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前後的太虛法師
（1917–1923）
／侯坤宏
壹、前言
1919 年 5 月 4 日爆發的五四運
動，對於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影響是
多方面的：外交方面：五四運動發生
後，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逐漸步
上自主外交之途。經濟方面：五四運
動激起國人愛國情緒，各地出現抵制
日貨行動，阻遏日本在華經濟發展。
學術方面：知識分子開展新文化運
動，提倡「科學」與「民主」，促使
中國科學及教育得以進一步發展。思
想方面：五四運動使中國人對傳統禮
教及儒家思想重新批判，提出「全盤
西化」，助長國民思想解放，其中馬
克思主義對日後政局之演變，影響尤
為深遠。11919 年 5 月 4 日只是一個
時間點，許多五四時代的新事物，在
五四之前就早已存在； 2 本文所稱的
「五四運動前後」，配合太虛法師的
生命軌跡及本文要探討的主題，暫定
為 1917–1923 年。本文想探討的是：
作為近代佛教改革大家的太虛法
師，在五四運動前後的活動與思考，
從中解析「新文化運動」對於他的衝
擊，並探討此種衝擊對他後日在佛教
界所展開的系列改革運動的影響。
關於五四思潮對太虛法師之影
響，江燦騰認為：在五四運動後，太
虛法師因對傳統佛教的社會功能產
生質疑，為疏解這種來自外在環境的
鉅大壓力，尤其是來自梁漱溟及吳稚
暉等人對佛教的批評，才提倡「人生
佛教」，以為因應。太虛法師對佛教
改革運動的實踐，適逢五四新文藝運
動，反宗教迷信特濃的時代而逐漸展
開的。 3 胡適是五四運動的主要代表
人之一，太虛法師和他也有一些互
動。從 1919 年 8 月兩人見面到 1928
年間，雙方的書信，以及太虛針對胡
適著作所寫的書評等，在數年之間，
兩人從互相引為同調到互帶敵意， 4
其中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也
是重評五四運動的一種切入點。但本
文之重點不在此，而是從近代中國佛
教史角度，探討太虛法師在五四運動
前後與佛教有關的活動，先從五四運
動前後太虛法師重要行蹤（1917–
1923）說起，再依序論述：五四思潮
中的太虛法師、從創立「覺社」到創
刊《海潮音》雜誌、弘化武漢創辦武
昌佛學院、廬山暑期講習會是太虛
「世界佛教運動」的開端等方面，以
說明五四運動前後的太虛法師。
貳、五四運動前後太虛法師重要行蹤
（1917–1923）

本文所謂五四運動前後太虛法
師，指的是 1917 至 1923 年間有關太
虛法師的重要活動。這裡先依印順法
師所著《太虛大師年譜》一書，將太
虛法師在此期間的重要行蹤依時間
先後臚列如下，以方便後續討論。
一、1917 年：2 月 4 日，立春，從普
陀山錫麟禪院出關。1917 年秋，臺灣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善慧法師，請圓瑛
法師講演佛法，圓瑛以事不克分身，
介紹太虛法師代之。在臺期間，曾到
基隆之水族館、臺北新北投之溫泉、
彰化曇華堂、臺中慎齋堂、林獻堂
家、鹿港等處所。12 月 2 日，善慧陪
太虛作遊日之行。5 日，抵門司。9
日抵神戶。11 日，遊西京，以佛剎多
在其地。13 日，返抵大阪，往觀天王
寺。翌日，歸神戶。15 日登輪，別善
慧回國。19 日薄暮，歸抵上海，結束
2 月餘之遊化。5
二、1918 年：8 月，太虛法師與陳元
白等抵滬，商諸章太炎、王一亭、劉
仁航（靈華）等，創立覺社，推蔣作
賓任社長，開始弘法新運動。覺社初
期事業，定為：出版專著，編發叢刊，
演講佛學，實習修行。11 月，主編覺
社叢書創刊。《整理僧伽制度論》開
始發表；並宣布〈覺社意趣之概要〉，
〈覺社叢書出版之宣言〉。6
三、1919 年：6 月，太虛到北京，寓
法源寺。在京期間，歷遊名剎名園。
京中學者林宰平、梁漱溟、畢惠康、
殷人庵、梁家義、范任卿、黎錦暉等，
並先後來法源寺晤談。胡適之曾約
晤，太虛告以宋明儒之語錄體，創自
唐之禪錄。胡因而進為壇經及禪錄之
考究。9 月，張仲仁等發起己未講經
會，推莊蘊寬、夏壽康為會長，請太
虛講《維摩詰經》於象坊橋觀音寺。
12 月，覺書 5 期出版。適大慈購得西
湖南山之淨梵院，從事潛修。太虛乃
商決結束滬之覺社；改覺書季刊為海
