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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星雲大師曾說：「佛教在世間流傳數千年，尤其在東傳中國兩千多年來，

歷經數次教難，每次都能化危機為轉機。現在佛教的弘傳雖然十分興隆，但

內在卻潛藏著危機。」星雲大師說明了佛教危機在佛教內部的存在，並反映

了他對佛教危機的關切，以及對佛教未來發展的期盼。2017 年 2 月，我與幾

位研究生和年輕老師前往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佛光山別分院，針對人間佛教

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在文中將從歷史脈絡，以及人間佛教在澳洲的實踐，分

析人間佛教在澳洲發展的危機、轉機及轉機的實踐。

關鍵字：人間佛教　澳洲佛教　紐西蘭佛教

危機與轉機—
以澳洲人間佛教為主要觀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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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and Turning Points: 
Humanistic Buddhism in Australia as a Main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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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once said, “Buddhism has sprea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world and in particular it spread Eastward to China fo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at time, Buddhism underwent several religious 
persecutions. Each time Buddhism was able to turn the crisis around. Although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nowadays is prosperous, there is still a hidden 
crisi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pointed out that the crisis of Buddhism exists 
within Buddhism, and it reflects his concerns as well as his hop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February 2017, the author, together with a few 
researchers and young teachers, traveled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o visit 
the branch temples of Fo Guang Shan. The purpose was to conduct a preliminary 
inspection on Humanistic Buddhis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practic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Australia,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Australia, its turning points, and actualization of those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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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星雲大師在〈危機意識〉中說：「人在世間生活，儘管前途一帆風順，

春風得意，到處逢緣，樣樣亨通；但是不管你再怎麼稱心如意，都不能沒有

『危機意識』。」「其實，不管是人或各種動物，生存在天地之間，隨時都

有不可預知的危機出現；天災人禍，生老病死，時時都在威脅著我們，所以

要生存，就必須要有危機意識，尤其要有處理危機的能力，才能安然的生存

在宇宙之間。」1 星雲大師在〈佛教的危機〉中也說：「無論國家也好，團體

也好，難免有『危機』；『危機』也可以成為『轉機』，所以，不管危機或

是轉機，都是機會。但是你有看到危機，才有轉機。你看不到危機，就不知

道轉機。」「佛教在世間流傳數千年，尤其在東傳中國兩千多年來，歷經數

次教難，每次都能化危機為轉機。現在佛教的弘傳雖然十分興隆，但內在卻

潛藏著危機。」2 大師在本文從教主、教義、僧團、組織、革新、團結等六個

方面，說明了佛教危機在佛教內部的存在。大師的觀點反映了他老人家對佛

教危機的關切，以及對佛教未來發展的期盼。

程恭讓教授在〈當代中國佛教文化的四大危機及其轉型發展的方向〉一

文中也是從佛教內部進行觀察，提出中國佛教的四大危機：第一是過度商業

化的危機；第二是心靈雞湯化的危機；第三是神祕主義因素依然嚴重的危機；

第四是原教旨主義傾向正在孕育、發展的危機。這一觀點很犀利，擊中要害，

發人深省。還有一些高僧大德以及學術界同仁對此問題也頗為關注，並發表

了很多高見，都使筆者深受教益。2017 年 2 月，我與幾位研究生和年輕老師

對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人間佛教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形成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 星雲大師：〈危機意識〉，《迷悟之間 9．高處不勝寒》，台北：香海文化，2009
年，頁 178-180。 

2. 星雲大師：〈佛教的危機〉，《人間萬事 12．悟者的心境》，台北：香海文化，
2009年 3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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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拿出來請專家學者和高僧大德們批評指正。3

