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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
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唐忠毛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人間佛教」理念自太虛大師提出以來已

近百年，而其後由趙樸初居士、星雲大師引領的人間佛教在大陸、

台灣的實踐也達半個多世紀。人間佛教至今已經成為兩岸三地乃至

世界性的佛教主流思潮，但在此過程中人間佛教依然面臨著教內外

的一些質疑、誤解甚至有目的的攻擊。儘管這些質疑、責難的聲音

與攻擊的力量尚屬不大的「少數派」，但今日之人間佛教卻有必要

正視這些質疑、責難與攻擊，從而實現自身的「再出發」與「再造

輝煌」。

事實上，「人間佛教」受到質疑、懷疑與誤解這並不出乎意料，

因為近代「人間佛教」本來就是以「佛教改革者」形象出現的，太

虛大師正是針對當時佛教衰敗的現狀與嚴重的「鬼神化」傾向，而

提出佛教必須要進行全面「三大革命」—即「教理革命、教產革

命、教制革命」；與此同時，「人間佛教」則被看做是基於這三大

革命「破舊」之後的「立新」，是佛教自我革新而建構出來的理想

模型。人間佛教在其後多達半個多世紀中，因其順應社會發展等多

重因素而在教內外達成基本共識。

及至今日，大半個世紀之後的人間佛教也許開始淡忘了自己曾

經的「改革者」身分，但是就另一層面而言，那些在人間佛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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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初，就與之往復交鋒的保守思想觀念、保守制度觀念，以及

積習極深的習俗文化觀念，乃至隱匿其後的現實利益衝突機制並沒

有真正徹底消除，而只是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遷，或者在某種此消

彼長的態勢中變化著。就此意義而言，人間佛教面臨的挑戰在當今

與今後也許並不會消失，因此這需要人間佛教自身具有不斷自我建

設、不斷自我反省、不斷自我完善的能力。

一、當前人間佛教遭受質疑與批判的背景淵源分析

首先，由於兩岸政治與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兩地人間佛教的

理論與實踐形態方面存在一定的地方性差異。相對於大陸，台灣的

人間佛教從內容到形式相對要發展得成熟些、連貫些、系統些，特

別是星雲大師引領的佛光山人間佛教模式，已經形成了接續太虛大

師人間佛教理念而自成一派的較為系統的理論模式、制度模式與實

踐模式；與此同時，大陸人間佛教則主要是在佛教服務社會、佛教

與社會主義制度相一致的層面達成共識，而其在自身的理論詮釋方

面則沒有什麼實質的推進與建構，其實踐形式也主要表現為以寺廟

為單位展開的諸如慈善、教育、社會服務等多元化形式。在此背景

下，人間佛教在大陸與台灣的實踐過程遇到的質疑與挑戰的具體情

況不盡相同，但在深層原因方面則有共識的部分。

總體看來，當前對人間佛教提出質疑、批評，乃至攻擊的主要

深層淵源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來自根深柢固的佛教傳統極端保守主義勢力，以及固守

宗法社會模式並因此而獲得既得利益的佛教勢力。這一排斥人間佛

教理念與實踐的勢力可以說伴隨著「人間佛教」的緣起之始，只是

在不同階段表現出的強度不同而已。正如有學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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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佛教傳統主義思潮（與部分肯定傳統的文化保守

主義思潮不同）是根深蒂固的，因為至少至明清，它已與

中國宗法社會融為一體近千年，趨於僵化，並使社會上的

人們誤以為這一「看破紅塵」，逃避社會的所謂佛教，就

是唯一的佛教形態。雖然其社會基礎即宗法社會已經或正

在解體，但在人們頭腦中千年來形成的固定模式是不易被

一次或多次衝擊打破的，何況在偏僻地區，市場經濟不發

達地區，這一模式依然有生存空間。1

誠如所言，中國社會即使發展到今天，這些根深柢固的傳統勢

力以及與其相應的負面心理影響，仍在現代僧團與叢林制度中具有

較強的影響力，這種勢力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不公開主張，但卻按

照潛規則行事，並與個人的利益得失相連繫；而「人間佛教」的思

想理念、制度理念、實踐理念一旦對其潛在利益構成威脅，就會招

致其責難與攻擊。

相對於大陸，台灣的佛教傳統保守主義也許要弱些，但並非不

存在。有時候，這些保守主義也打著堅守「傳統叢林佛教的優點」，

來排斥「人間佛教」的各種適應社會發展的變革—儘管「人間佛

教」歷來主張要繼承「傳統叢林佛教中的優良部分」。正如有學者

所言：「傳統主義體現的只是歷史的遺存，其偏愛者對人間佛教的

非議與拒絕，也只是體現了歷史的惰性。明清佛教模式的恢復只是

填補了信仰領域中的空白。而只要社會在改變，有踐行性的宗教必

會隨之發生變化。」2 總之，傳統保守主義勢力基於歷史與思想的惰

1. 鄧子美：〈現代思潮與人間佛教走向〉，《覺群》，2008 年第 1 期。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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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以古為尚」的立場，看不慣「人間佛教」的與時俱進，並

