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佛教與台灣社會論壇（四）

台灣佛教的自我定位
翁仕杰 台藏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一、前言
很感謝香光尼僧團邀請我來參加此次「佛教
與台灣社會」論壇。在正式發表評論之前，先簡
略說明一些個人的感想。
我自己離開學術界有一段時間了，不見得適合
從較專業的學術立場來談論台灣的佛教與社會，但
我因為學佛而去讀佛學（學佛以前有社會學碩士的
訓練，在威斯康辛大學受西藏佛學博士課程的訓
練），所以我可以從一個學佛的人，一個佛教徒的
立場，對照林端教授從社會學的立場去研究或瞭解
佛教，回應從社會科學的思考架構思考佛教的問
題，或是用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談我對台灣佛教發展
所關注的問題，因此所談的大部分是一些思考的方
向，基本上是屬於比較議題性的，無法在這麼短的
時間內說出具有學術性的定論。

會之外或是之上的。但它再怎麼追求出世間的宗
教目標，還是必須落實在世間的社會中。簡單來
說，就是佛教不可能離開社會，而且如果以昭慧
法師講的，就是從龍樹以中觀的緣起的思想，我
們所有的佛教徒雖然在尋求一個對空性的證悟和
超越，可是我們所要超越的基礎（basis），就是
世間的社會。我們是不能離開世間的社會而超
越，只能夠從世間超越。
問題在於每個人的世間不一樣。在佛教發展
的歷史階段裡，不同的佛教歷史所依附的世間也
不一樣。也就是說，不同的佛教傳統，其實是在
不同的社會中形成的。如果按宗教社會學的立
場，按緣起的立場，也必然受到佛教傳統所座落
的社會特質的影響，我想這是這本書很重要的旨
趣。把這個旨趣引到台灣當前的現狀來講，台灣
佛教到底和台灣歷史或是台灣社會有什麼關係？

二、從歷史脈絡裡尋找台灣佛教的地位

也就是說台灣佛教是不是反映了台灣這三、四百
年以來最重要的歷史特徵──即近代化的過程？

我們談了這麼多有關《佛教與社會》，特別
是這本書的翻譯和引薦，目的其實應該是要揭示
佛教的人間性，就是佛教作為一個出世的追求解
脫與證悟的宗教，其終極的目標是在這個世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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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佛教在台灣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是不是反
映了近代化的過程，產生了某些所謂台灣佛教的
特色？這些特色是不是可以區別我們和其他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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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會，或是和其他的佛教傳統的有所不同？所

這樣的一個過程，必然不可能離開台灣社會變遷

以，今天台灣佛教的自我定位，是要在歷史脈絡

的主軸。但在這個主軸裡，如果是以現代化的角

裡思考的。台灣佛教發展三百多年到現在，我們

度來講，台灣從日據時代以來的近代化轉型過

到底已經成就了什麼？當下的處境是什麼？要面

程，不可避免的已有幾項特徵。以下，列舉出簡

對的結構條件或問題是什麼？以及更重要的，我

要的總體觀察：

們的前景是什麼？這必須在歷史的脈絡裡來講。
第一點，台灣佛教基本上從這三百年台灣佛
教史的發展中，用在地化的概念去說明，就是外
來的佛教傳統，包含明朝鄭成功從陳永華建立最
早的龍湖巖以來，這些台灣佛教傳統都是外來
的。可是外來的佛教到現在，已產生的一個台灣
佛教的專有名詞，或是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概
念，表示這個外來的佛教在台灣的歷史裡，三百
年來已沈澱為一個在地化的、有自己形態的佛教
形式。

三、對現代化歷程的回應：政教分離化、市
場區隔化、經營理性化、傳播全球化
西方的現代化從啟蒙運動以後，將中世紀基
督教會統攝控制人民的思想及其他的政經制度的
桎梏中，轉化成人以自己為中心，以人自身的經
驗為中心，想要脫離整個舊有的傳統神聖宗教束
縛，開展出的以人為中心的理性文化，我認為這
是現代化的主要精神。所以，現代的科學技術和
政經社文制度都正面積極的處理現世生活的問

