 

而作為華文世界最具歷史與指標性的佛教刊

物，《人生》在思想的傳承上，則秉持聖嚴法師

的悲願，以漢傳佛教為主體。《人生》從創辦人

東初老人而至聖嚴法師等諸賢，吸攝的皆是漢傳

佛教的法乳，雜誌的流通對象也以漢傳佛教華人

世界為主，因此所學習、所體驗、所運用的佛法，

都來自漢傳佛教的深湛智慧。 

聖嚴法師曾說：「佛教原同一味，即是解脫

味……只緣我是漢傳佛教的子孫，必須珍惜漢傳

佛教的遺產……，否則很難找到自己被他人尊重

的立場。」（註 38）《人生》基於這樣的因緣，

以弘揚漢傳佛教為己任。 

三、《人生》發展現況（改版暨穩定發行階

段：2000年1月1日迄今）（十二年） 

《人生》雜誌自 2000年元旦改版擴充篇幅至

128頁以來，以專業的採訪編輯人員為主體，逐漸

邁入穩定發展階段。目前，《人生》雜誌就在前

幾任總編輯、主編，如：果光法師、果毅法師、

辜琮瑜、果賢法師等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穩定地

如期發行。在 2005、2006年並連續兩年入圍金鼎

獎最佳人文雜誌獎。此階段的發行概況簡述如下： 

（一）雜誌定位 

作為「法鼓山的喉舌」，《人生》在雜誌定

位上是呼應著法鼓山的使命：「以心靈環保為核

心，弘揚漢傳禪佛教，透過三大教育，達到世界

淨化。」在 2010年，提出如下的雜誌定位：「以

心靈環保為核心，推動『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

化』之專業漢傳禪佛教雜誌。」 

內容方面，從 2000年起歷經數度改版，至 2002

年 11 月，231 期開始，濃縮為「本期專題」、一

般專欄與「大覺智海」佛學別冊三大單元，打破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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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的分類，期讀者能更容易閱讀，一直沿用至今。 

