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佛教與台灣社會論壇（二）

緣起、護生、中道
──出世與入世之間的平衡槓桿
釋昭慧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一、引言：《佛教與社會》一書之啟發
很榮幸能夠先睹為快──《佛教與社會》的
出版，記得在《香光莊嚴》曾經刊載過一部分。
我長期是《香光莊嚴》的讀者之一，蠻佩服香光
尼僧團，默默地做了許多文化工作，包括對於南
傳佛教許多高僧大德的著作，他們盡心翻譯，讓
台灣的讀者能夠分享南傳佛教的智慧。
但這本書是很特殊的，和那些南傳佛教的譯
作又不一樣。那些南傳佛教的譯作，很明顯的，
其內容就是佛法，而且是精純的佛法，是上座部
佛教所認可的精純佛法，直接給我們肯定的答案
──什麼是正法，什麼不是正法。著作與譯作的
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依循正法而獲得清涼自在與
解脫。但是這本書則不然，它受到人類學寫作的
基本倫理規範影響，再加上作者悲天憫人的個
性，因此對於緬甸佛教現象只做質性的陳述，儘
量不去做價值判斷；即使是價值判斷，他也是以
描述性的方式，陳訴出大傳統中佛教社會的變
遷。以倫理學而言，它屬於人類學進路的「描述

倫理學」，而不是哲學論述。
人類學者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可
以說是一種進步，因為它不再動輒以一種西方文
化優越的價值觀，以批判的眼光、藐視的態度來
看待其他社會文化、風土民情。話說回來，我能
夠體會主席自鼐法師所提到的：諸位師父「內心
的掙扎」。當作者只做描述，而不做價值判斷的
時候，作為一個弘法者的角色，在翻譯這本書時，
難免會遲疑：它帶給讀者──特別是還未必見得
能夠揀擇正法的讀者──的，會不會是反倒知見
上的誤導？然而人類學「文化相對主義」原則下
的寫作，必然會呈現這種現象。在台灣，以人類
學方式來作佛教社會分析的論文並不多。看到這
本書，我個人頗受啟發，它寫的面向非常廣闊，
而且筆法非常細緻，作者不但是一位傑出的人類
學家，而且多少也用到了社會學及心理學的相關
知識。
剛才我簡單地翻閱了一下會議資料，發現上
午在這方面發表意見的專家非常多，所以我想，
應該要把時間放在「價值判斷」的部分。我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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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本書所陳述的緬甸某一個村落裡的佛教社

案，也可能永無交集而持續爭論。

會，來做價值判斷，而是藉此反觀台灣的佛教社

在中國佛教乃至當今台灣佛教，也有一種面

會，這比較符合「佛教與台灣社會」論壇的主旨。

對俗世的路線之爭，簡而言之，即是「出世與入
世之爭」。它和西方的「神聖與世俗之爭」，比

二、出世與入世之爭

較沒有直接關係，因為神聖與世俗，僅是教學上

誠如本書所說，從涅槃佛教到業力佛教，是

的層次之分（二諦），「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從出世進入到世間的佛教形態。西方的宗教社會

