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繼往開來之際的反思

佛教從二十世紀走向二十一

世紀，百年來的風雨中，所幸有

前仆後繼的大德們，本著為法忘

軀的精神，不斷地從事繼往開來

的工作，方使釋迦法脈得以延

續，眾生慧命不致斷絕。上文已

論述、比較了印光與太虛這兩位

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巨人，此刻

不妨省思當前中國佛教所面對的

課題。

首先應當檢討的，是佛教

傳統精神的繼承問題。清末民初

中國佛教的復興，最主要仰仗的

是德學兼備、住持正法的人才，

如本文所述的印光與太虛。應當

注意的是，這些住持正法的第一

流人物，皆是傳統叢林中造就

出來的僧才。傳統叢林制度，固

然自明清以來弊端叢生，而成為

民國佛教批判的對象；但是不可

否認的，它實是解行並進的修學

場所，是千餘年來孕育中國佛教

人才的搖籃。甚且影響到宋代以

下的書院規制，啟發了宋明理學

重視人格化育、日用體驗的講學

風格。故太虛當年創辦武昌佛學

院，也依然是本傳統制度而設。

然而近一世紀以來，佛教叢林寺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
─印光與太虛（三）

本文榮獲九十五學年度周海德居士獎學金

 吳孟謙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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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遭受政治風暴之破壞，或拋

棄傳統教學制度而開辦佛學院，

傳統叢林的教育精神所存者幾

希。中國佛教今日雖看似蓬勃發

展（尤其在台灣），其實近二十

年來早已頗有衰落的趨勢。佛教

界所公認的最大問題在於「人才

危機」，其原因恐與傳統精神的

逐漸衰頹相關。蓋中國傳統學問

無論佛學或儒學，重點都在「求

道」，其特質是學問與人格、經

典與生活打成一片，而過去的叢

林與書院，正是極適合求道的場

所。就今日而言，叢林與書院

似乎顯得保守，然而它畢竟曾

為傳統學問「保」住讀書種子、

「守」住聖賢慧命。今日將此種

學問轉植於西方的教育制度下來

研究，能否接得上傳統學問的核

心精神？能否真為下一個時代培

養出根柢深厚的人才？

中國佛教畢竟是傳統文化

的一部分，東初法師曾言：「對

（中國）佛學瞭解到如何程度，

就看對國學修養得如何。」這並

非虛言，印光與太虛，毫無疑問

地皆有相當程度的舊學基礎；然

而今日的佛學院在英、日、梵、

巴、藏等外語能力的加強外，是

否仍重視國學呢？若否，如何期

待中國佛教在穩固的基礎上繼續

發展呢？前一時代所培養出的高

僧大德，今日幾已凋零殆盡，而

新一輩僧人或居士中，多缺乏深

入漢文藏經的國學素養，長此以

往，來日弘揚中國佛法的人才，

如何能與訓練有素的西藏僧侶與

苦修實行的東南亞僧侶相比呢？

太虛當年雖主張廣泛吸納研

究世間學問與其他地域的佛學，

然而他從未因此西化或世俗化，

他是穩立在深厚的傳統資源中以

求開新的人物，就一意革新者看

來，也許會認為他背負了太多傳

統的包袱，而無法真正走向現

代，然而話說回來，拋棄傳統以

求新求變者，究竟走向的是怎樣

的現代呢？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

佛教本身的問題，更是中西交會

以來所遺留給整個傳統文化的難

題，需要有志者集思廣益地謀求

解決之道，否則中國佛教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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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堪慮。

其次要檢討的，是佛教現代

化的問題。印光、太虛都屬於人

生佛教的弘化典型，都以佛法指

導現實人生，在世間事務中實踐

佛法，這是佛教邁向現代化的一

個必然趨勢，然而佛教要如何才

能真正稱得上現代化呢？

已故學者傅偉勳先生曾積極

呼籲中國佛教的現代化，他認為

中國佛教雖已較印度佛教具有入

世色彩，卻始終未能積極地面對

此岸，像儒家或西方宗教（如猶

太教或耶教）一般，建立起合乎

時代需求的世俗倫理甚至政治社

會思想。他引智顗「治生產業，

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法華玄

義》卷五）之語，認為傳統佛教

雖有此觀念，但「人間世的生產

生計不違實相是一回事，傳統以

來的中國佛教徒願否與能否以正

面積極的『治生產業』為中道實

相則是另一回事。」言下之意，

傅先生認為傳統以來的佛教仍太

注重個人修行，未能積極地向世

間伸展。

然而智顗此語，是他在講解

天台圓教修行次第中，五品弟子

位的最後一品：「正行六度品」

的境界，此時修行者已通過「隨

喜」、「讀誦」、「講說」、

「兼行六度」等次第，調伏所

有煩惱，具足了自行化他的能

力，只要再進一步即能斷煩惱、

出三界，故就其人自身之境界而

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

違背。」若就具足生死煩惱的一

般人而言，縱使肯發心辦佛教事

業，卻遠遠談不到此一層次。

佛法的修行次第自有其應當

重視的本末先後，否則世間治生

產業的佛教徒，若都一廂情願的

宣稱自己當下不違實相，佛教亦

不必別立僧寶、度人出家了。此

因辦世間之事業尚易，而了生脫

死則甚難也！

上文曾提到梁漱溟對佛教人

間化抱持否定的看法，其實梁氏

並非對佛教存有偏見，他本身即

是一虔誠的佛教徒，因此他認為

佛教介入世間後必非復佛教的見

解，應是指佛教出世的精神過度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印光與太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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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後，將失去其本來面目，

