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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世界居士佛教论坛］ 

论文发表 

 

居士佛教概论 

古晋佛教居士林 

林长 蔡明田居士 

二0一四年十二月七日 

 

 

摘要 

 

居士参禅净土修乃至佛学的研习，自古已存在。古代在家学佛是

各自行为的，并无大众结社共修组织。佛教在中国由初传到兴盛，居

士学佛是积极的，历代不少大师级居士出现。清代之际缺乏文化传承

，佛教因而衰弱。杨仁山居士挺身而出，复兴佛教运动，掀起了居士

组织。经典经书的汇集、印刷、发行、办学兴教，佛学研究，人材培

训，改革佛教，兴隆佛法，这是“居士佛教”兴起的雏形。 

 

前言 

 

“居士”的用词，是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对退隐者之一种尊称，也

是对隐居之士人格的肯定。所以说居士的号称是古代被尊敬的称誉。

佛教传入中国对佛经的翻译，从梵文译成汉文时，对佛经内的“在家

学佛人”之所谓优婆塞，优婆夷这句子，借用了中国民间惯用之“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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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句来表达是恰当的。印度古代也把在家人称为“白衣”，白衣是印度

一般俗人穿着的习惯。 

 

印度佛教中国化后，中国人用自己的习惯，把在家学佛人称为居

士，虽然有些牵强，有自我取宠的翻译法，但只有这样才是理想的表

达，不然以 Lay Buddhist 使人更难为接受，因为在家学佛人的身份

无意中被贬低了。今天我们以居士自称，看起来比较庄严，然而感觉

上对优婆塞优婆夷具有文化性的表述，也感到比较严肃和自尊。 

 

佛陀的弟子当中，有着“出家众”和“在家众”。出家人称为比丘，

比丘尼，就是出家学佛人，亦称为僧人，说法的僧人称为法师。确实

上僧的总称为僧伽是Shamgha的音译，也是僧团之意思。中国人习

惯上把出家人称为“和尚”。和尚的用词古书上常用“上和”代表僧人，

据考究上说是从Shamgha的音译而来。近代中国佛教界常把出家人

称为“师父”是入乡随俗的作为。中国武术界把授艺之师尊称为师父，

佛教界也可把授皈依之师称为师父是随俗的。 

 

从中国佛教历史来看，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两汉，三国，两晋

，南北朝，隋，唐的传承，最初是以印度佛教信仰传承，后来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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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佛经的输入，经过梵汉文化交流，而翻译出了汉文佛经，再经过

官方的推动，以致民间普门示现，佛教因而盛传中国。佛教经典的翻

译过程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外，也促成了“中国佛教”的产生。印

度佛教和中国佛教是相承一脉的，也是延续了佛陀的言教，所以说佛

教还是佛教，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 

 

居士佛教 

 

“居士佛教”的提出受到教界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学佛思想概念

，也可以说是在家人学佛精神所依。居士学佛所依也是佛法，和出家

人一样以戒定慧而修，除了以戒为持，以心而定，以慧而显，加上布

施和供养，总称为福慧双修，是圆满的修行法门。金刚经上说，“佛

法平等没有高下”，所以无论出家或在家学佛过程，必须以佛教为依

，以佛法为修，以佛陀为尊，这种学佛的作为才是如法，才是究竟，

才是真修行。  

 

 居士学佛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烦恼解除，解脱而成就菩提。出

家学佛当然非常好，但在家学佛也一样好，因为各有不同因缘，但有

因果报应之轮回和业力果报的共同点，所以说在家人学佛除了奉行布

施和供养，自我修行为清净本性最为重要，因为没有修行就没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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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佛法的认知，也就缺乏对戒定慧的理解，就远离了解脱法门，

因此更难于理悟，空性、无常、无我，乃至苦、集、灭、道，四圣谛

佛法奥秘的殊胜意境。 

 

佛法上说，苦是人生的本质也是无常现象，无常是宇宙现象规律

，无我是空的本性，也是诸法的本源，亦是宇宙及万物的本体。无常

、无我，通过修行理悟，体验微妙意境，是实践性的验证。以禅修或

念佛所得之“定境”体会戒定慧及四圣谛的内涵，而趋向解脱究竟法门

，这是出家在家学佛，共同修证最确实之出世间法。 

 