潮音月刊。卓錫西湖，專心編輯。7
四、1920 年：1 月 10 日，作〈太虛
宣言〉，述整理僧制之志願。舊正月，
海潮音創刊。太虛發表「覺社宣言」，
並作〈海潮音月刊出現世間的宣
言〉，略云：「海潮音非他，就是人
海思潮中的覺音。……宗旨：發揚大
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
12 月，講《心經》於黃岡會館。時信
眾之請求皈戒者眾，太虛乃在《心經》
法會終了，發起漢口佛教會。8
五、1921 年：新春，太虛鑒於僧寺內
外交困，唱「僧自治說」。3 月 23
日，任西湖淨慈寺住持。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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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法華經》於北京弘慈廣濟寺。10
月 27 日，以善因有病力求回湘，集
京中緇素議決：海潮音自十一期起遷
北京，由史一如編輯。
六、1922 年：2 月 17 日，應漢陽歸
元寺請，啟講《圓覺經》。3 月 13
日，開佛學院籌備會於歸元寺。5 月，
讓得武昌黎邵平宅為院舍。4 日，佛
誕，於漢口佛教會受院董會禮聘為院
長，進行招生事宜。8 月 26 日，佛學
院開董事會成立會。舉梁啟超為院董
長（陳元白代），李隱塵為院護。9
月 1 日，佛學院舉行開學禮。佛學院
僧俗兼收，出家者實行整理僧制工
作，在家者組織正信會。張宗載、甯
達蘊亦自北京平民大學來從學。太虛
之建僧運動，發軔於此，中國佛教界
始有佛學院之名。9
七、1923 年：舊曆新年，《佛化新青
年》出版。甯達蘊、張宗載先曾發起
新佛教青年會，編行《新佛化旬刊》
於北京，太虛為改稱佛化新青年會，
令甯、張推行佛化青年運動。甯、張
等奉太虛為導師，以「農禪工禪」、
「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
尚下山」等為號召。4 月 4 日，漢口
佛教會成立宣教講習所，太虛法師任
所長，唐大圓為教務主任。7 月 10
日，太虛偕王森甫、史一如等去廬
山，主持暑期講習會。講習會開圓滿
後，於大林寺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
日本領事江戶以日本佛徒名義來參
加，並電日本，約派代表明年來會。
太虛乃著手於明年夏季召開第一次
世界佛教聯合會之籌備。太虛之世界
佛教運動，於是開始。10
參、五四思潮中的太虛法師
1917 年至 1923 年期間的太虛法
師，在五四浪潮中，他是如何面對與
度過的？新文化運動思潮對太虛法
師的思想，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衝擊與
影響？關於這問題的解答，先從太虛
法師在五四運動之前的行止來觀察。
1917 年 2 月 4 日，太虛法師從普
陀山錫麟禪院出關，這時他已 29 歲，
他是自 1914 年 10 月起開始閉關的，
「在關中，坐禪、禮佛、閱讀、寫作，
日有常課。初溫習臺賢禪淨諸撰集，
尤留意《楞嚴》、《起信》，於此得
中國佛學綱要。世學則新舊諸籍，每
日旁及。於嚴譯，尤於章太炎各文，
殆莫不重讀精讀。」1915 年春，「致
力於三論玄疏，於百論疏契其妙
辯」，「關中著作，首成《佛法導論》」
「其後，繼作〈教育新見〉、〈哲學
正觀〉、〈辨嚴譯〉、〈訂天演〉、
〈論荀子〉、〈論周易〉、〈論韓愈〉、
〈百法明門論的宇宙觀〉等論文。」
同年冬，因「痛於管理寺廟條例，審
度時勢，欲據教理教史以樹立佛教改
進運動，乃作《整理僧伽制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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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生於 1889 年，五四運動主
將胡適生於 1891 年，兩年在年齡上
只差 2 歲。胡適是在 1917 年的 6 月
離開美國，9 月後任教於國立北京大

學，其〈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本年
元旦。胡適在〈四十年來的文學革命〉
