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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二○○三年「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會議實錄  

 

妙傑  

日本佛光山本栖寺職事  

   

一、導言 

  自古人類文化與宗教信仰關係密切。伴隨著文明的發展，即使是進入了二十一世紀，宗

教對人類仍有相當大的影響力。一般而言，宗教的本質是導向人性光明面的提昇、心靈的淨

化，對當今社會人心而言，宗教信仰，無異是構成了一股強大的自約力量。而以一個正信的

教團組織而言，如何將宗教與當代世界文化作進一步之交流與融和，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佛光山自開山以來，以教育文化為弘法之本務，多年來以服務社會、提昇人文氣質之前

提創辦多所大學，而教團本身，也常常與學者作直接的接觸與聯繫，希望藉著宗教與學術的

交流，提昇教義思想的弘揚。此次的會議地點，選擇位於富士聖山旁的本栖寺，一方面乃借

重於這一國際性的弘法道場，具有前瞻性與現代意義，而倘佯於這一片的湖光山色之中，也

必定能夠激發出學者們更多的智慧與見解。在這次會議的進行中，期望能夠讓彼此有更多的

交流，藉由各位學者的研究成果，能更提昇學術的領域；也讓佛光教團的資源，與學者的學

術研究結合，幫助大學教育之擴展與教義思想的弘揚。此次由佛光大學、佛光山文教基金會

主辦，本栖寺協辦的「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會」，邀請來自七所大學、一所教會等二十

二名學者，參與發表、主持，並針對宗教與當代世界的課題進行探討。 

二、宗教對當代人心的四點建議 

  近年來「宗教與佛學研究」在世界各地均普遍地受到重視，即使是宗教信仰者，也不斷

在經論教義上深入研讀。然而宗教對於當代的世道人心、社會思潮及生活、倫理教育上應該

賦予什麼樣的軌範及建議？星雲大師在此次會議中，對當代宗教的發展與實踐提出四點意見：  

(一) 對物質的生活要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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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世界的物質生活應該要加以規範。現代人對人生的價值觀與古人修身養性，重視內

外一如的心態不同。現代人偏重於物質的生活，被物質所利用，被金錢所運用。宗教界如德

蕾莎修女曾說過：「我以貧窮為光榮」，佛教則「以無為有」。有人言「財、色、名、食、

睡──地獄五條根」，太言過其重，因為人類對於基本物質的生活仍是需要的。過去宗教修

行人士，並非反物質生活，而是淡化物質生活，從簡單的生活條件去昇華精神的境界。因此，

當今宗教對當代社會需要有的共識是如何引導處於物慾橫流的現代人，回歸簡單樸實的生

活，藉以提昇生命的價值觀。 

(二) 對精神的生活要充實  

  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要昇華。現在人的生活被外在世界所綑綁，所以精神生活沒有多少的

空間。現代人常會追尋的問題是「如何消除壓力」？然一旦人心的力量不夠，就會將生活中

的一切視為壓力，所以必須要將精神力加強、發揮。從有宗教開始，如：天主教、基督教、

佛教等，都寧可外在物質缺乏，但精神的生活要豐富。現代的人用讀書、旅遊、享受，來增

添精神生活的情趣，然而這些精神生活對一個人還是不夠的。大迦葉尊者於塚間修行、孔子

的學生顏回「居陋巷，一簞笥、一瓢飲，人不堪其憂，回也不改其樂」，環境雖然很刻苦，

但他們都能安貧樂道，甘之如飴。可知物質生活並非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標，精神生活的充實，

才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寶藏。 

(三) 對藝術的生活要豐富  

  藝術的生活就是真善美的生活。沒有講究藝術的生活，社會就會產生自私自利、現實、

膚淺的人，如果現代人能豐富藝術的生活，對於貪欲、瞋恨、嫉妒、愚癡就會減少很多。宗

教講求淨化美，假如一個人能夠從小在音樂、繪畫等藝術環境中薰陶，無形中在談吐表達及

行為動作上都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生活中也可表現祥和自在。藝術的生活如同穿衣，不一定