情緒化地將一些相關責難加之人間佛教的頭上。

其二，基於反「理性」而趨向神祕主義或「返魅」的立場者，

其對「人間佛教」人本理性立場的批判。毫無疑問，整個近現代社

會變遷的過程，在觀念層面可以看作是圍繞「理性」而展開的，這

也是所謂「現代性」的核心思想。「現代性」在哲學上可以追溯到

笛卡爾的「認識論轉型」，在社會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近代的「啟

蒙運動」，而在編年史上則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地理

大發現。儘管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對「現代性」的理解不盡相同，

但其中人道主義的歷史進步意識和理性主義的批判精神，以及立足

「理性」之上的科學、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現代觀念是相同

的，而這些觀念中作為近代歷史區間內的現代性特質與核心觀念則

是「現代理性」。

對於宗教而言，「理性」改變了現代人對世界、自然乃至自身

的理解方式，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宗教的理解方式。

近代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無疑也是在這一「現代性」的背

景下展開的，「人間佛教」也因此具有因應「理性」、「科學」、

「民主」、「平等」等現代性觀念的品質。從當前對「人間佛教」

批評的相關觀念層面來看，一些學者明確提出對「理性」、「理

智」、「人本」立場的批判，以及對「科學思惟」的批判。誠然，

「現代理性」雖然是現代性的核心觀點，但它並非是包治百病的良

藥，因此也存在複雜的自身困境—這直接導致了對其反動的「後

現代思潮」。

事實上，不難看出，這些基於反「理性」立場而對「人間佛教」

展開批判者，往往附和著西方舶來的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反科學

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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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思潮，公開地提出反理性、反理智、反人本的立場。比如，前

不久大陸少數學者展開針對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批判而延伸的「人

間佛教」批判中，其觀念本質就是對人間佛教中理性、理智、人本

觀念的批判，並以此作為其應對現代性批判的一種佛教觀。總之，

一些後現代思潮夾雜著原教復古情緒對知識分子有一定影響，並由

此轉為對現代思潮的不滿與批評，並由此間接影響到他們表達了對

人間佛教的不滿。

其三，由於面對漢傳佛教信仰力量的減弱與競爭力的降低態

勢，而導致將矛頭指向「人間佛教」的批判，這一批判主要認為

人間佛教趨向「世俗化」而缺乏宗教「超越性」與「神聖性」。

這一批判之聲集中地表現在大陸的佛教教內外之中，其背景是「漢

傳佛教影響力」的減弱與吸引力降低而導致的。一方面，大陸近

年來佛教寺院與佛教類景區規模不斷膨脹，廟宇建得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一般信眾、社會大眾對漢傳佛教的信仰卻

有弱化傾向。從各大宗教的競爭來看，基督教的發展勢頭蓋過了

佛教；而從佛教的三大語系來看，藏傳佛教、南傳佛教的發展態

勢也超過漢傳佛教，甚至由漢傳佛教改信藏傳或其他宗教的現象

也時有發生。

在此背景下，「人間佛教」有時莫名其妙地被當成「替罪羊」。

這些批判包括：「人間佛教」是一種人文主義化的佛教，有以慈善

替代超度的傾向；「人間佛教」在宣傳中常有淡化三世因果、六道

輪迴的特點，過分強調現世化，似乎要努力洗清佛教「迷信」的嫌

疑；「人間佛教」是一種標榜理性的佛教，忽視修證與宗教體驗，

在實踐中有學術化、商業化、祛神聖化的傾向；人間佛教混淆人乘

與菩薩乘、佛乘的關係，容易淺俗化，淡化出離心，導致「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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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資源的流失等等。與此同時，在佛學取向上，持這種批判立場