宣稱，這場文學革命，「是我與我的
朋友在 1915、1916 與 1917 年，在美
國的大學的宿舍中發起的，直到 1917
年，這一運動才在中國發展。」12
胡適倡導文學革命，提倡白話
文，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太虛法
師在閉關前，在政治上曾參與革命活
動。先是在光緒 34 年春，他 20 歲時，
從華山法師那裡接觸到康有為《大同
書》、梁啟超《新民說》、譚嗣同《仁
學》等。同年秋，遇見李棲雲，開始
與革命黨人往來。宣統 2 年到廣東，
結識潘達微、鄒海濱等。入民國後，
曾加入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 13印順
法師在〈革命時代的太虛大師〉一文
中，將太虛法師「佛教生活的全程」，
以他「普陀閉關」為界，分為前後兩
時期：閉關以前，為「浪漫（激昂）
的革命時期」；閉關以後，可說是「溫
和的改進時期」；也可稱前者為「政
治為先的革命時期」，後者是「佛教
為本的改進時期」。14
早在 1912 年初，太虛法師與仁
山法師等，開佛教協進會成立會於鎮
江金山寺，有「大鬧金山」事件，震
動佛教界，15一般人也就以「革命和
尚」來看他，「在近代中國與中國佛
教中，他確乎是有過一番的革命言論
與行動。」161917 年 2 月 4 日，太虛
法師從普陀山錫麟禪院出關，這時候
的他，已有過去的革命經驗，對於佛
教義理的體會，已有相當的基礎與自
信，他又是如何面對胡適等人掀起的
五四新思潮呢？
太虛法師非常留意時事，勤於吸
收新知，對當前的學術風潮也多所留
意，《太虛大師年譜》1920 年部分，
有云：太虛法師「時多論評世學之
作：〈論陳獨秀自殺論〉，〈昧盦讀
書錄〉、〈論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篇〉、〈讀梁漱溟君唯識學與佛
學〉、〈近代人生觀的評判〉。大師
不滿胡適之進化論的歷史觀念，責其
抹殺個人之才性，不明佛法所說之心
性。」17太虛法師和胡適本人曾有過
接觸，他說：「我因覺社叢刊及論衡、
攝論等發行到北京，如林宰平、梁漱
溟、畢惠康、殷人庵、梁家義、范任
卿、黎錦熙等，都來法源寺相訪，胡
適之亦曾約談。他購華嚴經閱，認為
是一種想像文學；談及宋明儒語錄亦
白話文，我告以宋明儒語錄文體刱自
唐朝禪宗語錄，胡因此遂及六祖壇經
並搜覽各種禪錄。」18
太虛法師在〈佛教對於中國文化
之影響〉，也提到：「民國七、八年
時，胡適提倡白話，主張多讀語錄。」
「胡適雖醉心歐化，因為他欲全成中
國哲學史大綱，而中古之哲學又與佛
教有關，故他現在正在專心於佛學。
不過、因為他是提倡語體文之人，所
以他以為語錄易讀，唯從禪宗研究而
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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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月，太虛法師撰〈論胡適
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有云：「予
作此論，先有欲申明者，胡君此書與
佛學本無甚關係，然取而論之者，不
僅以其為新近出版的國語傑作，有關
於現代人心思想者頗鉅，而更有二種
之原因在也。」 20胡著的主導思想，
是援用西方學術的歷史觀念，以為解
釋、演述中國哲學史的工具，胡適「對
於佛教底評判所微露的端倪」，為太
虛法師所不滿。 21此外，太虛法師論
評說：「宋儒等也用『清淨寂滅』來
論斷佛學，至今胡適之等亦謂佛學不
是人生的，不知從積極方面肯定『真
美善』，曰清淨，亦曰真如、正覺；
從消極方面否定『偽醜惡』，曰寂滅，
亦曰真如、涅槃。換言之，不過『純
善無惡』的四個字而已。」22太虛法
師和胡適的交集，主要是關於佛教歷
史（或者是佛教義理）方面的議題。
肆、從創立「覺社」到創刊
《海潮音》雜誌
1918 年 8 月，太虛法師創立覺
社，開始弘揚佛法的新運動。1920 年
舊曆正月，《海潮音》創刊。《海潮
音》雜誌是民國時期歷時最久、影響
最大、學術價值最高的佛教刊物，太
虛法師本人對《海潮音》雜誌，也投
入極大的心力，他的著作大多發表在
《海潮音》；太虛法師的佛教革新運
動，也是透過《海潮音》來宣傳，23《海
潮音》雜誌的發行，恰好處於五四新