二、危機

印度佛教在西元七世紀之後逐漸衰落，十三世紀初徹底被摧毀。中國佛

教從兩宋之後逐漸衰落，十九世紀之後開始面臨嚴重的危機。儘管從二十世

紀開始興起人間佛教的潮流，試圖改革佛教，對接社會，實現復興，但在上

個世紀的中國一直未能取得重大突破。近現代以來，佛教開始在西方世界傳

播，尤其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經過佛光山多年的努力，相繼在世界各地

建立起 300 座道場，取得可喜的成績。但總體上看，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佛

教在西方國家的傳播可謂困難重重，非願力強大並智勇雙全者難以立足。從

大洋洲的情況來看，人間佛教在這裡也面臨著很多危機，值得引起我們的關

注。

（一）受佛教傳統形象不佳之牽連，以及西方文化近代以來走向強勢所

形成的偏見，澳洲人間佛教尚未擺脫全球化時代與西方主流文化之間存在的

隔閡。近代以來，西方興起以科學理性、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為核心的文化

潮流，並隨著西方經濟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對外擴展，文化軟實力也急劇

增強，並迅速向世界各地傳播，成為全球文化的主流。這種文化與儒佛道等

東方宗教均存在很大的隔閡，與此同時，西方宗教也開始突破歐洲的範圍，

向全球強勁滲透，其一神信仰的排他性、聖經至上的單一權威性、人神二元

對立的思惟模式以及禁止偶像崇拜的特性等，也都對佛教形成天然的排斥。

3. 本次考察從 2017年 1月 27日開始至 2月 27日結束。考察組一行 5人，先後在澳
大利亞的雪梨、臥龍崗、墨爾本、西澳、布里斯本、紐西蘭的北島和南島等地與
當地人間佛教團體和寺院、講堂、藝術館等進行採訪與參觀，廣泛聽取各界人士
的聲音。在此期間，筆者於 2月 12日在澳大利亞布里斯本佛光山中天寺做了一次
演講，題目是「危機與轉機—以澳大利亞人間佛教為觀察對象」，本文即那次
講演的主要內容。



274 2017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與此同時，傳統佛教的負面公眾形象一直揮之不去：偶像崇拜，迷信愚昧，

閉塞落後以及苦空無常的偏激化渲染和消極避世的行為，塑造了一種消極落

後的形象，隨著社會的轉型和文化的新潮，佛教對世人的吸引力日益下降。

自身積弊與西方偏見同時存在，使佛教面臨嚴重危機。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

的情況來看，西方人對佛教的理解還嚴重缺失，儘管偏見正在減少，但從總

體上看，西方文化與佛教之間的隔閡並未消除。

（二）澳洲人間佛教的社會基礎將在很長時間內依然處於非常薄弱的態

勢，優勝劣汰的自信難以實現，弱肉強食的危機感必然存在。佛教社會基礎

的第一要素就是信眾。佛教進入西方之後，必然面臨開拓信眾市場的任務。

西方人的傳統宗教與佛教存在巨大隔閡，這種隔閡短期內難以全面消解，所

以，佛教在澳洲的傳播，至少在目前來看還依然是以華人全體為主。而具有

佛教文化背景、天然流淌中華文化血液的華人在澳大利亞占據人口的少數。4

在有限的華人當中，又因為無神論、基督教、新興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

選擇而壓縮了佛教的信仰市場。進一步來說，在信仰佛教的華人之中，其他

佛教派系又奪得一定的信眾比例，所以，澳洲人間佛教的社會基礎相當薄

弱。總體上看，基督教在澳洲依然占據著主體地位，這也使得佛教成為文

化的弱勢群體，在強勢與弱勢之間形成多重障礙，如需求的不足、文化的偏

見、機緣的缺乏、理解的障礙等，限制了佛教文化在主流社會廣泛而深入的

傳播。

（三）尚未轉型的傳統佛教以及新興佛教都與人間佛教形成競爭關係，

佛教內部共識尚未形成，力量相當分散，消減了人間佛教的影響力。傳統與

4. 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澳大利亞華人人口數量為 86萬 6千 2百人，占總人口的比
重為 4.3%。見潘翎編著：《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頁 
276 。現約 100萬，占總人口的 4%（採訪時獲得的資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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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依然是決定佛教當代命運與未來走向的主要