佛陀成道入世弘法，以佛法教导众生，经历四十五年在人世间教

化，把佛教的文化以教育方式传授给信徒，再由弟子们口口相传，普

世传承，最后通过文字记载传流后世，灿烂了人类文化历史，利益芸

芸世间众生。利乐人天的佛法，这种精神思想，流传千古迄今，经历

了二千六百年的光景，光辉人类历史文化，成为当今伟大世界文化遗

产。 

 

佛教有的丰富浩瀚文化遗产，经律论的佛法，是人类文明的表达

，但长期以来受到宗法社会思想的影响，教内同道的不争气，教法趋



 5 

向于迷信、保守、沉淀于浓厚来世憧憬的悲观思想。人本佛法落后于

时代，佛法光芒的被蒙蔽，因而使佛教脱离社会，远离群众，违反了

佛陀入世精神，为普渡众生离苦的意愿。智信暨理信的佛教一变成为

迷信、盲信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以人为本的宗教思维，蜕变成为以

神为主的宗教概念。这是当今一般人对佛教现象的理解。 

 

自我改革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是佛教徒当今最为神圣的任务，以

佛教文化教育的推动，是佛教界共同执行的责任，因为这是盛兴佛法

的动力。如果继续抱残守缺，拘泥於宗派的知见，禅宗拘於不立文字

，净土宗偏於他方世界的理想，密宗太过于仪轨神相化，南传佛教保

守，持行古印度礼仪和僧尊俗卑的修行方式，如果继续如此下去，将

丧失佛教文化的开拓，使佛教隔离于社会，佛法将无法发扬。知识化

、年青化、人间化的佛教无法达到，这将会是非常悲哀的结果，前车

之鉴，回顾历史，佛教过去的衰微，应以为借镜。现时代科学发达，

资讯畅通，高文化的世纪里，要把佛教带向国际，通向文化教育领域

，对佛教徒来说，何等的期待。 

 

十九世纪以来，佛教经过长期艰辛的奋斗，改变，提升，还原真

实的佛法，恢复佛教本来真面貌，佛陀的言教已示现。二十世纪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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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新的发展，迄至目前的佛教已恢复兴盛时期的现象，知识青年的

参与，文化教育乃至政界对佛法的研究和认知，佛教徒知识水准之提

升，把佛教信仰知识化，排除俚俗化过程的当时，也应提高佛教文化

的教导，佛法正确思想的启发，意识形态崇高的佛教，对实践佛法真

实价值，对人文思想体现的贡献。利益众生是佛法真实面，利乐有情

是佛法的作为，居士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也是居士佛教在

寺院以外发挥作用，把佛法带到社会各阶层，普遍世界各地，这也是

居士佛教对现代佛教旺盛功能的发挥。 

 

居士佛教的推动，是为居士对佛法的修行，对佛学的研究，以论

著形式发表，做为对居士学佛，宝贵意见的提供，以佛学理论引导居

士学佛，以精进修行迈向菩提大道，避免形式化及个人崇拜的信仰。

居士学佛的重点常被误解，以为只有布施供养就是学佛，也就是居士

学佛的本份，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全错，但佛法上说，布施供养是修人

天福报，不是修行的究竟，只有福慧双修，以佛学的修习，佛法的修

持，加以布施供养，才是学佛的正确基础。达摩祖师对梁武帝说，布

施与供养是没有功德的，达摩认为功德和福德是有分别的。功德是内

修，福德是外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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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的浩瀚，修行道路的遥远，但八万四千法门之方便，路路可

通，可是各有不同机缘和法缘，唯靠各自对佛法追求，自我修行，清

净本性，责无旁贷，法华经普门品上说，“福不唐捐”。总的来说，学

佛应以自力，以佛法为修，他力或神力的祈求是现世的利益，难于解

脱，更难以登上般若彼岸。所以学佛非循佛学，非以佛法为修行，很

难成就其事，因为没有佛法的修持，难于对真理的了解，迷妄中的修

行，而缺乏佛法的指导，容易坠入邪道而走火入魔。学佛的过程必须

以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为鉴。以持戒修禅

定慧的般若波罗蜜多之修行，才是真学佛。 

 

在家如何学佛 

 

 

佛教徒学佛有“在家”和“出家”二种之分，但无论在家或出家之学

佛，均应以佛法为依，以修行为重。布施和供养是居士修福的美德，

是福德的根本，唯非究竟功德。自我功德的取得，是佛法修行带来的

结果。所以说，在家人学佛除了修福之外，应以功德修来圆满自己。

修行为清净本性，明心见性，是解脱轮回，究竟涅盘，成就菩提主要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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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上说，戒定慧是修行成道主要条件因素，在家人也应以为鉴