覺」，佛陀說他「不與世間諍」，而在與世人共

始終有宗教的神聖性被世俗化的困擾和警訊。因

通的經驗層次，與世間做良性溝通。

此，基督宗教的有心人士，特別是倫理學家，可

「出世與入世之爭」的重點，在於修道者的

說是在力挽狂瀾，希望能夠對教徒的倫理價值

人生態度，到底是應該以解脫、涅槃為唯一要務，

觀，樹立以聖經或神學為主導的看法；對於教外

還是應廣行濟世度生的誓願？這就出現了兩種不

人士，也希望能透過「建立上帝國」的理想，將

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利他會形成自利的妨

教義的理想乃至條規，轉化為世俗法律，甚至進

礙。如果沒有出世，根本談不上解脫；沒有解脫，

入教育體系裡影響世道人心。

就會以煩惱與眾生相應。因此，所有他自認為的

這當然難免會引起神聖與世俗的緊張關係，

悲願大行，實則是在煩惱堆中與眾生捲成深重的

特別是在法律與教育的層面，任何教義的置入，

共業。另外一種意見認為：利己解脫與利他度眾

對非教徒而言，都是非常敏感的「侵入」。例如：

是並行不悖的。聲聞解脫道的修持可以作為基

在世俗的學校中，到底是要傳授達爾文主義的進

礎，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人們還是可以發菩提

化論，還是要講解聖經的創造論，這兩者在學校

心，轉化出大乘行。乃至亦有不經解脫道而「直

裡可以共存嗎？還是必須擇其一而教學？這已經

入大乘」的凡夫菩薩。

是時常引起宗教與科學間緊張對立的話題。

近些年來，由於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發揚

進入法律體系裡，更是時常出現彼此各說各

光大，於是「人菩薩行」的可能性面對著非常尖銳

話的法律拉鋸戰。例如最近在台灣，贊同墮胎合

的質疑，個人曾經寫過一本書（《世紀新聲》）來

法化與反墮胎合法化兩個陣營的人，分別以針鋒

回應這個議題，駁斥那些自認為「只能夠出世，或

相對的論述，與各自在政界的人脈，意圖影響優

只有先出世、解脫、自修、自了，才有資格談入世

生保健法──現在改稱為「母子保健法」──中

利他」的觀念。但是回應與駁斥，頂多只是在理論

有關的人工流產的條款。

上讓對方無話可說；可是在感情上，有時會牽涉到

西方宗教面對世俗化的現象，做過反省與努

微妙的宗派立場、面子問題、師承感情，最重要是，

力，我們看到了它維護世道人心的影響力，但也

這已面對著最深鉅的「我愛」──倘若沒有大悲心

看到它與某些世俗價值觀的對立緊繃，它可能與

與般若慧，有多少人能甘心於「不顧自利而行利他」

世俗社會互相協調，研商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方

的生活呢？所以，並不是能夠成功地反駁謬論，或
成功地建構理論，就表示入世與出世之爭可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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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形。相對而言，檯面上辯論不下去以後，檯面