矛盾。人間佛教從傳統佛教的沉重拖累與籠罩中勇敢走出自己的現代步伐，

並形成日益壯大的潮流，但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其他大乘佛教流行地區，傳

統的勢力依然十分濃厚，加之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等多重因素的交集，

特別是經濟領域的商業化傾向等，引起人們對人間佛教的諸多疑惑，同時有

關人間佛教修行、人間佛教神聖性、人間佛教的宗教本位等問題的議論，也

體現了這種大乘顯教內的分散之力的存在。形體上看，今天的大乘顯教內部

沒有形成凝聚性力量，一些佛教派系或佛教團體與人間佛教之間呼應不足，

競爭有餘，在某些新興佛教派系中還存在對人間佛教的排斥，甚至攻訐的情

況，對人間佛教的傳播形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從澳洲的情況來看，與人間佛

教形成佛教文化內部競爭的主要有：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淨土宗、新興佛

教等。總之，無論是漢傳佛教內部的傳統與現代之爭，還是整個佛教文化範

圍內的諸多派系之爭，人間佛教在澳洲只能是作為弱勢宗教的佛教內部的一

個派系而存在，這樣一來，其影響力就受到嚴重的限制。

（四）澳洲文化相對成熟，人性需求的文化供給體系比較完善，為人間

佛教提供的社會需求空間很小。人活在世，總是需要追求很多東西。人的需

求說到底是一種人性的需求，而人性是具有相對的完整性和內在的體系性的。

人性需求靠文明來供給，總體上看，物質文明供給人的自然性需求，制度文

明支撐人的社會性需求，精神文明提供人的精神性需求。供給人的靈性需求

的宗教文明，通過對人的靈性的認可，闡釋、挖掘、呵護、激發，來建構一

套神聖的精神文明，並在靈性慰藉的同時，給人的精神性需求以深刻而持久

的滿足。任何地區、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的人，其人性需求的文化供給必須

趨向平衡狀態。如果人性需求被忽視或供給不足，文化的穩定狀態就很難獲

得，或者即使獲得也很難持久。這樣的話，人的需求還會推動對文明的渴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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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上看，澳洲的文化供給情況是比較完整而有序的，儘管西方文化的內

部也存在很多缺失，但人性需求和文明供給的總體格局相對完整而穩定。

不像中國大陸，經濟、政治、文化三者之間尚未達到平衡狀態，尤其是精

神性文化嚴重短缺，宗教信仰市場巨大。與此相反，澳洲社會的宗教需求

相對比較弱。在有限的市場需求中推銷我們的信仰產品，比在華人社會更

加困難。

（五）弘法人才的缺乏。澳大利亞是以西方人為主的英語國家，而人間

佛教屬於大乘顯教，是中華文化背景下傳承下來的一種宗教文化，在世界佛

教三大體系中屬於漢語系佛教。在進入澳大利亞這樣的西方社會時，必須借

助弘法人才這一仲介才可能實現。而弘法人才必須具備語言、佛理、修證、

發心、澳洲文化等方面的條件，這是一個要求很高的條件，增加了人才供給

的難度。 

（六）佛教文化虛弱的母體至今沒有恢復歷史上最強健的軀體狀態。中

國佛教從魏晉時代的崛起，到隋唐時代的鼎盛，直到鴉片戰爭之前，一直是

主流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消退，

五四運動時經受激烈批判，此後國共兩黨一致排斥，儘管輕重不同，但在「革

命」的年代，佛教總體上是受到擠壓的。大陸建國後的批判和文革的毀滅，

給佛教帶來致命的打擊，由此形成中華文化的百年低谷。改革開放以來，儘

管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復，佛教會迅速的發展，但重新站立起來的佛教，當

進入這個現代社會時，發現文化的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革。由於儒家的殘破

與道家的衰落，原有三教平衡體系瓦解，三家互補互應、競爭發展的良性格

局基本消失，佛教至今尚未建構起新的互補相助的文化關係架構。同時，沒

有傳統文化肥沃土壤滋潤的佛教處於孤立應戰的境地，尤其是在大陸，這種

情況更加嚴重，佛教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對澳洲來說，人間佛教源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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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顯教，而大乘顯教脫胎於中華文化的母體。母體虛弱，呵護、助推、感召、