。布施供养是佛陀对在家弟子咐嘱，为维持僧团的正常修行运作，而

行持供养是修福报也是修行功德的补助，所以说居士学佛除了布施之

外，佛法的修行才是通向真正学佛的正道，在家学佛者，不应停留在

祈福拜拜保佑求人天福报，更应以佛学的学习，佛法的修行，戒定慧

为究竟，才是苦集灭道修行次第方法。金刚经上说，“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出家学佛的意义 

 

“僧伽佛教”是印度古代时期的佛教主流思想，中国丛林制度也是

僧伽佛教的中心，是出家人生活学佛修行所依怙之处，所谓僧伽是和

合僧团学佛修行之组织，当然学佛的趋向也是唯佛法所依，以戒为重

，以禅为定，以慧为修，进取佛道。大体上说，僧人接受供养必以佛

法功德回向，是出家人日常功课的一部份。佛教对出家学佛极为赞叹

，优婆塞戒经中说“菩萨有二，在家，出家。出家能净六婆罗密不是

为难，在家则因多恶因缘所缠绕故。所以说居士学佛是难能可贵的。

对佛教来说，出家之意是离开世俗家，常住如来之家，以修行为家业

，接受人天供养，以佛法之智慧修行之功德回向施者。以所学所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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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功德回报众生，引导众生深入经藏了解佛法使之离苦得乐，了脱

生死，脱离轮回，完成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利人益己是大乘佛教精

神所依，饶益众生以大无畏精神走向菩提大道，是学佛人修行究竟目

的。 

 

“出家”这事业是学佛之究竟道路，出家学佛之用意是为清净心性

，目的为熄灭烦恼炎，因为没有烦恼，就是快乐，也就是走上菩提大

道的人生。烦恼的清除以勤修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以戒定慧的潜

修功能制服贪嗔痴，使人性净化，这便是佛法修证的重点。从“法”本

身来说，“心”并无三毒这回事，可是因为人心的贪婪，兴起嗔痴而造

业，起无明而烦恼，轮回人间。“人”之为人就是烦恼因缘所聚，因为

贪嗔痴而起烦恼，形成业力，沦落六道中，所以说不圆满才是人生。

从佛法上说，“佛”之定义是圆满的人生，因为道业的清净，业力就消

除，能放下，就自在，意识清净，没有烦恼，究竟解脱，涅盘寂静，

是出家学佛最终目的。 

 

在家学佛的意义 

 

“在家”学佛应出家人一样，为追求佛道，出家学佛当然好，在家

学佛也不错，各有不同因缘，因果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家人学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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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行持布施和供养，自我修行清净本性最为重要。出家人也一样，

如果出家而缺乏修行就失去意义，因为没有修行无法理解佛法，对戒

定慧的解脱内涵难于理悟，佛法修行奥秘和殊胜意境的无知，因而心

性无法净化，永住红尘不能解脱，轮回六道无有止期，是学佛最大的

障碍，诚为可鉴。 

 

佛法上说，苦是人生无常的现象。无常是宇宙现象规律，苦、无

常，的消除就是解脱。解脱的原则是空性，解脱的目的是无我。“无

常”、“空性”和“无我”的理解，只有通过佛法修行才可理悟，才能真正

体验微妙意境，这便是实践性验证的修行法则。所以要注重如法的修

行，以禅修或念佛和经典了知所得之功德，以智慧修的意境，进修解

脱道之究竟法，这便是出家人、在家人，学佛修证最确实之法门。 

 

禅定与解脱 

 

缘起缘灭是自然现象，是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万法的相辅相成

而万象更新。因为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一切法相内涵是空性的，因和

合才存在，这便是“缘起性空”所谓“因缘生灭，自性本空”正常现象。 

 

金刚经上说：“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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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一合相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著

其事”。所以从佛法上的认知，世界乃至宇宙万物本体是空性，无有

实相可言，只是一合相而存在。认识佛法的性空理论，是帮助我们修

行达致解脱的关键。 

 

学佛是为了成佛，学佛必须要有正知正见的修行，修行的手段很

多，大体上是，经律论的深探，修禅，念佛，持咒，持戒，乃至持诵

经文，佛法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心识寂静至本性的清净，即是

“静”与“定”的获得是慧的升起，和佛法的理悟，来学习使之圆满修行

功德。但如果脱离了戒定慧的修行，没有四念处的观修心得是难以成

事的。 

 