者往往會導向「原教旨主義」，稱中國化佛教傳統持虛無主義，甚

至否定中國佛教的合法性。

以上針對「人間佛教」批判的不同立場有時彼此交互影響，形

態複雜，其批判有些是出於對人間佛教的無知與誤解，有的則缺乏

理論根據、隔斷歷史、邏輯不清晰、有臆斷傾向，但其對於「人間

佛教」的負面影響實則較大，因此需要認真回應，並在此基礎上實

現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的不斷完善與「再出發」。

二、對「人間佛教」遭受種種責難的回應

近現代人間佛教事實上是一個歷史的選擇、社會發展的選擇，

同時它也是近代佛教大德們的一種集體智慧選擇的結果。同時，

人間佛教不僅僅是理論的論證，也是實踐的證成。從佛教「契理」

近年來，大陸佛教寺院與佛教類景區規模不斷膨脹。圖為無錫靈山大佛風景區。

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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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來看，人間佛教在教理上直承「佛陀本懷」，因為佛教的「人

間向度」與「現實主義品格」不僅早已在大乘佛教思想充分體現，

且在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教法中就已經產生，是佛陀教化的本懷。

從佛教的「契機」的角度來看，人間佛教因應了近代社會的現代

性變遷，找到了符合現代社會價值與現代人的佛教需求方式、佛

教理解方式與佛教實踐方式，同時也找到了佛教自身存在與發展

的可能性。

從實踐證成的角度來看，兩岸人間佛教已經開創了當代佛教的

新氣象，特別是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已經在世界性的範圍內，開創了

當代佛教的繁榮與當代佛教的信仰自信。因此，這種契理契機的人

間佛教理念，之所以成為一種主流思潮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大事

因緣」。對於前文所述人間佛教遭受的種種責難之聲，筆者針對性

地作出以下的回應。

其一，佛教傳統極端保守主義勢力對人間佛教的批判，是一種

隔斷歷史、無視社會發展的自說自話的封閉性立場。近代人間佛教

理論與實踐的展開，就其發端的社會背景而言，乃在因應近代中國

社會現代性變遷之大局，它是佛教內部在此社會大變局背景下謀求

自身現代調適而發起的革新運動。之所以人間佛教的理念與實踐在

今天乃至今後成為引領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思潮，這是歷史選擇的

結果。如果按照傳統保守主義勢力的立場，若中國佛教一直無視歷

史的變遷，因循守舊毫無變化，那佛教能不能生存至今都是個問題。

即使是人間佛教本身，它也有個歷史階段性問題，是一個動態發展

的過程。

如法舫法師就把人間佛教的歷史分期為四個階段，即所謂：「釋

尊時代與小乘時代之人間佛教，可曰古代之人間佛教。自馬鳴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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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隋唐之大乘佛教時期之人間佛教，可曰中古時代之人間佛教。自

佛教入西藏而遍於亞洲，可曰近世之人間佛教。現在二十世紀之世

界佛教運動，可曰現在之人間佛教。」

其次，傳統極端保守主義勢力是以一種「封閉性」的態度看

佛教，認為佛教可以不顧外部社會的存在而按照自身邏輯發展，

這顯然只是一種主觀的想像而已。事實上，任何宗教的發展都是

置身於社會大系統之中，受社會大系統的影響，受制於不同時代

社會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尤其是今日，我們討論

佛教的問題一定會進入到「公共性的領域」，在今天這個時代，

要建設「人間佛教」雖然佛教界是主體，但這也不僅是佛教自身

的問題，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應當有社會怎麼看佛教、學

術界怎麼看佛教、佛教界自身怎麼看佛教的多重視角。因此，當

代「人間佛教」應該是一個共建的局面，建設「人間佛教」不僅

是佛教自身的事情，也是整個社會的事情，極端保守主義立場的

這種無視歷史發展、無視外部社會系統關係的態度，顯然是站不

住腳的。

其二，關於人間佛教「理性」、「人文」立場的問題。人間佛

教就其誕生的社會背景來看，它面臨著一個佛教如何「現代化」生

存的問題，太虛開啟的人間佛教在堅守「佛陀本懷」與「佛教理性」

傳統的基礎上，其隨順現代「理性」、「人文」、「科學」，謀求

佛教發展與社會發展及現代核心觀念（如科學、平等、民主、人文

等觀念）相契的思路確實是明顯的，這正是近代人間佛教的基本特

徵之一。即以當代的佛光山人間佛教而言，其隨順「理性」、「人文」

的態度也是明顯的，佛光山的佛教發展理念、叢林管理制度、社會

服務觀念、生命共同體意識、平等包容態度，以及日常修持中倡導

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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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好」、「四給」等等，皆是人間佛教順應當代社會、隨順「理