要華麗，合適就是美；吃飯不一定要精美，簡單、歡喜，就是美。衣、食、住、行，乃至行、

住、坐、臥之間都有很美的思惟與動作。美的東西在心中，心就能安住。如能在生活中體會

人生的美感，就能夠感受出我們的精神世界。 

(四) 對信仰的生活要超越  

  當代世界對宗教信仰要能超越。不論那一個宗教，都必須有教主、教義、教史三者所組

成，在信仰上要三者兼備，才是完整的信仰。又如宗教行為，是很自然的現象，不應太過於

強制；而指導信仰的內容也並非是利益求償式的功利信仰。因此，世界如果要進化，宗教也

必須有所提昇。宗教不能只是建立在奉獻犧牲，才會有流傳的價值。以佛教來說，在教育信

眾方面，不能老是停留在拜佛、信佛、求佛的階段，應該要「行佛」，行佛之所行，為眾生

犧牲奉獻為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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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呼籲宗教界的學者們對當今世界善盡一份責任，應思考如何改善當今被物質、功利

所充斥的社會，建議從淡泊物質的生活開始。在精神方面，期勉宗教界的學者們，應作時代

的中堅，給與人心、社會提供精神的力量、超越的空間。在藝術方面，應豐富現代人的藝術

生活，提供指導外；在信仰上應導向正面的價值觀。宗教信仰是奉獻、犧牲、服務社會；人

與人之間除了感情，最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生活的超越。 

  宗教學界在當代世界多靠理論、理想，對淨化社會、服務大眾的功能還是有限的。星雲

大師所提出的四點建議即是在提醒我們，針對宗教在當代世界的教育上，應從物質生活的淡

泊到精神生活的充實，進而藝術生活的豐富、信仰生活上的超越達到宗教淨化社會人心、提

昇精神品質的功能。 

三、「宗教與當代世界」探討的多元內涵 

  針對此次會議的主題，與會的學者，各提出不同的觀點，來探討「宗教與當代世界」的

相關論題；因所提問題廣泛，無形中，呈現出多元的文化內涵。以下，就學者的發表場次，

略述其要： 

(一) 陳玉璽教授，〈「創造緣起論」的新思路──佛教義理的現代省思〉  

  自古以來，西方哲學繼承基督教《聖經》中「創世紀」概念，認為一切物種皆是由上帝

所創，以「創造論」為正統。直到十九世紀中葉，達爾文「進化論」問世以來，兩者之間產

生了相當大的衝突。為了調和兩者，西方國家陸續產生「創造科學論」、「有神進化論」等

的學說。由這兩個學說走向調和的事實，聯想到佛教教義中，認為宇宙萬有皆是因緣生，並

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創造者來創生萬物，這與西方的哲學觀點有根本上的差異。佛學與西方

思想之間是否可以如同西方從創生論到進化論之間，尋求一條和解的路線呢？陳教授發現其

中涉及邏輯、語意及方法論的諸多問題及概念上的混淆，引發兩種不同範疇的哲學概念相當

大的衝擊。 

  本文中從印度傳統「吠陀哲學」的觀點，闡述「本體創造」的真正義涵。「本體」非人

格化的神，亦非形而上的「精神實體」，而是究竟終極的實相。「創造」不是屬於上下從屬

的「創生」，也不是有一個神格的「塑造」，而是物質「化現」的自然原理。佛教面對未來

世界，當從整個宇宙的大格局著眼，而不應以否定基督宗教創世神話而標榜「無神」，如果

體認造物的真相是宇宙意識化現物質，而佛教徒所爭的「有神」與「無神」僅是名相之爭。 

(二) 慧開法師，〈宗教的宗教性詮釋──兼論現代宗教教育的定位與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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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來，宗教是各個文化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環。然一般人對「宗教」的概念，認為它

僅是神明的崇拜與信仰，或者是基於崇拜特定物及信仰上的心靈寄託；然此種宗教態度卻無

法涵蓋世界各大宗教的傳統精神內涵與深層的義理。慧開法師從東、西方宗教的基本概念與

觀點進行探索及澄清，並融通東西方宗教的觀點，以詮釋宗教的深層義蘊。文中先探討東、

西方文化對「宗教」的意義，續以「宗教信仰的哲理意涵與詮釋向度」、「理解文化傳統中

的宗教脈絡」及「探索宗教信仰的內在精神與特質」，進一步探討「現代宗教教育的定位及

詮釋」。 

  慧開法師認為現代社會光靠科技教與經濟的建設是不足的，更要有文化及心靈建設。因

此現代宗教教育的定位及取向應以社會全民為對象，它可提昇國民的心智與靈性，是文化建

設的瑰寶。如何開發與運用宗教教育，是當今政府及相關宗教研修機構責無旁貸的使命。 

(三) 陳兵教授，〈中國佛教圓融精神與當代意義〉  

  圓融乃「中國化」佛學，天台、華嚴、禪宗等諸宗的重要思想，此圓融的思想在世界各

宗教教義中，更是獨樹一格。本文從「圓融思想的源流及其哲學義蘊」、「圓融精神的運用

及表現」、「當今世界呼喚圓融精神」三大方向來闡明圓融思想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中國