修道主義，產生不信任與嘲弄的態度。只是西方

下一些不愉快的聲音、一些中傷的耳語，也會陸續

宗教在入世與出世兩者之間，有著很好的平衡槓

出現。但是個人也體會到，許多隱遁派所提出來的

桿；他們透過各種性質不同的修會，來滿足各種

質疑，並非全屬無的放矢。例如：如何讓入世佛教

不同的人性需求。有些修會是遁世、隱修性質的，

的參與者、從事者、倡導者，不會滑入媚俗、戀世

有些修會是從事慈善、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修

之途？證諸許多號稱「人間佛教」的爭議行為，這

會有不同的特色，可是整體而言，天主教的修會，

確乎是一個很嚴苛的挑戰。

給人的觀感是很舒服的。入世性質的修會，關懷

佛教與社會的互動，在這本書裡透露了一個

社會，接納社會，力圖改造社會；隱修者同樣是

訊息：有些人性的法則是不能違背的。人性的法

蒙福的，因為隱修者在為這些入世衝鋒陷陣的基

則有時會拖著教義來屈從我們，為自己的慣性思

督尖兵而全心代禱，是他們的靈性守護者。他們

考與慣性行為，做出合理化的詮釋。然而慣性思

之間的異質性高，但並不互相攻訐，反倒互助合

考與慣性行為的本身就很複雜，因為人性不見得

作，產生了很好的互動模式。

那麼單一化。例如：到底人性是純粹自利的，還

反觀佛教，到現在還為出世與入世而作路線

是亦有利他的成分？事實上兩者都可以成立。所

之爭，實在是太沒有「適應緣起世間，佛教應多

以，即使是出於人性的需求，也會很自然的發展

元開展」的智慧了！當基督宗教非常積極地啟動

成入世佛教與出世佛教的兩條路線。

著它對人間關懷的機制之時，其實也同步在擴張

如果從一個總體的立場來看待佛教，我倒覺

它的宗教版圖。當它能夠滿足人性的物質需要

得兩種路線亦可滿足兩種不同的人性需要，乃至

時，會讓人在精神層面同感愉悅。要不是因為它

市場需求。所以，個人並不認為，要提倡單一的

時而出現的擴張意圖與霸權心態，讓被殖民國家

入世佛教。我覺得一個提倡入世佛教、人間佛教、

反感與防衛，它蔓延與成長的速度可能還會更快。

人菩薩行的教團、僧團或個人，如果竟然不能容

反之，佛教這種入世關懷、參與社會的實踐，

忍聲聞根性的人邁向解脫道的想法，一定要給予

可以說起步未久，在台灣大概是近三十年間的事。

對方嚴苛的指責，這也不是「恒順眾生」的菩薩

光看台灣到底有幾個基督宗教大學，有幾個佛教大

襟懷。只是從整體社會來看，如果這樣「獨善其

學，一比較就知道彼此著力於社會的懸殊性。而且

身」的人過多，社會還有沒有雅量容許這種宗教

在台灣，有 35%的佛教徒，卻僅有不到 4%的基督

的存在？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當社會的經濟環

教徒，也就是說，我們的人數幾乎是他們的十倍，

境還算良好的時候，可能還養得起一群他們認為

可是我們所呈現入世關懷的成績卻是不成比例的。

「無所事事」的人，隨他做些什麼，他們可以不

姑且不論個人菩提願的滿足，佛道的成就，就

聞不問；可是一旦經濟力萎縮，社會群眾往往會

以整體佛教來看，要在社會上站得起來，要在社會

把不滿的情緒，發洩在那些遁世的宗教人身上。

上有尊嚴地受到認同，即此而言，入世佛教實已有

這不只是在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西方基督

其無可取代的地位。我以此而譴責那些攻擊入世佛

宗教社會的成長背景，也有類似的現象──對於

教的隱遁派，我認為他們是在入世佛教的保護傘底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44 期 95 年 12 月