1. 政教分離
政教分離的意思是指台灣在現代民主國家的
憲政體制的規範下，台灣佛教已經可以逐漸不受
任何政治力量的統制，而具有宗教自主性的發
展。當然有一些細緻的法律問題，譬如宗教立法
還沒有通過等。但是相對於日據時代、日本殖民
政府或是國民黨遷台初期的戒嚴，從宗教的控制
來講，幾乎台灣宗教的環境或佛教的發展環境，
已經幾乎不受政治力的左右，這是可以成立的一
個論點。

2. 市場的區隔化
因為政治上沒有障礙，所以可以在整個台灣
佛教發展過程中，廣泛吸引民眾進入佛教。台灣
整個佛教的發展，包含四大教團，有所謂地域上
的分化，但不只是地域上的分化，整個教團所提
供給予信眾的宗教體驗內容，其實是有區隔的。
所以，這幾個教團是走區隔化的路線，各自吸引
不同需求的佛教徒。

3. 經營理性化

題，而不是用宗教的超越性逃避日常生活中所必

教團經營管理的理性化到現在是一個不得不

須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現代文明證明了自身在解

走的發展方向，經營的理性化不必然是企業化，

決主要世間問題具備普遍的有效性，所以才由歐

因為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台灣的教團發展到今

洲在三、四百年間就傳遍全世界。台灣佛教也在

天，是一個非常大型的複雜組織，整個內部的管

印順導師所標舉的人間佛教旗幟下，已經走向修

理已經不像傳統僧團那麽單純，只是用很簡單的

行的入世化了，等於修行和社會、世間結合的。

戒律方式在運作而已。現在台灣大僧團的運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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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當下的發展成果，並
不能視台灣佛教就只有這
些性質而已。
這是不是意味著台灣
佛教已經有新的宗教修行
的經驗了？台灣佛教修行
的歷史經驗內容是什麼？
面對台灣社會現代化的結
▲「佛教與台灣社會」論壇左起昭慧法師、悟因法師、自鼐法師（主持人）、林端教授、

構，台灣佛教不斷的在這
個現代結構中適應發展。

翁仕杰副秘書長（編輯組提供）

宗教和社會是不能脫離
有不採取企業管理的原則與方法。

4. 傳播的全球化

的，台灣佛教就在台灣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之中，
接受現代化的挑戰，適應現代化的情境之後，發

傳播的全球化是台灣佛教跟著現代化發展的

展出自己可以在現代化的台灣社會裡面的一個傳

自然結果，反映了台灣佛教教團已經在四個現代

播的方式。以現在的發展狀況而言，基本上可認

化面向上都達到了一定的成果，也就是說台灣佛

定台灣佛教已經在這些制度的機制之上，譬如前

教已經是現代宗教。

面講的僧團發展或是傳播、教育體制方面已經完

以下再補充三點台灣佛教的現代特徵。第五

成了現代化的過程。可是在教義、思想方面呢？

是僧團弘法的現代化。台灣僧團在弘法上已使用

面對現代社會的環境，台灣佛教在思想上有沒有

過現代教育的方法。第六是僧侶教育的學院化。

清楚的去認知這些現代性結構的內容是什麼？我

第七是僧團性別的平等化。在台灣比丘尼的表現

們在歷史的考驗過程中，不只要存活而已，還必

其實是比較好，可以說過去在傳統教團裡面性別

須有創新的發展。

的不平等，造成對於修行者發展的條件障礙已經
沒有了。

面對現代化的內涵、結構、價值，台灣佛教必
須要有抉擇。以下列舉現代性價值的基本內涵。
第一點是個人自主性的尊重，個人主義的發

四、對和傳統教義不同的現代性價值的態
度：隨順、批判、融合、轉化
上述簡要的歸類台灣佛教因應台灣社會現代
化的歷程所產生的特徵，這七點（政教分離化、
市場區隔化、經營理性化、傳播全球化、僧團弘
法現代化、僧侶教育學院化、僧團性別平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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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從佛教無我的教法裡怎麼去回應。現代的修
行道能不能離開個人主體的生命脈絡，若只講述
無個人歷程的普遍修行道，如阿毘達摩禪修解脫
的系統，是否就可以回應強調獨立自主的個人主
義所造成的孤獨疏離問題？
第二，現代社會對於企業經營利潤的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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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很多功利主義的理論論述。企業從成本來