佛教的圓融思想，可以用來處理現代，乃至未來的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類心靈等各種矛

盾與衝突，教導如何從整體觀、因緣觀看待一切，認識這個世界本來的和諧圓滿，國家、民

族、個人皆是共生共處於《華嚴經》所云：「大緣起陀羅尼」中，各有其獨立自主性，又互

相依存，密不可分。 

  圓融思想以圓滿無礙的見地，打破法執、圓證真如本性，對佛教徒乃至各宗教皆具有極

高的意義。全人類如能掌握圓融的智慧，為人與自然、社會、自心等關係提出指導，則不難

創造出一個平和、發展、生態良好的新世紀。 

(四) 黃柏棋教授，〈凝想印度──試論茲繆（Zimmer）、伊利亞德（Eliade）與杜蒙（Dumont）〉  

  近代人們對「東方學」的認識是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而來，對文化所持的立場、態度

與西方殖民強國對被殖民的東方國家有相當大的關聯。本文以二十世紀後半期在印度宗教生

活的研究上，有卓越貢獻的三位學者進行討論。他們都是出身於歐洲，成長於東方學與殖民

主義的全盛時期，並且與英美學術界有密切的互動。在探索印度獨特的宗教生活過程中，也

促使他們重新定義自身文化的根源。黃教授透過對三位學者的作品及個人的言談記錄，進而

評價其在知識探索及個人學術上的成果。由於個人對知識上的關懷不同，對印度教所持的觀

點亦有所不同。 

(五) 劉國威教授，〈近代尼泊爾的佛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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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今中文的圖書中，提及尼泊爾佛教的部分，多半著重於其是佛陀的出生地，以及近

年來在尼泊爾地區，藏傳佛教的發展。劉教授認為尼泊爾佛教的研究應不僅於此，故先描述

該地區佛教的發展情形，期使能引發學界對南亞佛教有更多的研究。末後提出尼泊爾佛教在

未來的研究上有四點重要性：1.為佛陀出生地，許多早期佛教的資料有待後人去發掘。2.尼泊

爾佛教是後期印度大乘佛教唯一直接殘存者。3.尼泊爾對近代佛教研究的最大貢獻即在於保

存了豐富的梵文典籍。4.在面積不大的尼泊爾境內，不同的佛教文化型態仍能夠維持和平共

存的局面，其中的互動過程為何？可作為借鏡。 

(六) 藍吉富教授，〈印度教種姓制度的賤民問題〉  

  印度三千年來的傳統，印度教徒必需接受種姓制度的規範，即使到了印度獨立以後的法

令，雖已廢除種姓制度，但社會上仍充滿階級的風氣。本文從印度教教義的根源《摩奴法典》

探討，在這部書中，對四姓的倫理標準、社會義務、生活規約等皆提出詳細的規定，從中也

可以看出階級差別及賤民歧視的思想根源。兩千年來，至今印度教徒在《摩奴法典》的規範

之下，階級制度、無人權的信仰方式仍支配大部分印度人的生活及風俗習慣。 

  本文的重點在於彰顯印度階級歧視的宗教根據。然而，並非所有印度的宗教皆認同階級

及人權差別，如佛教便是一例。 

(七) 趙明濟教授，〈中世東亞禪宗史研究之課題和展望〉  

  禪宗在中世紀的東亞史中，不僅於佛教發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對當代文化思潮也具有

相當的影響力。趙教授分別以「南宋大慧禪思想之現實認識與看話禪」、「高麗修禪社的現

實對應及其思想認識」、「鎌倉時代禪宗的接納和蒙古襲日」、「蒙古入侵越南和臨濟宗竹

林派」、「『泛蒙古』時期之中世大交流與禪宗」五個部分，來探討禪宗在當時於中國、高

麗、日本、越南等地區之互動及發展情形，並與各個地域之現實社會情況作一關聯。這幾個

地域的禪宗發展雖有其共通點，然因各國的文化、歷史、社會背景不同，其思想發展亦不相

同。透過中世紀東亞禪宗史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達到多文化共存之目標。同時，現代的禪