引領之力便會缺乏。

（七）人間佛教的神聖性與傳統佛教的神聖性在結構、內涵、價值等方

面存在一定區別，這種區別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目前並未得到廣泛的共識，而

沒有廣泛共識就意味著還有很多人對人間佛教的神聖性懷有疑慮，這就必然

會對人間佛教的形象產生負面的影響。

三、轉機

正如星雲大師所言，佛教東傳中國兩千多年來，儘管多次危機，但每次

都能化危機為轉機。這是佛教生命力的體現。澳洲的人間佛教來自台灣佛光

山，並與中國大陸的大乘佛教一脈相承。相信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引

領下，一定能夠勇敢面對現實存在的問題，化危機為轉機。總體上看澳洲人

間佛教的機遇體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一）冷戰結束後，在去意識形態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復興勢不可擋。

而佛教經過二千多年的傳播與演變，已經徹底實現了中國化進程，成為中華

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以當然成為這個時代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象徵

之一，並將獲得自近代以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海外華人在民族文化標識

方面具有選擇佛教的天然趨勢，可善加保護。

（二）迎接全球化的挑戰，首先就是要應對文化的一元化，保持人類

文化的多元性，這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觀念。澳洲在文化多元方面更

加典型，在這個方面，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佛

教，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佛教也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具有跨地域跨民

族文明交往的成功經驗，具有三教會通的歷史結晶，具有在當代開展對話

的積極姿態，具有與其他文化圓融會通的巨大潛力，必將成為人類文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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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主角之一。 

（三）佛教不但與西方主流價值觀不相衝突，而且可為人類貢獻豐富的

普世價值觀。佛教文化與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普世價值之間不但沒有衝

突，而且具有獨特的理論支撐與實踐借鑑，在與國際潮流接軌的過程中，在社

會文明進步的過程中，佛教文化不但不會遭到淘汰，而且會如魚得水。東方文

化中的儒釋道三家都包含著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理念，但總體上看，儒家的核

心理念與落後的政治體制有太多的關聯，現代適應性差。道教核心學說的現代

價值也極強，但相對來說比較單薄。佛教理論具有更強的普世性，緣起、因

果、慈悲、智慧、清淨、平等、中道、和合、圓融等理念不但是古代的精神

財富，也是今天乃至未來的，不但是中國的，也可以是世界其他民族的。

（四）西方文化的缺陷日益明顯，後現代思潮持續流行，為人間佛教提

供了歷史的機遇。後現代思潮重新反思理性，反思科學，反思現代生活秩序，

在這一過程中，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的價值將日益彰顯，佛教的智

慧與後現代思潮可以形成共鳴，從而使佛教在國際文化潮流方面獲得難得的

發展機遇。與此同時，澳洲基督教信仰者的人數在下降，新的無宗教群體的

增加也為佛教信徒的增加提供了可能。

（五）人間佛教正在實現中國佛教歷史的第三期轉型。星雲大師在繼承

佛陀本懷的前提下，面對佛教傳統與現代社會潮流之間的隔閡，迎接全球化

時代空前激烈的文化挑戰，主動進行自我調整與轉型，呈現出理性化、生活

化、陽光化、通俗化的趨向，為佛教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

實踐導引，必將感召佛教的持續轉型，迎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

（六）澳洲人間佛教傳播與發展的物質基礎良好。與人間佛教發展相關

的國家或地區，如中國大陸、台灣、澳大利亞等，經濟發達，物質豐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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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佛教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

（七）澳洲國家治理的清正廉潔、宗教政策的多元自由、文化政策的開

放並尊、移民政策的嚴謹包容，使澳洲成為一個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

多元的移民國家，為人間佛教在這裡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和廣闊的

生存空間。

（八）經過星雲大師的不懈努力，眾弟子的多年奮鬥，澳洲人間佛教業

已經初具規模，在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伯斯等四大城市建立 12 個道場，

尤其是南天寺雄踞臥龍崗，形成獨具特色的吸引力，不但具備了文化傳播的

物質載體，而且在社會空間拓展、人脈建設、形象樹立、人才儲備等方面具

有一定的基礎，為進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九）華人移民，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移民數量不斷增加，帶來潛在的佛