性」和「人文」的立場。

所以我以為，對於人間佛教隨順「理性」、「人文」、「科學」

的基本立場，要敢於理直氣壯地承認、堅持，這沒有任何回避的必

要。而且另外一方面，人間佛教隨順「理性」、「人文」、「科學」

並不意味著人間佛教對自身佛教精神傳統—「佛陀本懷」的背離，

恰恰相反，人間佛教一直都是基於「佛陀本懷」而做出隨順「理性」

的態度，這種「隨順」是基於佛教自身的「佛教理性」傳統與現代

理性之間的「共契」部分。這正如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的經典解釋—「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其中，「佛說的」

就是要符合「佛陀本懷」，「人要的」就是要符合「人文」、「人本」

關懷，「淨化的、善美的，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講的就是

與現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相契合。

事實上，「理性」是現代人類文明的基礎，否認理性，不講理性，

人們就無法進入到「公共性領域」，就不可能進行有效溝通，不講

理性就一定會走向神祕主義與蒙昧主義的迷信老路。當然，現代理

性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萬能之藥，特別是現代理性之中出現的「工具

理性」傾向，讓人類的精神世界、價值觀、審美取向乃至倫理道德

都受到或多或少的消極影響；但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與反思，

絕非意味著要否定理性，而以此為藉口，對人間佛教進行的批判與

攻擊也是毫無道理的。

此外，就哲學層面而言，理性與感性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關係，

沒有毫無感性的理性，也不存在毫無理性的感性。理性的品質在於

可以提問，可以疑問，可以通過「信解」的方式進入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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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佛教一直提倡的「信解行證」修學理路也是一致的。個人信仰

中有神祕的體驗這是正常的、不可否認的，但作為進入公共領域、

公眾知識領域的佛教宣導，則必須堅守理性的立場。

此外，何謂「理性」？這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不

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理性傳統」，盲目地以反理性的立場對人間

佛教進行批判是非常膚淺的，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人間佛教的另一

面—即以「佛陀本懷」與「自身理性」傳統對現代性導致的各種

困境進行診療的努力。

其三，關於對人間佛教「世俗化」的質疑，以及人間佛教缺

乏「神聖性」與「超越性」的責難。當下對於人間佛教的責難與

批判之聲中，有關人間佛教「世俗化」、人間佛教缺乏「神聖性」

與「超越性」的責難最為顯著，那麼究竟如何看待人間佛教的「世

俗化」、「神聖性」與「超越性」，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

有關「人間佛教發展過程中的世俗化問題」我曾作專文討論過 ，

對於這個問題在此再作概要澄清，世俗化一詞在使用中有兩種情

況：

1.「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詞有著極為複雜的演化過程，

後逐漸發展為具有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宗教學等多重意義，

馬克斯 ‧ 韋伯將「世俗化」一詞引入西方宗教社會學，意在指基督

教背景下，現代性社會變遷過程中，宗教與政治、社會、文化之間

的關係，世俗化對應的是神聖化。

2. 國內學人或教內外使用這一詞語批判當代佛教（包括批評人

間佛教）時，往往並非使用其作為宗教社會學專有名詞的含義，而

是使用「世俗化」一詞的中國語境中的含義—意指「庸俗化」（不

高雅），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市場化」、「商業化」及「流俗化」等。

人間佛教「再出發」—對當下「人間佛教」所遭責難之聲的分析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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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往往使用「世俗化」一詞的中國語境的含義，將當前漢傳佛