（二）發行現況 

1. 組織結構：法鼓山教團支持，隸屬於法鼓山文

化中心的文化出版處之雜誌部，屬於法鼓山三

大教育中的大普化教育之一環。 

2. 人員編制：編輯部設主編一人、副主編兼執行

編輯一人、採訪組長一人、採訪編輯 2人，共

5 人。上有總編輯與文化中心副都監擔任審

稿，不過同時還包辦另一份報紙型月刊《法鼓》

雜誌的採訪業務。 

3. 經費來源：期刊收入、教團支持、護法信眾護

持助印。 

4. 行銷通路：訂閱戶之外，人生的通路主要有三：

法鼓山體系書店（各分院行願館）、法鼓文化

心靈網路書店、全臺誠品書店、三民書局、法

鼓山海外分支道場。 

四、網路時代的《人生》展望 

隨著網路時代、智慧型手機愈來愈普及，《人

生》也思索著對應的發行策略，加上 2009年 2月

3日，人生導師聖嚴法師捨報圓寂，對《人生》雜

誌而言，不啻又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人生》

雜誌因應這些挑戰，也多次透過腦力激盪會議，

並請教相關學者、顧問提供建議，目前雜誌經營

方向與因應之道如下： 

（一）紙本雜誌定位與走向 

1. 專題聚焦佛教修行生活 

透過近幾年的銷售數字分析，《人生》雜誌

銷售較佳的專題，皆不離佛教徒的修行生活，例

如：佛教經典類、修行法門類以及禪修專題等類，

較能掌握目標讀者的屬性，大約是 35歲以上有一

定學佛基礎的佛教徒，因此，《人生》雜誌未來

編輯方向，仍將聚焦在漢傳佛教的修行生活上。 

2. 雜誌內容朝實用化、圖像化發展 

至於內容的編輯上，則引進現代編輯專業，

朝向圖像化的實用原則，使讀者更能清楚掌握佛

教修行的次第與方向。 

3. 雜誌內容集結出書 

從東初老人到聖嚴法師，以及其間的幾任主

編，早已透過《人生》發表對佛法的觀察與見地，

並且將文章集結成書出版，可見《人生》確實是

磨練人才、磨練文筆的最佳園地，例如聖嚴法師

的《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明日

的佛教》、《學佛群疑》等，都是《人生》的產品。 

今日的《人生》與法鼓文化也延續這一傳統，

將在《人生》上的盤盤法食集結成書出版，創造

更多接引讀者的機會。 

（二）數位化的因應之道 

面對網路時代與智慧型手機普及的時代發

展，《人生》體認到小眾傳播媒體運用數位媒介

掌握目標讀者的優勢。從 2004年起陸續發行各種

電子報，並透過法鼓文化心靈網路書店銷售雜

誌，隨著社群網站興起，也在 2011年 8月 7日成

立 FACEBOOK臉書專頁，運用社群網站的力量，

分享雜誌內容，也增加與讀者的互動，至 2012年

10月初，累積四千五百多個讚。2005年，《人生》

雜誌也曾發行電子雜誌，但在技術尚未成熟、讀

者接受度不高及成本考量下，僅短暫發行三～四

期即告中止，目前正在評估重新發行電子雜誌的

做法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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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生》雜誌數位化歷程，表列如下： 
 

種類 成立時間 發行內容、頻率 

《人生》雜誌網站 2000年 後併入心靈網路書店營運 

素食聰明吃電子報 2004年 7月 圖文版，每月一次 

佛法詢問臺電子報 2004年 7月 圖文版，每月一次 電子報 

《人生》雜誌電子報 2005年 7月 圖文版，每月一次 

《人生》電子雜誌 2005年發行四期  

《人生》雜誌 FACEBOOK 2011年 8月 7日 圖文版，每日更新 

 

五、結論 

六十多年來，《人生》雜誌在內容上，見證

了臺灣佛教戰後至今的發展；在思想的弘傳上，

可以發現從人生佛教到人間淨土的發展脈絡；

1982 年復刊以來的內容，更與法鼓山教團的發展

息息相關。 

聖嚴法師在 2008年 8月《人生》復刊後發行

屆滿 300 期前夕，接受採訪時曾如此對《人生》

的勉勵：「今天的《人生》應時時以早期的《人

生》為鏡，就佛教義理、佛教根本精神的掌握，

與之請益，從《人生》復刻版中看到當時教界關

注生命議題，切合人們的生活，今日《人生》依

然要遵循此原則，延續前人的努力，記住復刊的

不易。」（註 39） 

法師並說：「我對《人生》的期許，是傳播人

間淨土的思想。……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的

理念，必須持續地推動，而這份雜誌的責任，就是

推動法鼓山的理念。……《人生》是給人光明的，

《人生》是為世界帶來希望的。……《人生》是法

鼓山的喉舌，是外界瞭解法鼓山的媒介。……因

此，《人生》一定要繼續辦下去。」（註 40） 

《人生》雜誌就像一部臺灣近代佛教史的縮

影，與臺灣近代佛教發展關係密切的祖師大德，

一一在此舞臺上現身，以文字為弘法護法竭盡心

力，也為臺灣佛教留下了最重要、最燦爛的一頁。 

站在承先啟後的關鍵點，迎接電子化的浪

潮，《人生》雜誌自我期許，秉持創辦人東初老

人、人生導師聖嚴法師對佛教期刊的期許：「若

不能指引時代方向，便會受到時代淘汰」的自覺，

（註 41）持續以清淨、實用、多元的專業佛教思

想內容，帶給世界光明和希望。 

【附註】 
註 1：現任《人生》雜誌主編，2008年 11月迄今。 
註 2：〈提昇視野 引導當代思惟〉，《人生》，309期（2009

年 5月 1日），頁 102。 
註 3：東初，〈六年來本刊奮鬪的生命〉，《人生》，6卷

11、12期（1954年 12月 10日），頁 298。 
註 4：同上註。 
註 5：聖嚴法師，〈在艱苦中見其光輝：聖嚴法師與《人

生》的因緣〉，《人生》，300 期（2008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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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頁 19。 
註 6：成一法師口述；卓遵宏，侯坤宏主訪；廖彥博記錄，

《成一法師訪談錄》，（再版，臺北：三民書局，

2007），頁 81。 
註 7：圓明，〈我們的宣言〉，《人生》，1卷 1期（1949

年 5月 10日），頁 1。 
註 8：編者，〈編後記〉，《人生》，1卷 1期（1949年 5

月 10日），頁 10。 
註 9：同註 3。 
註 10：同註 3，頁 301。 
註 11：同註 5。 
註 12：同註 8。 
註 13：同註 5。 
註 14：聖嚴，〈編校「人生」一年九個月〉，《人生》，

