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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對中國佛教現代化
的引領示範作用
楊玉輝
西南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教授

中文摘要
中國佛教要在社會中發揮全方位的正能量作用，就必須現代化。中國佛
教現代化有四個基本的方面，即佛教文化社會功能定位現代化、佛教事業發
展現代化、佛教管理現代化、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的現代化。星雲大師人間
佛教對推動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領和示範作用，包括：第一、
對佛教文化社會功能定位認識的提高澄清作用；第二、對佛教組織管理體制
的規範完善作用；第三、對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推動提升作用；第四、對
佛教事業發展的拓展示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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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m: How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Leads By Example in
Chinese Buddhism
Yang Yuhui
Director, Southwest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Abstract
Chinese Buddhism strives to play the role of a directing compass for
positive potenti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necessity to
be moderniz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has four fundamental
aspects, namely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Buddhist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uddhism, the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m manage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Buddhist education and
fostering of talent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plays an
important and exemplary role in leading the actu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s
modernization. This includes: 1)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potential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its localization,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clarity in its actions;
2) in the area of Buddhist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izing regulations
in monasteries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actions; 3) in Buddhist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ir activities and practice; 4)
in th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undertaking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become a role model for right ac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fundamental aspect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Humanistic Buddhism, leading rol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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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最近三十年來，隨著國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中國大陸佛教事業
得到迅速的發展，不管是寺院的數量，還是教職人員的數量，和信眾的數量，
都有了顯著的增長，佛教在社會宗教事業中的重要且突出的地位，也已經確
立起來。但我們也看到，佛教的發展仍然不能滿足社會對宗教文化的需求，
佛教自身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和不足，還面臨來自基督教的嚴峻競爭。如何
完善自身，如何在競爭中健康發展壯大，這是今天中國佛教所面臨的最大問
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則是佛教的現代化問題。本文試圖探討中國佛教
為什麼需要現代化，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幾個基本方面，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在中國佛教現代化過程中的引領示範作用等三個方面的問題，希望能有助於
中國佛教走上現代的健康之路。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二、中國佛教發展必須走佛教現代化之路
中國佛教發展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仍然不能適應當今社會的要
求，在一系列的條件存在不足，甚至嚴重的不足，尤其是在佛教文化的社會
功能定位上認識不清，寺院組織管理體制落後於時代，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
體制還停留在傳統的落後狀態，信仰事業發展不夠健康，社會事業基本沒有
發展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未能適應當代社會的發展，未
能與時俱進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結果。比如：今天的中國佛教界還多半是從
狹隘的信仰角度來看待佛教發展問題，未能從當代社會分工的角度看到佛教
在道德教化、文化傳承、文化產業、慈善公益等社會文化上的多方面重要功
能；大多數佛教寺院的組織管理還停留在傳統的個人獨斷的體制上，未能借
鑑現代社會管理的先進經驗來加以提升和完善；佛教教育尤其是僧才教育，
大多還是沿襲傳統的師徒制，或封閉單一的信仰教育模式，未能建立起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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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佛教教育體制；佛教事業還主要局限在信仰的範疇，未能像基督教那
樣發展出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多種滿足社會公眾宗教文化需求的社會事
業。
要解決中國佛教所面臨的這一系列問題，最關鍵的就是要推進中國佛教
的現代化。只有中國佛教現代化了，對佛教事業的發展才能站在現代的角度，
從當代社會的宗教文化需求和功能定位上，來全面認識和規劃佛教事業的發
展，讓佛教在中國社會真正發揮全方位的正能量作用。事實上，佛教的現代
化不僅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方向，而且也是其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三、佛教現代化的幾個基本方面
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宗教文化是最具有歷史傳承性的領域，否定了宗教
文化的這種歷史傳承，也就等於否定了宗教文化。佛教文化之於中國社會也
是如此。但這並不是說佛教就只能一貫遵從傳統而不能現代化。實際上我們
說的佛教現代化，並不是要去改變佛教文化的核心價值和精神文化追求，而
主要是強調佛教在形式和內容上適應當今時代的發展變化，向人們提供能解
決現代人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精神文化服務，尤其是在事業的經營管
理上做到科學有效，在佛教文化產品和專案的提供上，能讓今天的人們樂意
接受，能夠接受。就今天中國佛教的現代化來說，作者認為以下四個方面是
最為基本的：

( 一 ) 佛教文化社會功能定位的現代化
在當今中國社會，佛教文化到底具有什麼樣的社會功能？還僅僅是滿足
信眾信仰需要的功能嗎？顯然不應只是這種功能。事實上，隨著社會的發展
和分化，佛教不僅承擔著中國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價值、道德教化和秩序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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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同時它還承擔著慈善公益、文化傳承、社會教育、社交聚會、精神充實、
生死安頓、人格養成、環境保護和養生保健等一系列的社會功能。在這一系
列的功能中，許多功能是作為中國社會健康發展和中國人健康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如果沒有佛教文化，或佛教文化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正能量，中國社會
就不再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中國人的生活也必然被異化，甚至失去
其健康的特性。可見，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就是要明確佛教在當代中國社會
文化事業中的核心地位，或核心地位之一，承擔起中國文化屹立於當代世界
文化之林的特殊角色，為中國文化事業的振興和發展肩負歷史的使命，為中
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和獨立文化品格的養成做出應有的貢獻。