文化運動浪潮中，也標誌著中國佛教
的一種新發展趨勢（方向）。
覺社之「覺」字，依太虛解，包
含智慧與慈悲二義。太虛說：「何名
覺者？謂有全德全能之大智，圓通圓
明之大慧，安人利物之大慈，救世度
生之大悲也。」 24太虛創辦覺社，實
寓含極為深刻的意義與理想，而此正
是覺社之所由緣起也。25
《覺社叢書》轉型成《海潮音》
月刊，主要的原因是：隨順讀者要
求，亦即太虛所說「應現代人心之需
要」。261920 元月，《海潮音》正式
出刊，太虛曾撰〈海潮音出現世間的
宣言〉及〈宣言〉，發表在創刊號上，
27
在〈海潮音出現世間的宣言〉，太
虛法師有云：「或問『海潮音』一名
是何涵義？有一個社友簡單的答他
道：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
覺音。若依這句話分析起來，便可知
道那『海」是宇宙間人類公共的；那
『潮』是人海中一個一個時代所產生
的，更有些屬於現今這個時代的意
思；那『音』是人海思潮中能覺悟的，
更有些屬於佛法、屬於覺社的意思。
因此、便用兩句話定下一個宗旨：發
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
思。」28
1920 年也就是《海潮音》月刊出
版的這一年，對於佛教史來說算不上
一個特殊的年頭，但對於一直抱持著
復興佛教理念的太虛法師來說，卻是
一個充滿機緣的年頭。這一年，佛教

界中的僧人寄禪（1851–1912）、月
霞（1858–1917）、居士中的楊文會
（1837–1911 ）都 已去 世；而 諦 閑
（1858–1932）、印光（1861–1940）
已 60 歲上下，難以承擔登高一呼的
領袖角色和大刀闊斧的改革重任，居
士中的歐陽漸（1871–1944）以俗家
身份主持內學院，側重佛學研究而非
佛教運動，思想界熱心佛學的梁啟超
（1873–1929）
、章太炎（1868–1936）
雖魅力猶存，畢竟只是學者非佛門中
人。因此，佛教新運動的使命自然落
在年僅 31 歲，對佛教有真摯信仰、
對國學西學兼有涉獵的太虛法師身
上。29
其後《海潮音》持續發刊，編輯
地點多次變遷，參與編輯的人員也常
隨之更換，但都是由太虛法師的弟子
與認同其理念者主持。歷屆編輯人員
較著名者有唐大圓、史一如、張化
聲、法舫、芝峰、葦舫、福善、大醒
等人。又《海潮音》擁有堪稱強大的
作者陣容，國內當時第一流學者，如
章太炎、梁啟超、歐陽漸、湯用彤、
韓德清等，僧人如圓瑛、仁山、持松、
倓虛、佛源等都為之撰稿，並不限於
太虛一派，內容也不限於佛教，內外
之學無不涵蓋，在讀者中卓有聲譽。
《佛教半月刊》稱其「為吾國佛學雜
誌中之最精彩者」， 30而太虛法師正
是民國佛教史上革新派最主要的代
表人物，《海潮音》雜誌是民國佛教
史上革新派最主要的宣傳陣地。31
伍、弘化武漢創辦武昌佛學院
太虛法師一生弘化過程，在「九
省通衢」－－武漢弘法，很值得我們
留意的一段。他以武漢為據點，除創
辦武昌佛學院，還組織佛教正信會，
講經傳戒，發表系列闡揚佛法要旨。
太虛法師在武漢所推動的系列活
動，對於後來中國教發展走向，產生
了不小影響；而作為近代「新佛教運
動」發源地的武漢，是太虛法師透過
創建武昌佛學院來發動的。32
武昌佛學院正式成立舉行開學
禮的時間在 1922 年 9 月 1 日；從 1918
年 10 月到 1922 年 9 月將近 4 年時間，
太虛法師有多次到武漢弘法經歷，主
要是去講經說法，和當地信眾結法
緣，才有後來武昌佛學院的建立。
33
1922 年 9 月 1 日，武昌佛學院舉行
開學禮。佛學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
就師範人才，出家者實行整理僧制工
作，在家者組織正信會，推動佛教於
廣大人間。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
管理參取禪林規制。早晚禪誦，唯稱
念彌勒，迴向兜率為異。印順法師於
此，評價曰：「大師之建僧運動，發
軔於此，中國佛教界始有佛學院之
名。」34
武昌佛學院是中國近現代第一
所以革新振興中國佛教為標的，培養
精通佛學，旁通近現代思想學說的僧
教育學校。武昌佛學院的創立，在當
時佛教界獨樹一幟，在其影響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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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國各地相繼興辦起佛學院，如