45

專題論述

下，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且受到了社會的照顧與

由此而起惑、造業、受報。我愛於是變成了雙面

尊敬，卻反倒過河拆橋，從來沒有思考：一旦這個

利刃，一方面傷己──因而產生了煩惱、業和種

保護傘撤掉以後，他們將受到社會何等歧視與排斥

種的果報；另一方面也傷人──由於煩惱、業的

的待遇？也許又會回到明清佛教衰微時代，承受著

緣故，為了擴充自己的利益，滿足自己的需求，

鄙夷的眼光，卑微的社會地位。

往往不惜傷害他者。
而我說它是雙面利刃，是因為我愛不祇能傷

三、佛教與社會互動之原理：緣起、護生、

己、傷人，也能利己、利人。從緣起法來看，眾

中道

生有強烈的無明與我愛，確實非常關切自己的處

如何進行社會關懷？出世與入世的平衡槓

境，也非常重視自己所期盼獲得的美好待遇，因

桿，不能只是力道的分配而已，不應只是教運成

此也可培養出對自己的正面態度，例如：自尊、

長、僧侶地位的考量而已，那未免還太功利考量

自重；除了擷取物資以外，也期望能獲得社會的

了。應該還是要出於符合法義的倫理反思。我曾經

接納、他人的尊重，這是一種正常發展的人性期

寫過兩本書，一本是《佛教倫理學》，一本是《佛

待。因此我愛也有正面的建樹。另外一方面，我

教規範倫理學》。我從佛法的歸納中，提出了一個

愛也可以導引出護生之心。就因為人深愛自己，

佛教與社會互動的原理，是為緣起、護生、中道。

知道自己趨生畏死，趨樂避苦的意向，因此他也

佛教的社會關懷，當然是本諸「緣起」的基

有能力將心比心，去設想其他有情的共同意向與

本原理，你總不能說：「因為上帝愛世人，所以

需要。佛教稱此為「自通之法」，儒家稱此為「推

我要愛上帝之所愛。」你總是要從緣起的思維出

己及人」。這樣的同情心或同理心，使人可以展

發，來建構社會關懷的理念。「緣起」只不過是

現他的道德關懷，這也就是倫理學所說的「道德

一個冷冰冰的自然法則，「諸法因緣生，諸法因

黃金律」，有著自、他標準的一致性、古今中外

緣滅」，「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

皆然的普遍性。道德黃金律，其實正植基於「我

生，此滅故彼滅」。這是一個自然現象的原理歸

愛」的人性。

納，又如何能啟發我們「應該做什麼」的答案呢？

我們說應該護生──關懷生命，但關懷生命

我在那兩本書裡，用了許多綿密的推論來證明：

的工程浩大，是永遠做不完，也沒有能力做完的

「緣起」法則是能導出「護生」結論的。緣起法

事情。到底要怎麼下手進行呢？我於此提出了「中

則在佛陀的教導之中，很快從一般性的法則「此

道」的實踐綱領。依《阿含經》教所作的歸納，

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

我將「中道」下了一個定義：「在見聞覺知的有

滅」，導入十二緣起的有情生滅法則。

限因緣條件之下，無私地做相對最好的抉擇。」

從有情生滅的法則中，我們看到了眾生痛苦

這個定義，隱藏了兩個伏筆：

的問題癥結──有情的「無明」與「愛」、「取」，

第一，我們要謙卑地承認：我們的認知受限

這知、情、意三方面的錯亂，導致頑強的我執，

於因緣條件，不要常以真理自居，而只是謹慎地
把它視作「相對最好」（而不保證是「絕對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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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抉擇。這或許可對台灣的統、獨、藍、綠爭議，

佛教所調整出來的「社會適應」現象。

提供一項另類思考──你為什麼不保留一點「別
人也可能有點道理」的空間呢？「相對最好」而

五、社會關懷：以慈善救濟為例

未必是「絕對最好」，原因是：有些自己沒有覺

其次是「社會關懷」。解嚴以前，台灣佛教

知到的因緣，或是當時還沒有呈現的因緣，很有

已有很好的「社會關懷」。這以證嚴法師主導下

可能會使得原本覺得最好的抉擇，變成了最壞的

的慈濟志業體，為最具代表性，直到今日依然如

抉擇。我們既然在空間上無法全盤掌握，在時間

此。慈濟雖然關懷社會，可是卻不干預政治，強

上無法預見一切，那我們只能說：這樣的抉擇，

調其「中立超然」於政治之外。這種政教關係已

只是目前看來「相對最好」而已。

不僅祇是適應政治，而是遠離政治，不想要與政

其次，這裡有一個前提：必須是在「無私」

治鬥爭有所糾葛。

的心態下所作「相對最好」的抉擇，才稱得上是
「中道」。如果不具足「無私」的要件，而僅是
在自我（或大我）利害考量下，所作「相對最好」
的抉擇，那麼政客與企業家所做的，也是「相對
最好的抉擇」，但是政客為的是要掌握權力，企
業家為的是要攢積財富，這可不能叫做「中道」。
大致而言，有關出世、入世的平衡槓桿，我
是本諸《阿含經》教與印順導師思想的啟迪，在
「緣起、護生、中道」的如上脈絡之中，提出了
入世與出世無礙的理論。

四、社會適應：以解嚴以前之政教關係為例

六、社會批判：以社會運動為例
最後即是「社會批判」。我個人所從事的是
社會批判的工作。社會運動時常在衝撞著現有的
觀念和體制。現有的觀念，倘若是不符合護生原
理而傷害生命的，是造成階級意識、種族、物種
與性別歧視的，都應該予以反省、譴責，而不能
一味停留在既有的慣性思考與行為中，保守著不
合理、不仁慈、不公正的社會現象。
在政教關係方面，我一向認為：政治遮天蓋
地，人們永遠不可能逃離、擺脫它，與其逃離政
治，乃至受控管於政治，不如彰顯佛教主體性的

上海復旦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長王雷泉教授

政治觀──以佛法的觀念，來回應各種政治主張

提到宗教與社會互動的三個層面：社會適應、社

──特別是用社會運動來改變制度、建置法規，

會關懷與社會批判。

影響政策，讓社會被引導向善性循環的途徑。中

首先是「社會適應」。當今中國大陸的佛教
法師，時常在公開言談中，呼應著當局的政治主

道的政治智慧是「超然於黨派之外，超然於權利
鬥爭之外」，而不是「超然於政治之外」。

張，這還在社會適應的階段。而台灣在解嚴以前，

以上是我援引經義，在實際從事社會參與的

提倡「忠黨愛國」，愛國必須忠黨，忠黨才算愛

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反思。敬請大家不吝賜教！

國，因此長老法師們多半是忠貞的國民黨員，這
也不足為奇，因為這是受限於那個時代的眼光，

（編者按：本文為錄音謄稿，經講者撥冗審
閱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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