( 二 ) 佛教事業發展的現代化
當代中國佛教事業發展的現代化，就是要使佛教的發展走出傳統信仰佛
教、山林佛教、個人佛教的狀態，發展成為真正全面展現信仰價值和社會文
化價值的信仰佛教、文化佛教、社區佛教、社團佛教、社會佛教。佛教事業
發展的現代化，就是要適應當今社會對佛教事業發展的要求，不僅注重發展
佛教信仰事業滿足佛教信眾的需求，還要注重發展佛教社會事業，滿足社會
大眾對佛教文化服務的需求。要改變佛教寺院僅僅作為求神拜佛場所的狀態，
使其成為真正佛教文化的教育、傳播、學習、體驗、實踐中心，成為中國社
會宗教文化服務中心，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 三 ) 佛教管理的現代化
任何社會事業要獲得成功，管理是關鍵，一種事業只有有了科學有效的
管理，它才能興旺發達。佛教事業也是如此。但在今天的中國，包括寺院在
內的大多數的佛教組織，在管理上都還處於傳統的落後狀態，這是完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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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當今社會發展要求的，也是阻礙中國佛教事業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代中國佛教管理的現代化，就是要根據當代社會管理科學化和效率化的要
求，根據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在佛教協會、寺院、佛學院等各種佛教組織
中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教產制度、人事制度、組織機構制度、決策制
度、領導制度、監督制度、財務制度等各種管理制度，尤其是要注意決策、
執行和監督三個方面制衡體制的完善。只有佛教管理現代化、科學化了，中
國佛教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良好發展。

( 四 ) 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的現代化
任何事業的發展都要由人來推動，人才是事業成功的關鍵。但當前中國
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還停留在傳統而且狹小的領域，完全不能適應當代社
會需要，更難以從教育和人才上承擔起振興中國文化的重任。當代中國佛教
教育和人才培養的現代化，就是要按照當代中國社會對佛教文化和佛教文化
事業發展的要求，運用現代教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建立起完善的佛教教育
和人才培養體系，大量培養高素質的各類佛教人才，同時借助現代技術手段，
向社會各界人士傳播和普及佛教文化，推動佛教文化事業的社會發展。

四、人間佛教對推動佛教現代化的引領示範作用
中國佛教要現代化是毫無疑問的，但如何才能現代化呢？毫無疑問，星
雲大師幾十年人間佛教的發展，其實就是中國佛教現代化的偉大實踐，而且
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為當今中國佛教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而沿著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方向和道路走下去，中國佛教的現代化也就有了希望。事
實上，星雲大師在其人間佛教的建設和實踐中，早就提出了佛教的前途在現
代化，並具體闡釋了佛教現代化的五個基本方面，即：弘法布教現代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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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資訊現代化、事業經濟現代化、組織行政現代化和會議禮儀現代化。 而在
〈人間佛教的藍圖〉一文中，星雲大師更是從倫理觀 ( 居家之道 )、道德觀 ( 修
養之道 )、生活觀 ( 資用之道 )、感情觀 ( 情愛之道 )、社會觀 ( 群我之道 )、
忠孝觀 ( 立身之道 )、財富觀 ( 理財之道 )、福壽觀 ( 擁有之道 )、保健觀 ( 醫
療之道 )、慈悲觀 ( 結緣之道 )、因果觀 ( 緣起之道 )、宗教觀 ( 信仰之道 )、
生命觀 ( 生死之道 )、知識觀 ( 進修之道 )、育樂觀 ( 正命之道 )、喪慶觀 ( 正
見之道 )、自然觀 ( 環保之道 )、政治觀 ( 參政之道 )、國際觀 ( 包容之道 )、
2

未來觀 ( 發展之道 ) 二十個方面，詳細闡述了人間佛教現代化的具體內容。

正是星雲大師幾十年致力於佛教現代化的人間佛教，才有了人間佛教今天輝
煌的成就。
事實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佛教現代化的成功範本，
借鑑其成功的經驗，沿著其道路前進，中國佛教就有望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毫無疑問，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對推動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引領和
示範作用，這種作用在以下的四個方面都有所體現。

( 一 ) 對佛教文化社會功能定位認識的提高澄清作用
佛教在當今中國社會到底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角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對此，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事業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1967 年星雲大師創
建佛光山，以弘揚「人間佛教」為宗風，樹立「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
3