廈門之閩南佛學院、四川漢藏教理
院、福州鼓山佛學院、九華山之江南
佛學院、北平之拈花學院、陝 西之
慈恩學院等，達 20 多所，為佛教教
育開一新局。35
漢口佛教正信會是太虛法師在
武漢弘化過程中建立的佛教團體，是
湖北地區規模最大、創辦時間最久、
影響最深遠的佛教組織。361922 年 6
月 10 日，天津版《大公報》登有〈歐
人學佛 釋道西漸之先聲〉一文提
及：「茲有挪威國皇族，基督大學哲
學教授希爾達君，乃為代表該國，參
與北京基督教同盟會來華者。與會
畢，因平日閱西報，深知太虛法師為
中國佛教泰斗，特前往專訪太虛法師
於漢口佛教會，晤談良久。」 37希爾
達係挪威大學哲學教授，「此次以赴
耶教同盟大會來中國，在北京聞太虛
法師之名，折道來漢臬，至佛教會投
剌進謁」，「師叩其來意，希以來求
佛學對。師於是語之以佛學之大旨，
希聞而樂甚。」並謂：「承誨茅塞頓
開，數年疑團，一旦冰釋。曩日聞人
稱佛學為無上之學，實非虛語也！」38
陸、廬山暑期講習會是太虛
「世界佛教運動」的開端
1923 年 7 月 10 日，太虛偕王森
甫、史一如等到廬山，主持暑期講習
會。暑期講習會 8 月 11 日圓滿。於
大林寺，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大為
旅廬日人屬目。日本領事江戶，以日
本佛徒名義來參加，並電日本，約派
代表明年來會。太虛乃著手於明年夏
季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之籌
備；由此地方轉呈中央備案。1924
年 7 月，太虛偕武漢緇素上廬山，召
開世界佛教聯合會。中國方面的代
表，到有：湖北了塵、湖南性修、江
蘇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綱、四
川王肅方等十餘人；日本推法相宗長
佐伯定胤、帝大教授木村泰賢來會，
史維煥為傳譯；英、德、芬、法等國
佛教徒數人（其中有後來開創基督教
叢林的艾香德）。這是太虛法師世界
佛教運動的開始。39
1925 年之所以在日本能舉行「東
亞佛教聯合會」，有其不同的遠因與
近因：緩和「五四運動」後高漲的反
日浪潮勢其遠因之一，而近因則是為
「太虛的佛教事業牽線」。為緩和這
種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藉「東亞佛
教聯合會」之召開，促進日華佛教親
善，改變民眾對日敵意。40
太虛法師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
略史〉中，將自己的佛教改進運動分
為三期：第一個時期，是從光緒 34
年至民國 3 年（19 至 26 歲）；第二
個時期從民國 3 年至 17 年（26 至 41
歲）；第三個時期從民國 3 年至 17
年（41 至 51 歲），「這個時期的發
動，應該從世界佛教運動說起。世界
佛教運動，即是佛法救世運動。」41

1933 年 9 月 24 日，太虛法師在
世苑圖書館，為館員講〈世界佛學苑
之世界佛法系統觀〉。42在這次演講，
太虛歸納世界佛學苑的工作，即對於
佛法提綱挈領的「教」
、
「理」
、
「行」
、
「果」四部份去下功夫。其中第一部
分是有關教之整治，包括將世界各地
的佛教，所有種種制度，寺院、佛像、
經書等，都能搜集整治到精確完美，
以為世人研究佛學共遵共信的基
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世苑特
別成立法物館與圖書館。為實現世界
佛學苑計劃，太虛法師對此亦有所布
局，將一些相關道場（或學院）分工
如下：以雪竇寺為禪觀林，北平柏林
佛學院為中英文系，閩南佛學院為華
日文系，專為研究漢藏文佛學的漢藏
教理院，及武昌佛學院改設之世苑圖
書館。43
為落實世界佛學苑的理念，太虛
派遣他的學生出國留學。早在 1925
年，太虛法師即派遣大勇、法尊、嚴
定、觀空等武院高材僧，留學西藏；
1940 年 9 月，太虛法師以在錫蘭商及
之派教師宣揚大乘，派學僧修學巴利
文佛教，請得教育部認可協助，以世
界佛學苑名義，派法舫（初擬派惟
幻）、白慧、達居，於是月底成行。
44
此外如：談玄兩度留學日本，學習