佛教不以禅定为修行最终目标。禅定，只是修行的方法之一。禅

定是共世间的，任何人皆可通过禅的学习，体会静的功用，进取定的

功能。虽然修禅可获得禅定功夫，但必须用定来生慧，如果仅以定来

取定的喜悦，对修行是枉然的。从佛法上说，禅定不能解脱出世间法

上的轮回现象。要了脱生死，免于轮回，必须依靠戒定慧，尤其是般

若婆罗密多之智慧的修行，即所谓的戒净意，止观定而般若慧。慧修

可从“四念处”著手，以止观达，性净意，去无明，现涅盘，这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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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共世间法的所在。 

 

四念处的修持，观身体是不净的（身不净），感受是苦的（受是

苦），心是幻化无常的（心无常），诸法是无我的（法无我）。通过

四思惟去除内心的欲求与执著，从戒修而生定，启发般若智趣向佛道

，所谓戒定慧修，才是求解脱离苦之法。 

 

佛教的禅修是为静而定，目的是为般若婆罗密多的证得，所以般

若智之禅定，慧修最为重要。没有般若婆罗密多的智慧之禅定，反而

会妨碍“无漏智”的证得，成为“定障”，所以说没有般若智之修定，仅

是人天功德修，不能度人解脱三界，离开生死苦海。 

 

人类是从最初因的一念“无明”而来的。无明为因的结果，形成的

宇宙万物，人类也就这样存在。因为有无明这样的“因”是错误的，结

成的“果”自然也是错的。由于错和错的因果而使人生就有了烦恼和痛

苦。佛法是要使人解脱这种错误的因果，所带来之轮回现象，使人达

成解脱修行的方法，恢复本来空性条件的涅盘寂灭的境界。佛法以戒

定慧体现般若婆罗密多，了然四念处之无常无我的法则现象，这才是

真正修行解脱之法门。 

 



 13 

佛教的缘起论 

 

“人性平等”乃至“众生平等”，是佛陀教育的中心思想，佛法的普

世价值是为众生的离苦得乐，寂静涅盘为究竟，因此佛陀以教育的方

法，教导众生对佛法的认识，以佛法觉悟人生，所以提倡“人具有佛

性，皆可成佛”众生平等的理论，是千古不朽的真理。佛教认为一切

万物，乃至世界一切现象，皆属于“缘起性空，因缘和合”，而存在的

。金刚经上说，“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

，”只是凡夫之人贪着其事而已。这种理论也是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

之处，否定以神造论为根据之信仰，认知以自然规律的“缘起说”，“和

合论”的真理，是佛教确有不同与其他宗教的概念。佛法认为万物都

是因为相互依持，相互作用的依存条件形成，此生故彼生的因果论，

主张万物自相缘生的非神造论的意义。 

 

婆罗门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梵天而来，是“神我”的转化，从一

种总因转变出纷纭万象，谓之“转变说”。这种论说是世界宗教最早提

出“神造论”的本意。佛陀也否定“六师”所强调之宇宙万物，由多种元

素集合而形成，亦即多种分子以不同形式构成复杂的万象，即谓之单

向因果的“一因”积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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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提出“缘起”说，以为各种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

作用的，一切的存在，要以他物的存在为共同条件，所以说，“此有

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缘起说的表明事物的相互依存而互为条件，

否定了婆罗门的转变说和六师的单向的一因说，其间包含了否定作为

，第一因的造物主所说的神造论，而主张万物自相缘生的非神论的意

义。 

 

佛教讲“缘起”，因此有众因缘生法，因而产生了延伸的问题，所

以重视人生生活过程，所产生之业力现象，这种现象并非事物外部演

变的情况，而是生存过程的内涵，这种理论的建立，是缘于人生全部

过程的观照，而非仅对宇宙现象的观察，所以佛陀把人生划分为五分

、九分、十分、十二分等。后来大乘佛教的十二分说，成为教界统一

的说法，即称为十二因缘说。佛学上所讲之缘起，就是从十二因缘说

起。诸如“吕澂居士”在“缘起与实相”一文中揭橥三种缘起，更使缘起

学说更加系统和深入。 

 

缘起说的第一种“业惑缘起”是最根本最原始的缘起说，也称为“分

别爱非爱缘起”，即所谓“十二因缘亦称十二有支。”十二支即，无明、

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有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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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为始，以老死为终结，来阐述人生现象过程，因为有生所以有老