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的宗旨，致力推動佛教教育、
〈 佛教的前途在哪裡 〉，《 人間佛教論文集 ( 下冊 ) 》，台北：香海文化，
1. 星雲大師：
年，頁
2008
731-738。
〈 人間佛教的藍圖 ( 上、下 ) 〉，《 人間佛教論文集 ( 下冊 ) 》，台北：香
2. 星雲大師：
海文化，2008 年，頁 321-460。
《 人間佛教論文集 ( 上冊 ) 》，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頁 29。
3. 星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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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慈善、弘法事業，並融古匯今，建章立制，將佛教推向現代化歷程。
先後在世界各地創建二百餘所道場，並創辦十餘所美術館和博物館、二十餘
所圖書館、數家出版社、十餘所書局、五十餘所中華學校、十六所佛教叢林
學院。根據佛光山的宗旨，星雲大師明確指出，佛光山人間佛教的社會功能
定位，就是在社會中弘揚佛教文化、教育培養人才、推動慈善公益、道德教
化人心。這一宗旨顯示佛光山佛教事業基於佛教信仰，而又超越佛教信仰的
多方面社會文化功能定位。
人間佛教的這一社會功能定位，正是當代中國佛教應該確立的新的社會
文化功能定位。從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實踐可以看出，佛光山已經不僅僅是信
仰事業，更是文化事業；不僅僅是滿足佛教徒的需要，更是滿足社會大眾的
文化需要。今天的佛光山也不僅僅是台灣的一個佛教道場，更是台灣的文化
象徵和台灣社會的文化體現，其對台灣乃至對整個中華文化圈都具有重要的
文化價值和意義。這對中國大陸佛教走出寺院信仰佛教，走向社會文化佛教
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 二 ) 對佛教組織管理體制的規範完善作用
當今中國的大多數佛教組織，在管理上都還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
佛教管理的現代化，就是要改變這種局面，按照科學有效的管理方式來進行
經營管理。在這一點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進行了許多有益而成功的探索，
值得中國大陸佛教組織在管理上加以借鑑和推廣。比如：1、建立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和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將世界各地的各種佛光山佛教事業實行統一
管理、指導和運作，這就有利於佛光山文化品牌的確立和資源的整合，也有
利於佛教事業整體的發展和管理運作。中國佛教當前的寺院各自為政的發展
模式必須改變，需要借鑑佛光山模式，建立一個能有效整合資源，統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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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進的體制和機制。2、在佛光山寺廟和其他組織中，建立完善的管理體
制和管理制度，包括人事、財務、決策、組織、領導、監督等制度，以保證
事業的正常有序運作。總之，佛光山是個注重制度的教團，舉凡人事獎懲、
升等調職、財務會計、出家受戒、道場建築，乃至僧團清規及僧眾進修、福
利辦法，皆訂有周密的制度。包括重要執事在內的退休，和正常更替制度在
內的各種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正是今天中國佛教各種組織所急需建立的。

( 三 ) 對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的推動提升作用
佛教事業要發展壯大，人才是關鍵，星雲大師在其人間佛教事業創立和
發展過程中，始終將教育和人才培養放在首位。星雲大師從最初的文理補習
班、幼稚園、佛教文化服務處，到 1967 年創建佛光山，致力推動佛教教育、
文化事業，不僅在世界各地創建二百餘所具有學校教育功能的道場，並創辦
上百所的大中小學、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叢林學院，其目的和
宗旨都是人才培養和佛教教育。正是星雲大師對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重視，
及努力推動建立具有現代水準的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體系，才有了今天佛光
山輝煌的佛教事業。
反觀今天中國大陸的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而且至今還是一種傳統的封閉的信仰教育模式，其人才培養不僅數量少，而
且綜合素質也不高，更沒有多樣化的高素質佛教事業專業人才的系統培養。
可以說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的落後，已經成為阻礙中國佛教事業發展的最重
要因素。要使今天的中國佛教得到良好的發展，就必須在佛教教育和人才培
養上，借鑑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做法，不僅將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放在第一
位，同時還必須使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按照現代教育和
人才培養的規律和要求，建立符合現代教育科學的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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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提升和改進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體制，大規模推進佛教人才培養，以
為佛教事業的發展提供人才支援。

( 四 ) 對佛教事業發展的拓展示範作用
佛教要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顯然不僅僅是滿足信眾的信仰生活需要，
還必須展示其多方面的文化功能。在這一點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進行了十
分有益的探索。至今，佛光山佛教事業已經遍布世界各地，建立了 200 餘所
道場，為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提供佛教信仰服務；同時，還建立了一系列包
括文化傳播、教育學術、慈善公益、養老保健、喪葬祭祀等各種社會服務事
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不僅強調為信眾提供純正的信仰服務，而且致力於造
福社會的多方面文化服務事業的推動，全面展示佛教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功能，
使佛教從全方位的事業發展上，由傳統走上了現代之路。
在這一點上，中國佛教的大多數組織還停留在傳統信仰事業的狹小空
間，甚至不少寺院在信仰服務的提供上還摻雜商業化、功利化因素，嚴重影
響佛教的健康發展。至於文化教育、慈善公益等社會事業，中國大陸的絕大
多數佛教寺院基本上沒有開展，這就嚴重影響了佛教的當代發展和社會認同。
其實，當代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順應宗教社會功能全面展示
的現代趨勢，大力發展佛教社會事業，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則為大陸佛教各
項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榜樣。未來大陸佛教組織應該借鑑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
經驗，在發展信仰事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文化教育、慈善公益、衛生保健、
養生養老、喪葬祭祀等各種社會事業，為社會大眾提供多方面的文化服務，
以提升佛教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