教信仰市場。總體上看，這些人多數可能有以下三大特點：第一多為菁英，

體現在高文憑、多資產等方面；第二無信仰，儘管也有很多已經選擇了信仰；

第三天然具備中華文化的浸潤。其中已經選擇佛教信仰者，基本可以直接進

入人間佛教；其中沒有信仰者，也比較容易進入。選擇了基督教等其他信仰

的，也還有改信佛教的機會。

（十）中國經濟迅速騰飛，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有望

在短時間內成為第一大經濟實體。政治與外交領域的形象也在不斷改善，

中國的國際形象比以往有所提升，特別是與澳大利亞的關係基本保持良好

態勢，澳大利亞也日益重視與中國的關係，目前除了經貿領域的交往外，

文化領域也不斷擴大交流，中文已經成為澳洲第一大外語，在中小學生中

有比較普遍的推廣。所有這些都有利於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之一的佛教在西

方人群中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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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機的實現

機遇是時代的饋贈，也有賴於自身的努力。人間佛教在澳洲轉機的實現

必須藉助各種途徑的努力進取和智慧應對。結合採訪中一些有識之士的看法，

並借鑑中國大陸的經驗，提出以下不成熟的建議：

（一）大力推動漢傳佛教第三期轉型的歷史進程，實現漢傳佛教與現代

社會的全面接軌，全方位突破傳統佛教的弊端，迎接人間佛教發展新時代的

到來，並在全球化傳播過程中不斷擴展社會影響力。

（二）使用當機對境的方式，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闡釋佛教的智慧，

在主流社會中推廣客觀公正的佛教觀，扭轉社會偏見，提升社會理解力與接

受能力，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不斷擴大佛教的生存空間。

（三）針對佛教文化性強這一特點，充分挖掘、整理並重視佛教的文化

資源，在保證為信眾提供信仰功能的前提下，大力弘揚其哲學、美學、文學、

藝術等文化功能。如果說基督教靠神開路，那麼佛教的傳播就得靠文化開路，

這是由這兩種宗教的本質特性所決定的。

（四）繼續推動和擴展佛教弘法方式的現代轉型，迎接基督教和新興宗

教的挑戰，在提升自身素質和弘法效果方面實現突破。應該充分借鑑基督教、

新興宗教乃至藏傳佛教的經驗，在保持個性特色與優勢的前提下，實現弘法

效果的全面突破。

（五）提倡企業家將經濟力量轉化為文化力量，在致富智慧的基礎上增

加領受傳統文化的智慧，我們相信，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會把對財富的享受

轉變為對智慧的享受，將對生物性生命的關注轉化為對精神性生命乃至靈性

生命的關注。有企業家的理解和支持，佛教會獲得更好的發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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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術界應該適時地走出書齋，學以致用，貢獻智慧，服務社會，

為佛教文化的整理、研究、弘揚貢獻自己的智慧。佛教學術領域很多學者開

始關注佛教文化相關的現實問題，但還有所不足，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針對澳洲人間佛教的具體情況來講，是否可以在以下這些方面再做努力：

1. 大量增加英文佛學講座，英文法會共修。重要的英文講座可以多地同時直

播或組織觀看錄影。2. 對於青年團成員，增加佛法學習和實踐的內容。佛光

會與青年團的互動交流應該增加，解決青年團人員流失問題。3. 增強多元文

化活動，擴大宣傳範圍，可以深入社區宣傳，更加主動積極地投入自身文化

的展示與實踐。4. 針對信眾的需要，在佛教教理和實踐上為中西方信徒提供

更加專業的平台和機會。5. 加大對新華人移民中的中年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度，中天寺專門設立觀音分會可以借鑑。6. 通過各種辦法吸引新華人移民中

的年輕人，大膽設置一些能夠與他們的性格更加適應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