教中的過度商業化、庸俗化、流俗化傾向統統歸罪到人間佛教頭上，

認為人間佛教的俗化導致了漢傳佛教信仰的弱化，進而否定人間佛

教的取向。問題是，這些批判者對中國佛教史並沒有清晰的認知，

並將傳統佛教「想像」成高雅的、脫俗的形態，事實上，稍具佛教

史知識的人就知道，這一意義上的「世俗化」早在佛教傳入中土就

已經開始了，並在宋以後表現得更加明顯。

其次，關於「神聖性」與「超越性」的問題。批判者所言的「神

聖性」與「超越性」，往往使用的是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神聖」

與「世俗」二元對立的概念，但事實上，佛教並沒有這樣二元對

立的「神聖性」以及外追實體化的「超越性」觀念。在佛教中，「神

聖性」、「超越性」，主要表現在「心」的覺悟與否，表現在「眾

生」—「佛」之間的關係上。一切有關覺悟的體驗，有關對緣

起與空性的證悟，以及眾生心與佛心的「遙契」與「印證」，以

及自心清淨的人間淨土體驗，皆是佛教意義上的「神聖」與「超

越」。因此佛教的神聖性與超越性，是體現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之

中，體現在心的覺悟之中，體現在砍柴擔水的平常日用之中，體

現在當下的呈現之中。正如星雲大師在其新著《人間佛教佛陀本

懷》一書中所說：

你依止佛陀的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等修

行，發菩提心，行菩提道，這不是神聖性嗎？

每一個人信仰人間佛教，都能人我和諧、家庭幸福、積極

增上、解脫自在……這不都是神聖性嗎？

人間佛教是以人為本，不假神權，真正的佛法是創造人

生究竟的幸福，「自依止，法依止」，這不是神聖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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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走入社會、服務社會大眾，所謂弘法利生，上

求佛道，下化眾生，這樣的胸懷和理想，不都是神聖性

嗎？ 3

因此，當有人批判人間佛教缺乏「神聖性」與「超越性」時，

我們倒是要問問他的「佛陀觀」與「佛教觀」為何？佛陀是大徹大

悟的「人」，佛陀不是「天神」，佛教也不是「天啟的神創宗教」，

佛教的「神聖性」與「超越性」就表達在由「人」而成「佛」的過

程中，佛教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能成佛（理

論上）」，「人與佛」之間的關係也絕不是基督教的「人—神」二

元關係。

三、秉持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再出發」

面對種種批評與質疑，筆者以為，人間佛教更應該秉持星雲大

師所言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精神，坦然面對不同的聲音，以開

放包容的心態去聽、去辨，不斷增強自身的自我反思能力、自我反

省能力以及自我更新能力。只有秉持這種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更新

的能力，人間佛教才能不斷地完善自身的理論與實踐，不斷地「再

出發」，不斷地「創造輝煌」。為此，筆者在學習星雲大師著作的

基礎上，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做到變與不變的統一

人間佛教應該始終保持「變」與「不變」統一，變化的是時間

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人間佛教佛陀本懷》，
高雄：佛光文化，2016 年 6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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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社會存在，不變的是佛陀的本懷。「變」就是要與時俱進，

關注現實社會與眾生的切實需要，不斷調整弘傳的手段與方法；「不

變」就是堅守佛陀本懷、堅守佛教的根本教義精神不變化，堅守佛

教的優良傳統不能變。這樣的「變」與「不變」就是人間佛教契理

應機，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智慧。

（二）做到人間善行與菩薩行的統一

人間佛教關注現實人生、關注社會大眾的疾苦與需求，應當把

佛法作為一種人生的智慧，對當前社會、人生存在的各種問題，從

佛法的智慧提出解釋和解決的方法；針對當今社會，包括哲學、科

佛陀經過刻苦修行而覺悟，他是人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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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從佛法的智慧中給予一種究竟的、了義

的解釋和會通；在此基礎上，針對當前社會上存在的現實問題，從

佛法的角度提出思考和解決的方法，幫助現代人在心靈建設、觀念

建設、價值建設上找到一條究竟根本的出路。在此基礎上，人間佛

教菩薩也要立足於現實當下，每個人通過發菩提心、行菩薩行趨向

人間菩薩行。人間的菩薩行一定要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礎上，讓每一

個人都能夠認識到菩提心是生命中唯一的出路，菩提心是從迷惑走

向覺醒的引領，這樣的人間善行於菩薩行的統一，方可落實人間佛

教的「神聖性」與「超越性」。

（三）做到理性信解與神聖超越的統一

理性信解是現代人理解佛法、進入佛法的重要契機與入口，因

此人間佛教在弘傳的過程中，應該秉持「理性信解」的基本前提，

向廣大眾生宣導可以基於理性、人文立場理解、接受的人間佛教；

但同時，人間佛教的建設，也離不開人間解脫行的修持。每個人都

有困惑，每個人都有煩惱，所以每個人需要解脫。因此，人間佛教

在堅持理性信解的同時，也應該鼓勵各種有助於覺悟的修證，使得

「人間佛教」具有修學的堅實階梯，以從人生改善直契法界圓明的

覺悟，乃至最終「人圓而佛成」的究竟，這樣的人間佛教，一定是

包含了全部佛法的目的與效果的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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