己為最有價值或中心的思想。佛教自己能不能對

計算利潤，其中必然產生資本主義體制對剝削結

自己做去自我中心的檢視呢？體認其他宗教的貢

構的合理化。對於這部分，講求大悲平等的台灣

獻與地位，進而能夠相互尊重學習。

佛教，到底要不要有所面對、有所抉擇？對於現

我所提這五點現代性的價值，其實是跟著現

有的經濟體制，要不要有所回應？如天主教在南

代性的制度同時進來的。台灣佛教接受了現代性

美洲的解放神學思想，引進左派思想來，天主教

制度的轉型，但到底對於現代性制度的基本價值

站在勞動大眾的立場，對於資本主義體制是有批

有沒有意識與回應？這會是現在台灣佛教發展的

判的。台灣已經完全轉型成資本主義的結構，台

一個核心議題。如果沒有辦法從佛教的立場在教

灣佛教對這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到底採取什麼

法上對這些現代性的價值有所反應、有所抉擇的

態度？

話，是不是台灣佛教的發展只是水漲船高？只是

第三，是對於權利的制衡，也就是民主的概

台灣社會現代化的發展、轉型的過程之中的附帶

念，民主和法治的概念是現代的價值，傳統僧團的

依變項，是由集體環境所撐持而起的。台灣佛教

服從體制就必須面臨挑戰。特別是僧團是不是還在

現在也許可以回應很多都市化疏離的問題，很多

維持舊有的性別權威，或是絕對的支配結構，昭慧

傳統和現代衝突的問題，特別是慈濟的現象可以

法師針對這些部分也做很多的批判。現代化已經強

被解釋，因為這些四、五十歲以上的婦女們，她

調民主平等制衡的價值，僧團的運作規則是不是也

們沒有地方進入公共領域，而慈濟只是提供了一

要跟著面對現代化價值而有所調整？

個很好的參與場所，以傳統的價值觀減緩她們現

第四，理性科學世界觀的興起。在經驗科學

代化轉型的集體壓力。

的法則中，如果要證實現象為真，就必須要接受

今天台灣佛教的發展，如果在思想上沒有辦

客觀的檢證，用經驗證據加以實證。佛教裡很多

法針對現代文明或是現代性的基本價值有所回

的傳統教法，包含三千大千世界的須彌山這些舊

應，或是提出一個甚至可以超越回應現代性的弊

有的世界觀，要不要也接受現代科學的檢證？也

病，而能夠在思想上產生超越現代結構束縛的能

就是對佛教教法在經驗上的有效性，要不要進一

力，我會認為台灣佛教發展到現在還是沒有轉型

步和科學對話討論？

成功。如果要繼續援引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思

最後一個就是所謂的文化相對論。在現代化

想，就必須說所謂的「人間」是什麼？人間佛教

發展過程中，由個人主義發展自我中心主義，在

的歷史境遇是什麼？是清末民初到抗戰時，太虛

集體的面向上，形成了民族中心主義和帝國主

大師所定義的漢傳佛教的經驗嗎？是戰後國民黨

義。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興起了文化

到台灣以後，在歷經戒嚴體制到現在民主化的發

相對論的思想，希望能夠尊重多元文化的發展。

展嗎？還是我們現在已經全球化了，已經把台灣

可是這個尊重多元化的發展，必須要有一個前

佛教往東南亞或是其他國家輸出，所講的「人間」

提，就是要能反省自我中心主義，就是不再視自

到底是東方社會的，或是發展中國家的人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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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還是包含西方文化、西方世界全人類的人

構是從西方傳進來的，所以如果在這方面的經驗

間？因為所定義的人間的內容不同，就會構成佛

有所成長或是有所對治，這些對治應該也可以相

教思想所座落的歷史範疇的不一樣。所以，我這

應於和我們有相同現代性結構的其他國家的社

裡所要講的是，今天人間佛教的人間，一定是不

會。這時我們才能想到它普世性的意義，就是從

能迴避現代性結構的問題，因為這也是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這種獨特的歷史經驗裡，發展出台灣佛