此說法值得今日佛教界省思。

當年印光在提倡敦倫盡分

的同時，也在了生死的立場上極

力弘揚淨土法門，自無世俗化的

問題；而太虛則希望「在家出家

四眾皆投入社會各階層的資生事

業，在社會人群的服務中修習六

度萬行的菩薩道」，其用意是極

美善的，今日台灣佛教界的人間

淨土思想，也是繼承太虛之路線

而來，且在濟世利民上，有著相

當可觀的成果。然而投入資生事

業與社會服務的人們，若無太虛

一般的參學正見與修證工夫作為

基礎，只是憑著改善世界的一股

熱誠，是否能超越人天善法而真

正切合大乘菩薩道的宗旨呢？是

否能在世間各種濟世利人的宗教

學說中顯現出佛法的殊勝呢？

進一步說，佛法本質上是出

世的、修證的宗教，是一套特殊

的宇宙人生觀，弘法者所扮演的

只是一個引導者的角色，信仰、

修持和覺悟與否，端在眾生自

身，因此不容易像一般社會制度

或法律規範一般，將不同價值取

向的人整合在一套客觀化的倫理

模式中，也很難投入全副精力，

積極參與各項政治、社會與文化

議題的討論，而只能最大限度地

從旁表達關切、提供建議或是給

予援助。除非弘法者本身已經了

生脫死，否則世間事務的經營構

畫，都不能造就了生脫死而成為

終極關懷，否則就不再是佛法。

即使是講究利益眾生的大乘菩薩

道，也必須能視世間的一切如夢

幻泡影，才能真正利益眾生。因

此菩提心依舊必須以出離心為基

礎，畢竟如果忽略解脫而只講世

間的淨化，本身就是一種執著世

間為恆常實有的「常見」，不合

佛法第一義。

太虛曾言：「但求現實人

間樂者，將謂佛法不如儒道之切

要…但求未來天上樂者，將謂佛

法不如耶、回之簡捷。」此語透

露出佛法與世間宗教，在世界觀

與終極關懷上皆有顯著的不同，

因此我們恐怕也很難用世間法的

標準來要求佛法。就佛法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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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宗教屬於人天法，自然較容

易契合世間常情而便於推展；而

佛法雖涵攝人天法，畢竟不僅止

於人天法，而有其出世間的解脫

道與菩提道。

佛教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固需極力貼近現代人的生活與

觀念，以求契機施度，但「大

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

射變其彀率。」（《孟子．盡心

上》）終究不能因提倡現代化、

人間化而全然世俗化，喪失自身

本有的勝義，否則其終極關懷恐

會變質，修行功夫的本末輕重也

將隨之顛倒，此點實為當今佛教

徒應有的警覺。

六、結語

同樣處在清末民初動亂紛

擾、生靈塗炭的時局中，印光與

太虛二位佛教高僧，因其各自的

見地，開展出共具人生佛教精

神，而又各具特色的弘化典型。

印光見到正法的衰頹、道德的敗

壞、人心的迷惘，在如此惡劣動

盪的環境下，人們最迫切需要的

實是重視倫常、深信因果的平正

知見，以及仰仗佛力、下手簡易

的念佛法門。因此他數十年閉門

潛修，以身教言教大力弘揚三根

普被的淨土一宗，終成為淨土宗

第十三代祖師。而太虛則見到佛

教叢林的腐化、僧人素質的低落

與整個佛教界的鬆散消極，以致

於所謂拔苦濟世的大乘佛教，此

時竟對國家民族拿不出一分積極

貢獻，這一刺激使他生起無盡的

悲願，因而走上改革傳統積弊、

融貫佛教世法、因應時代問題的

道路，成為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

馬丁路德。

大陸學者周軍曾言：「二者

間的差異最終只是思考和解決問

題的立足點不同而已，不僅不相

隔礙，反有互相補助之益。」確

實，兩人各具風範的佛教弘化事

業，共同挽救了清末民初死氣沉

沉的佛教界，也為中國佛教的未

來，燃起了光明與希望。

回顧百年來佛教得以復興

的緣由，終究是因「人能弘道」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印光與太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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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因此中國佛教欲在未來得

到發展，重點不在量的擴展，而

在質的把握。如何培養出解行並

進、真修實證的人才，重新承繼

起傳統精神，較之於學術研究

的促進或慈善事業的擴展，其重

要性都遠遠過之。此外，在全球

化、國際化的現代社會中，佛教

既必須使自己向外開放，轉換

出與現代生活相適應的一番新面

貌；又必須保持其超世的理想與

內證的性格，慎防庸俗化與核心

價值的失落。這都是當前佛教應

該積極面對的大課題，也是日後

佛教繼續不斷努力的方向。 （全

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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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很小的時候，世界就變得很小，小得看不見一

片美麗的樹葉 ; 心很亂的時候，路就變得很多，我們都

是這樣和自己走失的……」這是電影「禪說阿寬」主題曲

中的歌詞。每個生命的問題都有個答案，只要你往裡看，就在

你的心中。「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

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

向靈山塔下修。」本演講將從

佛教文學角度來看「心」的

種種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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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97年2月24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丁　敏 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

主辦 :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電話 : 06-288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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