死，这便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所以佛教主张，如果不要死，只有一条

路可走，便是不来生。 

 

第二种即是“受用缘起”，它是建立在业惑缘起的基础上。受用缘

起主要说明，主观和客观现象两方面的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人生现象

，及其内在因果关系。受用缘起内容是，蕴、界、处，三科法门，其

中最能说明这缘起特征的要算是“五蕴”。五蕴中“色”蕴，属于客观之

现象，“识”蕴，属于主观现象，受、想、行，是二者的交互作用，但

又偏向于主观这一边。识和色的接触必须从感受开始，然后从受到想

，从想到行，从行到识，由苦乐感受之不同，而有心思的爱恶，及行

为上取舍的分别，因此受是其决定作用，故谓之“受用缘起”。“空宗”

的缘起观，是依于有情，蕴，处，界，三种和合假，相续假，成立业

感缘起，并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去受生感果。 

 

第三种为“分别自性缘起”，是印度后期佛教最后产生的缘起说，

因为佛教吸收了婆罗门外道的神秘思想，而慢慢下坡走向放纵之途，

形成了后期印度佛教密宗神秘系统，因而失去了原始佛教，固有纯粹

和解放之思想传统。分别自性缘起，可视为受用缘起的进一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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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涉及整个宇宙人生，并从中得到关于实相的认识。大乘佛教又强

调“共业”的作用，为了消除共业的影响，人生的解脱只能从全人类着

眼，不可能有个人的单独完全解脱，这样就使缘起的范围扩展到整个

宇宙人生。 

 

诸法之诸性的不同，是通过“名想”概念的理解来显现的。名想并

不限于言说，还包括心理上表象的观念。名想的认识发生并完成之后

，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还有一种余势遗留下来，作为下次认识的依据

，即所谓“习气”或“熏习”，从其能够发生下次认识的意义上，又称为“

功能”或“种子”。这种习气在遗留于心理上期间，还会受到其他名想的

影响，从而不自觉地发生转变，增加其势用、力量，待其发展到一定

程度后再次爆发成为下一次认识，这种演变的过程叫做“转变差别”。

认识表象的作用也是意识本身的投射，没有客观的实在，属于唯识分

别自性缘起的现象上体认实相，唯看表象与本质是否符合，以三性来

表示。 

 

“三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在认识尚未完满

之时，既会受到人我执的影响，又会受到我执的干扰，对于事物只能

用固遍计度的形成加以认识，所得到的只能是名想勾画而成的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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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表示事的本质，反而加上一重遮蔽，称之为“遍计性”。依据遍

计进行实践，只能会导致更多痛苦。知遍计之虚妄，应加以矫正，减

除人法二我的执着，就不会受名想的虚构所左右。对于事物的本质有

所体会，先知缘起现象的“相互依持”，知其表面固定，但并无一个独

立的自体，便认识到事物的“依他性”。意识到依他性与名想无关，便

可超离名想的束缚，更真切地体认其实在，亦称为“离言自性”。 

 

事物的本质是没有自性的认识，就会消除人法二我的执着，远离

能所二取，这样就从杂染起向清净，从有漏向圆满，通过实践最后达

到究竟的实相，即是圆成性。三性的实相以圆成为依止，遍计和依他

之所以具备相对的实相的意义，完全是圆成的步骤。佛教的宇宙观，

是以缘起说为根本，依缘而说实相，对实相的体认即是对缘起本质的

认识，也和修行实践不可分割的。通过修行的实践净化自我，变革社

会改良环境，都是以人的自觉为根本，人的自觉不断发奋向上，以自

利利他的实现，最终就是解脱。修行的实践是修行解脱为最高的目标

。 

 

“中观”强调，无论是议论还是行事，都在体现实践修行的重要。

释迦牟尼佛最初以苦修而进入非苦非乐的中道修行而悟道。依据中观



 18 

体察诸法的实相，应离一切名想分别，边见遍见，无法表白事物的真

相，只有消除极端的偏执，远离边见，才能对事物的本质有所体察，

因此中与真的相应就是中道，也是中观思想的体现。 

 

“龙树菩萨”的大乘中观思想，从法门的“不二”立场出发，强调“不

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此“八不”破除虚妄分别，

现实实相的离一切见，称为“空观”，中论指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

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缘起法具备，空，假，中，亦称

为“三谛”。缘起无自性，故说空，空即自性空，也即是无我，所以说

，缘起法，生灭无常，并非实有，不执空又不执有，即是实相。实相

的认识对执我的放下，就是无我的真义，更是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的

真实性。 

 