當前處境最根本的一個問題。

教的這些精神內涵，看看有沒有創造出新的修行
道、新的教義，再從這裡面體驗出一個對現代性

五、抉擇整合其他佛教傳統的修行道內涵

結構的回應，再把它提煉出一種普世性的意義，

並發展具有普世意義的教法

可以在這個思想和教義的層次上加以安住。我認

台灣的人間佛教到現在有什麼特色？我覺得

為在這一點其實是很根本的。

綜合今天的討論，它有一種多元的包容性。我們
其實蠻開放的，接受漢傳佛教之外所有的傳統，
只要是新的都說好，這就是多元的包容性。所以，

六、成為全球佛教的推動者而不只是現代
版的漢傳佛教分支

各種不同的傳統都要進來，我們都可以包容，這

為什麼我們要講台灣佛教的定位？如果從這

是台灣的經驗。我一直在想這種包容有沒有獨特

個角度去看待我們的前景、我們的未來，這時我

性？這個多元的包容性，有沒有辦法結晶成一個

們思考的不是過去的歷史傳統到底要歸宗於那一

更體系的思想、更體系的價值，甚至從一個基本

派，不要反芻，是要往前瞻望的。這個往前的思

的包容價值裡面，發展出一個新的修行道。如果

維過程裡面，其實就回到世尊的本懷，本來佛陀

在這個現代化的處境裡，台灣佛教要形成一種

講的不只是人道，是六道一切眾生。現在我們就

Taiwaneseness，台灣性，台灣的獨特性，基本上

比較實際一點，從人道的角度來講。這個人道所

除了多了一個包容性以外，它的入世性，對於現

包含的現代性的處境的思維，我認為我們一樣可

實問題的解決，而且能夠實踐大乘的精神，不畏

以保留歷史的特性，獨特的宗教發展歷程和經

威權，滲透到社會每個制度的層次裡面去。我認

驗，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在思考上，如果你把

為在這點上，昭慧法師已經提供我們一個新的方

它當成勝義諦，就是一個勝義的目標，應該是放

向，甚至在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個典範。但這一個

在成為以人類現代處境下，全球化的人類共同要

方式需要再被進一步的思考或擴展。這個擴展是

怎樣在這個新的輪迴結構裡面去超越的問題。所

要把它連接到現代性文化的整體範疇，也就是現

以，這時必須定位自己是一個全球佛教的推動

代人類共享的現代性而加以對治超越。台灣的佛

者，不要再想我只是漢傳佛教的現代版。因為從

教不只是在台灣的脈絡中思考定位和發展的問題

漢傳佛教的現代版這部分，我們當然瞭解宗教是

而已，且必須能放在一個全球的脈絡中對治西方

必須依據於它的具體社會經驗的發展而成立的，

所形塑現代性的結構問題。當然台灣的現代性結

但是今天我和林端教授想討論的是宗教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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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宗教的動力在於它超越既有的世俗結構的能

續三大傳統，然後自己選擇要歸於那一個傳統，或

力。因為佛教特別是追求出世間的，超越世間結

在這邊做排列組合，我要百分之二十的南傳，百分

構的，台灣佛教是應該要走回世尊的本懷，對於

之三十的藏傳，百分之五十的漢傳，結果這個多元

人道的眾生所面臨的種種個人或制度的結構限

的包容性到最後沒有發展特性出來。

制，我們怎樣在超越它的過程之中，建立一個更

作為台灣佛教現象的歷史個體，是不可能只

具有普遍性生命意義實現的可能。我是從這個角

講人無我和法無我的。它是一個人間的課題，是

度去思考。

一個歷史的課題，它的特性必須要在這樣一個具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佛教的發展是有意
思的，只是這些現代化的經驗，我們有沒有用心認

體的世俗因緣裡，才能夠自我定位，知道自己安
身立命之所在，以及未來之所在。

真的去沈澱或結晶它的意義？這部分如果能夠被

以上把我的思考和大家分享。我想也許今天

挑揀出來的話，我們能夠和現代性的結構思想有很

就是很好的緣起，有待大家共同把我們本來面目

多的對話，我相信一個新的修行道的建立才有可

看得更清楚。

能。如果連這種認識都沒有的話，我們必然只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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