佛教已漸失去實踐精神，有必要採取新的研究理論及實踐方式，以恢復禪佛教原有的生命力。 

(八) 金繩初美講師，〈摩梭人傳統宗教活動之變容〉  

  現今的中國政府對少數民族的政策是以保護傳統文化為中心。由於交通科技發達，當少

數民族與外來的民族有所接觸，必然會對當地的思惟方式及行動產生影響。然少數民族長期

所保留的風俗習慣依然會與現代的生活相應並存。人類以其固有的價值觀來保存自己的風俗

習慣，宗教活動亦有相同的傾向。金繩初美教授以居住於雲南省彝族的生活與宗教活動為考

察中心，藉由古今變革的脈絡，探索該民族在宗教活動及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

傳統文化下的宗教意識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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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謝正一教授，〈當代宗教信仰與科學互動〉  

  宗教與科學歷經了歐洲「黑暗的中世紀」的衝擊，以及人類政治、經濟發展的相互激盪，

讓兩者曾經產生對立；又因人類文明的發展，瞭解彼此之間尚有龐大未知的空間，使得兩者

又回歸於理性的互動。二十一世紀，人類必須仰賴科學與宗教，在物質與精神文明的互動中，

探索真理與真相。在當今宗教中，以具有思惟特質的佛教，在東西方政經文化衝突中，更突

顯出佛教思想相應於科學及人文的精神。如果佛教能在人類文明的進化中扮演更積極的角

色，特別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平等精神，正是當今世界文明之所需。 

(十) 郭冠廷教授，〈「人間佛教」與「人間大學」芻議〉  

  郭教授首先揭示「人間佛教」的定義，再進一步與現代大學所必要具備有人文教化之功

能進行關聯。「人文精神」即是「人間性」。文中特別標舉「人間大學」，係有感於目前國

內外從事大學教育工作的學者，忽略了大學教育所應具有人文關懷的本質。從近年來人間佛

教辦大學的歷程來看，在辦學理念及方法、制度設計、教育內容及方案等各方面尚未達成共

識。郭教授依人間佛教之理念，將人間大學應具有的特質與內涵進行探討與歸納。總結「人

間佛教」所興辦的「人間大學」之內容，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世間學」，「人間大學」不是

「佛教大學」，但也並非是「反佛教」的大學。 

(十一) 林光明教授，〈論咒語持誦的梵音化──密教全球化的起跑點〉  

  咒語在佛教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林教授首先以過去的咒語在各個地域念誦發音的

使用情形進行分析，再由咒語於現代的使用狀況推測，未來將朝向回歸梵音化為主流的現象。

而羅馬拼音式的梵文，也將會成為密教全球化最重要的傳播工具。林教授在文中並提出：「為

各咒試訂標準梵文本」、「推廣梵文拼音的基礎教育」、「悉曇、蘭札與藏文的基礎準備工

作」及「試作梵漢大辭典」四點為標準梵語時代來臨的因應之道。 

(十二) 翁玲玲教授，〈失序的亡魂──從人類學的宗教研究談起〉  

  翁教授以位於福建省惠安縣東部的小柞鄉的女性陰魂崇拜為考察內容，探討該地區如何

處理失序的女性亡魂，及其處理方式與社會制度、文化概念之間的互動、統合關係。從小柞

婦女陰魂崇拜的宗教現象可看出，人們如何透過宗教，讓失序的亡魂重建社會關係，為她們

在社會人際中尋求定位，不僅安定亡者，也讓生者重新回歸社會生活。從中可看出，宗教發

揮了 Melford Spiro 所謂，具有生存、整合、認知等功能。近年來工商社會興起，宗教活動亦

趨功利。如何建立新的機制以維持現代宗教功能的均衡發展，以創建人生的意義與理想，實

現自我，是當今宗教界及學界需要去面對的課題。 

(十三) 姚玉霜教授，〈社會剝奪與宗教訴求──以台灣的慈濟功德會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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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對「宗教訴求」的認知，在於它反應了對現有社會結構或封建價值不公的不滿。