13卷 9期（1961年 9月 10日），頁 18。 
註 15：同註 2。 
註 16：同註 2，頁 97。闞正宗：「我認為他一生對佛教的

影響，尤其對當代佛教較大的影響，首推對基督教

的論戰。聖嚴法師曾擔任《人生》主編一年九個月，

法師思索佛教的未來時，面對基督教對佛教的批評

與挑戰，……法師在從軍時，因政治氣氛的鼓吹，

基督教弘教傳布即很活躍，讓曾經出家的他有所思

考。……所以《人生》的前期一直在釐清一些教義，

當時的青年僧、居士都受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

思想的啟發，開始要面對人生現實的危機，面對基

督教的挑戰，不再處於挨打的局面。」 
註 17：楊惠南，〈典範《人生》值得讚歎──高僧大德的活水

書語〉，《人生》，300期（2008年 8月 1日），頁 40。 
註 18：同註 5，頁 20。 
註 19：同註 5，頁 21。 
註 20：1958年 9月 10日出版的《人生》第 10卷第 9期，

聖嚴法師以〈我和我對文學的態度──三談文學與

佛教文學〉一文，回應青松法師評其在《佛教青年》

發表的〈文學與佛教文學〉一文「狂妄」，當時另

一作者無念也曾在《人生》第 10 卷第 5 期〈「文
學與佛教文學」讀後感〉一文上評論此文，覺得法

師立論良好，但筆鋒太「尖銳」。後來三人因為幾

次的筆戰而結為好友。 
註 21：同註 6。 
註 22：胡麗桂，〈菩提樹下的讚歎與感恩〉，《人生》，

309期（2009年 5月 1日），頁 115。 
註 23：同註 5，頁 20。 

註 24：聖嚴法師著，〈受戒．告假〉，《歸程》，「法鼓
全集 2005 網路版」，第 6 輯第 1 冊，頁 225。
（http://ddc.shengyen.org/pc.htm） 

註 25：同註 2。 
註 26：方甯書，〈因緣殊勝巧逢時〉，《人生》，309 期

（2009年 5月 1日），頁 111。 
註 27：聖嚴，〈勉《人生》復刊〉，《人生》，創刊號 1

期（1982年 8月 15日），1版。 
註 28：聖嚴法師，〈東初老人的人生佛教〉，《悼念Ⅱ》，

「法鼓全集 2005網路版」，第 3輯第 11冊， 頁 83。
（http://ddc.shengyen.org/pc.htm） 

註 29：聖嚴法師，〈一任清風送白雲──聖嚴老人自述〉，
《歸程》，「法鼓全集 2005網路版」，第 6輯第 1
冊，頁 230。（http://ddc.shengyen.org/pc.htm） 

註 30：聖嚴法師，〈勉《人生》改版發刊〉，《人生》，
105期（1992年 5月 15日），頁 2。 

註 31：同上註。 
註 32：同註 2，頁 101。 
註 33：同註 2。 
註 34：辜琮瑜，〈文字法輪的智慧揮灑〉，《人生》，309

期（2009年 5月 1日），頁 69。 
註 35：同註 2，頁 100。 
註 36：同註 5，頁 23。 
註 37：1990年 5月 11日，聖嚴法師曾從紐約寄來書信，

勉勵法鼓文化出版同仁，這幅墨寶一直掛在法鼓文

化出版社的入口處：「大家都是代佛宣化的法門健

將。要以弘法的熱忱、度化的悲心、虔敬的信心、

和靄的言行、愉快豁達的胸襟，為我們廣大的讀

者，將珠玉連城的篇篇文稿，調和鼎鼐，化成美味

可口而又營養豐富的盤盤法食。要以諸佛供養人的

恭敬心態，把書刊捧獻於諸上善人之前。所以，推

廣人間淨土的起點，就在你與我的編輯出版諸仁者

之間。願與出版部門諸仁者共勉。」 
註 38：聖嚴法師著，《承先啟後的中華禪法鼓宗》，（臺

北：財團法人聖嚴教育基金會，2007），頁 6。 
註 39：邱惠敏，〈1到 300的故事：永誌不忘的悲願與使

命〉，《人生》，300期（2008年 8月 1日），頁 16。 
註 40：同註 5，頁 23。 
註 41：聖嚴法師，〈自序〉，《明日的佛教》，「法鼓全

集 2005 網路版」，第 5 輯第 6 冊，頁 4。
（http://ddc.shengyen.org/p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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