台密與東密；慈航在緬甸居留 6 年，
在緬京仰光創立中國佛學會。 45這些
都可以視為是太虛法師世界佛教運
動的一種實踐，而其發端則是在 1923
年 7 月的廬山暑期講習會。
柒、結論
本文前述已從創立「覺社」到創
刊《海潮音》雜誌、弘化武漢創辦武
昌佛學院、廬山暑期講習會是太虛世
界佛教運動的開端各節，說明五四運
動前後的太虛法師，以下稍就：太虛
法師與五四運動的關係、太虛法師對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思想界的回應、五
四反傳統非宗教精神對中國佛教的
影響等三個問題加以論述，以呈顯本
文之題旨。
一、太虛法師與五四運動的關係：五
四運動爆發之際，太虛法師剛從關房
出來，閉關之前他就曾參革命活動。
1914 年 10 月起開始的兩年多的閉關
期間，除坐禪、禮佛，就是閱讀、寫
作，閱讀範圍並不限於佛典內學，對
於當時嚴復翻譯的西方名著及章太
炎寫的文章，「莫不重讀精讀」。1917
年 2 月出關後的太虛法師，其思想已
臻成熟階段。或許我們可以說：由於
太虛法師對世局的敏銳眼光，得以使
他成為五四時代佛教界的代表人
物；隨著五四的脈動，而去從事他所
重視的「佛教改革運動」。
二、太虛法師對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思
想界的回應：太虛法師對當時學術風
潮多所留意，這可以從他的「論評世
學之作」中體現出來。除前文第參節
論及之〈論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篇〉外，他對陳獨秀、梁漱溟與吳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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暉等亦曾有過回應。1、〈論陳獨秀
自殺論〉：此文發表於 1920 年 1 月，
原題「新青年自殺論的批評」。太虛
法師從：自殺果足為破滅社會的危險
思想嗎？最近代思潮果足為自殺的
救濟嗎？我對於自殺的批評，我對於
自殺的救濟等四方面，與陳獨秀的觀
點進行論辯。462、〈讀梁漱溟君唯識
學與佛學〉與〈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
其哲學〉：這兩篇均係對梁漱溟著作
之批評，前文肯定其《唯識述義》，
認為是「研究唯識宗學的良書，亦認
為條貫東西洋哲學得一適當解決的
方法論」。但太虛法師不同意梁漱溟
所說唯識學在佛教上的價值地位，所
以就「寫出來請梁先生賜教」。 47後
文 1921 年 11 月撰，太虛說：「梁君
視佛法但為三乘的共法，前遺五乘的
共法，後遺大乘的不共法，故劃然以
為佛法猶未能適用於今世，且慮反以
延長人世之禍亂，乃決意排斥之。…
余則視今為最宜宣揚佛法的時代。」
48
3、對吳稚暉的回應：1924 年初冬，
太虛法師在寧波撰〈人生觀的科
學〉，認為：「吳稚暉的黑漆一團論，
較有力量。」49吳稚暉的黑漆一團論，
出自他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
生觀〉。1927 年，太虛法師在〈致吳
稚暉先生書〉中說：「馬克思主義，
我是向來看不起的，我自己是以為實
行上最低限度也必克魯泡特金才
可。」50
三、五四反傳統非宗教精神對中國佛
教的影響：在五四運動風潮下，馬克
思主義被引進中國，1924 至 1927 年
間，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馬克思主義
思想在城市知識界迅速傳播並且成
為知識界最主要的思想，為 1949 年
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鋪墊了思想上的
基礎。51共產黨強調唯物論，反對一
切宗教，佛教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
當我們把眼光往後移，看看後來中共
統治下佛教所遭遇的厄運，很難不聯
想到，這與五四時代的「反宗教」，
主張「全盤西化」（馬克思主義也是
來自西方），是有很大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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