因此，一個新的宗教團體所提供的部分，經常被認為是宗教訴求及被改教的動機。這種研究

方法可以處理學界習慣設立場問題：視宗教興起與社會改造之間的關聯性，及闡釋由「剝奪

論」之觀點進而發展至「教派化」的理論。 

  本文針對「族群認同」及「社會背景」也是影響信徒對宗教訴求的重要因素之一，並以

參加慈濟功德會成員的社會背景進行抽樣統計與探討。從韋伯的觀點來看，社會背景類似的

人會有相似的價值觀，而加入或支持某一個符合他們價值觀或期望的團體。人們藉由宗教信

仰來確認自己的命運及掌控逆境，對於想要靠自力謀出路的人，宗教信仰無疑是安心的方法；

而姚教授所進行的研究結果正符合此種論調。 

 (十四) 宋光宇教授，〈佛教辦大學的時代意義──回顧二十世紀宗教辦學傳統、前瞻二十     

一世紀世界文化思潮〉  

  「宗教興學」是歐洲古老的傳統，百年以來已成為中國社會及教派的共同理念。然當年

西洋傳教士來中國設立學校的目地主要是傳教及科學文化的傳入；然而到了近代，中國的教

派自行創辦大學時，其目的並不是很明確。宋教授以過去各宗教在中國辦學的傳統及對社會

的影響力進行考察，認為現今科學普及，如再以過去藉由教育來傳教的方式，勢必是無法達

到宗教淑世的實質成果。因此，佛教辦大學的真正意義必需從世界思潮的洪流中去尋找答案。 

  台灣目前有一百五十多所大學，仍是停留於「傳播西方科技」的階段，如不看出世界思

潮，便無法產生對應的科系。佛教對知識的追求是靠實證經驗，闡明人類心性的重要，而這

是先秦以來讀書人及修行者所共同遵奉的信條，也是中華文化最光輝燦爛的精華。看出文化

思潮脈絡，可預期二十一世紀將是結合佛教與科學的新思潮。 

(十五) 妙覺法師，〈人間佛教的推動──以佛光山海外道場弘法為例〉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自開山三十多年來，秉持佛教人間化的理念，將佛教帶向制度化、

現代化、生活化、大眾化、統一化、藝文化、事業化、國際化、人間化、未來化，「人間佛

教」的理念成為佛光山的宗風，也建構了人間佛教的道場。妙覺法師首先以「佛光山與人間

佛教」、「佛光山的四個發展方向」進行論述，進一步推衍佛光山海外道場弘法的現今的發

展與實踐成果，並規納出「寺院學校化」、「寺院現代化」、「寺院本土化」等三點特色。 

(十六) 李亮神父，〈從當代東西方人士的觀點，簡單闡述東正教會的一些主要觀點〉  

  李神父以當代東西方人士對宗教的觀點，闡述東正教如何提供一種以人為本的精神思考

取向。擁有兩千年悠久歷史的東正教神學，在東正教的國度之外，其神學之美卻很少為人所

認識。如在西方基督教盛行的國家，天主教或新教思想一般都被認為是基督教思想；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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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地方，基督教多半是天主教及新教的混合物，東正教會的名詞是從未被提起的。李神父

將該教的基本立場，特別是與基督宗教所不同的觀點提出，並以東方的觀點來闡述東正教會。

他認為與西方文化相較之下，東正教與東方思想及佛學有相當程度的契合點。 

四、結論 

  在二○○三年的九月十六、十七日，這一場深具時代意義的「宗教與當代世界學術研討

會」，在各個不同宗教領域學者的學術交流下圓滿落幕。參與此次研討會的學者、觀察員等

咸感這次的會場得獲勝緣，在日本本栖寺舉辦，其意義有別於往昔。兩天來除了在會議過程

中分享各宗教學者在學術上的研究成果以外；走出會場，觸目盡是靈山秀水為伴，寧靜的時

空及清新的山風不時拂面而來，更是令人忘卻世間的塵勞，為此次的會議增添了不少輕鬆愉

快的氣息。 

  藉由此次的研討會議，提供我們朝向「宗教與當代的世界潮流應如何互動」、「如何提

供現代人在物質之外的精神生活」，以及「如何提昇人類的性靈生活」等的思惟方向。誠如

星雲大師所云：凡宗教發展都有階段性，傳統佛教注重老人，因為老人有錢；但青年有力，

卻很少為人所重視。金錢固然重要，但人與人之間除了感情、道義之外，更重要的是宗教超

越。也期望未來的宗教學界能夠結合理論與實踐，正視當代世界所面臨的各項問題，攜手為

人類世界創造更美好的未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