佛教的实践观 

 

佛教以解脱为学佛最终的目的，以修行为实践解脱，是学佛修行

的重点。佛教的人生观强调“离苦”，佛教的世界观强调“集当除灭”，“

道”须修行才能实践。实践要有正确的认识及相应的智慧，所以说，

修行实践的过程，是无法和智慧分开的。智慧的观照与修行的实践相

结合，才能达到解脱的目的，即苦集灭道的作用。修行是学佛过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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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之路，持之以恒必能达到般若婆罗密多之彼岸，这便是实践观的体

现。 

 

中国哲学的天论 

 

中国哲学对天的解释如，孔子，孟子，墨子主张，天有人格，有

意志的神。老子主张，天为物质的东西，头上的天。荀子对天的解释

为自然界。他在“天论”中的主张，以唯物的解释。他又在“天养篇”中

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意思是说人类用大自然

养活自己。）荀子的哲理主张应冠于以上诸老。但也无法解说人生之

生老病死解脱内容和宗教主张。 

 

后记 

 

 

现代居士学佛除了信愿行之外，应有闻思修，深入经藏，理悟佛

法，修行达至明心见性而开悟解脱趋向佛道。饶益众生圆满自己是大

乘佛教精神，也是居士学佛的基础，也是现代居士佛教功能发扬的重

点。 

 

为引导居士学佛有个正确态度，鼓励佛学的学习，佛法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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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知正见的精神，持有信愿行的正确信念。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

主催，古晋佛教居士林主办，在古晋召开“世界居士佛教论坛”，通过

佛教学者长期对佛法的学习和研究所得，以论文形式发表，提供居士

如何学佛的经验谈，以真知灼见的看法，使居士学佛有一个正确方向

，和学习的目标。 

印顺导师说；“深信三宝，应从正见中来，依正见而起正信，乃

能引发正行，而向於佛道，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这偈句可成为居士

学佛的方向舵。 

 

居士林主办之论坛会及研讨会已召开了十几次，其中四次是世界

居士佛教论坛，一次是马来西亚佛教论坛，八次研讨会，另外一次是

召集全国各宗教之论坛，以世界三大宗教的教育思想，信仰理念为和

谐社会进程，提供宗教界的意见。显而易见居士佛教是当今世界佛教

，推动佛法的用功和努力的体现。 

 

古晋佛教居士林之成立是为正信佛法的推动，是居士学佛及出家

修行之道场，四十多年以来为学佛者提供一切方便，从文化教育的发

挥，经济上的提供，精神上的疏导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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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为社会的安宁，人心的安定，做出了积极作用，除了佛法的

教导外，居士林也为社会之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业提供服务，移风易

俗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是我们的作为，发扬佛教入世精神是我们例常的

任务。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是我们服务社会的目标，和谐

共荣的宗教理念是我们对国家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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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Discussion on Kulapati Buddhism 

 

Mr. Chua Beng Thian  

The President, Kuching Buddhist Society 

The President, Malaysian Buddhist Kulapati Association 

 

(Paper’s Gists) 

 
This paper touches on the positive role played by Kulapati Buddhists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s well as Dharma propagation in 

China. 

 
Kulapati Buddhism is an ideological concept of Dharma study by Kulapati 

Buddhists. The ultimate aim of Dharma study by Kulapati Buddhists is to seek 

liberation from worries thereby attaining bodhi. Both the Samgha and Kulapati 

Buddhists have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in playing their respective roles. 

 
The 4th World Buddhist Kulapati Forum organised by Kuching Buddhist 

Socie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laysian Buddhist Kulapati Association being 

held in Kuching is to enable Buddhist scholars to present their papers on their 

long term study of and research on Buddha Dharma so as to let Kulapati 

Buddhists follow a correct direction on studying Buddha Dharma. 

 
Kuching Buddhist Society (KBS) has organised more than 10 forums and 

seminars on Buddhism. Among them are four World Buddhist Kulapati Forums.  

 
The objective of setting up the KBS is to promote orthodox Buddha 

Dharm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Society had provided all the necessary 

facilit ies to Dharma learners. It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culture, education, finance and spiritual counselling.  

 
The KBS has also rendered services in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charitable 

and welfare spheres in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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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stresses that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engagement is KBS mission 

and that the practice of good deed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is its goal of 

rendering social services. The promo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s its responsibility to the 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