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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調未定的現代性 
──巨贊法師的「新佛教」敍事 

 
 

宣 方 ∗ 
 

摘要： 

本文以中國佛教如何回應現代性為主要問題意識，探討巨贊法師的

「新佛教」論述的宗旨、目標和具體內容，指出其主要內容有三：第一，

配合全面抗戰，廣泛發動佛教界同仁參加實際工作；第二，整理僧伽制度，

具體措施為生產化和學術化；第三，整理教理。並對其每一方面論述的特

色、盲點等作了分析。本文進而探討巨贊法師展開新佛教論述時所秉持

的立場，指出其中同時貫穿著民族本位和佛教本位的立場，並因為堅持

兩者之間的圓融一致而緩和了可能的張力，其論述方法以「史的研究」為

最大特色。本文通過梳理巨贊法師佛教觀和支那內學院一系尤其是呂澂思

想之間的關係，發現巨贊法師的中國佛教本位立場一度有大幅度修正，

修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受到呂澂的影響，但最終還是回歸到中國佛教本位的

立場。本文最後部分對巨贊法師與太虛法師思想之間的異同作了比較。 

關鍵詞：巨贊、新佛教、現代性、呂澂 
                                                 
∗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理論研究所副教授 
  本研究受霍英東青年教師基金（項目名稱：「現代化進程中的佛教革新運動」，

編號 101090）資助，謹申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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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ttled Tone of Modernity : 
Ven. Juzan’s Discourse of Neo-Buddhism 

 
Xuan, Fang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blematique of Chinese Buddhist responses to 
modernit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Ven. Juzan’s discourse of 
neo-Buddhism including its concern, aims and contents, figuring out that his 
neo-Buddhist discourse includes three interwoven themes: to mobilize 
Buddhists to be engaged in Anti-Japanese War, to reorganize sangha system 
through “being engaged in producting and learning” (生產化和學術化) and 
to classify Buddhist teachings. Juzan’s insight and oversight in each theme is 
also analyzed briefly. The paper goes on with a further exploration to Juzan’s 
standpoint and principles when he develops his neo-Buddhist discourse, 
pointing out that there is a combined stand of Buddhism-centrism and 
Chinese ethnocentrism under his discourse, though the possible inherent 
tension is softened by his insistence on coherence between each other. By 
tra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zan and Chinese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支那內學院), and Lücheng particular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Juzan’s stand of Chinese Buddhism-centrism has once modified in large 
scale, which is mostl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Lücheng’s Buddhist views, 
though he finally reaffirmed this stand. The paper ends with a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Juzan and his tutor Taixu. 

 
 

Keywords : Juzan, Neo-Buddhism, modernity, Lücheng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Buddhism and Religious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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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說 

在滄桑巨變中的近現代，整個亞洲佛教傳統重新詮釋自身，回應現

代性的批判，力圖重建自己與現代社會的意義關聯，從而捍衛自身合法

性。在漢傳佛教回應現代性挑戰、重建自身合法性的宏大工程中，二十

世紀波瀾壯闊的人間佛教運動，無疑是眾多嘗試中最為醒目的一種形

態。而在多音喧嘩的各種人間佛教現代性敍事中，巨贊法師的「新佛教」

論述又無疑是十分特殊的一種。這不但是由於它鮮明的激進立場，而且

由於它是唯一橫跨 1949 年這個歷史丕變的分水嶺，在兩種截然不同的

政治語境下持續其現代性敍事的話語形態。這種「新佛教」論述，它的

動機是什麼？有怎樣的目標訴求？有哪些主要內容和具體措施？有過

怎樣的實踐嘗試？和同時代其他人間佛教論述相比，它在形式和內容上

有怎樣的特色？尤其是，在翻天覆地的歷史巨變中，它貌似不變的敍

事，究竟是簡單的重複，還是意味深長的變奏？  

在人間佛教眾先驅中，巨贊法師屬於身後寂寥的一類。從 1984 年

辭世到上世紀末，雖然陸續有些紀念性的文字問世，但以門生故舊敘其

生平和追憶交遊的居多，而關於他的思想，特別是「新佛教」論述的專

題性研究，則尚未出現。有關著作在論述近代中國佛教復興/革新運動時

偶爾涉及，也只是一筆帶過。這一時期，大陸整理出版的巨贊法師佛學

著作，唯有黃夏年主編的「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中的《巨贊集》。1此

外，1950 年代巨贊法師創辦的《現代佛學》在 1990 年代影印出版，是

研究文革以前新中國佛教一份極為重要的資料，其中收錄巨贊法師的文

章甚多，但並未由此激發出學界研究巨贊思想的漣漪。 

                                                 
1 黃夏年主編，《巨贊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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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以來，先後有吳志雲主編的《巨贊文集》、2朱哲主編的《巨

贊法師文集》（上、中、下三冊，）、3《巨贊法師文集續編》、4《巨贊法

師全集》問世。5這些比較系統的整理成果，加上十多年來不斷升溫的人

間佛教研究氣氛的刺激，使得這段時間內關於巨贊思想的研究有了較大

的發展，不但關於人間佛教、近代中國佛教革新運動的各種研究開始更

多地關注到巨贊，並將其自覺納入到論述的範圍，同時，對巨贊思想的

專題性研究也開始出現。筆者所知的學位論文和專著，就有台灣信融法

師的〈出世與入世的葛藤──從義學僧侶到開國元勳的巨贊法師之研

究〉、6《巨贊法師研究》（前文的修改擴充版）、7李華華的〈巨贊佛教改

革思想研究〉、8宗曉的〈巨贊法師及其「新佛教」運動〉、9竇亞平的〈抗

戰時期巨贊法師研究〉等五種。10這些論文的品質參差不齊，但無疑標

誌著學術界對於巨贊思想的研究已經開始啟動。 

西文著作中，專門研究巨贊思想的論文尚未出現。但是韋慈（Holmes 

Welch）的《中國佛教三部曲》，是關於現代中國佛教的經典研究，其中

                                                 
2 吳志雲主編，《巨贊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 
3 朱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上、中、下三冊（北京：團結出版社，2001 年）。 
4 朱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續編》（北京：團結出版社，2002 年）。 
5 朱哲主編，《巨贊法師全集》（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年）。 
6 釋信融，〈出世與入世的葛藤──從義學僧侶到開國元勳的巨贊法師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論文，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2004 年）。 
7 釋信融，《巨贊法師研究》（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年）。 
8 李華華，〈巨贊佛教改革思想研究〉（未出版之博士論文，南京大學哲學系，

2006 年）。 
9 宗曉，〈巨贊法師及其「新佛教」運動〉（未出版之碩士論文，山東大學哲學

系，2007 年）。 
10 竇亞平，〈抗戰時期巨贊法師研究〉（未出版之碩士論文，中國人民大學宗教

學系，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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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部《毛時代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有大量篇幅論述巨

贊。11彼特曼（Don A. Pittman）近年出版的博士論文《邁向現代中國佛

教：太虛之改革》（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aixu’s Reform）

第六章第一節，也有數頁論及巨贊在建國後的佛教活動。12 

上述研究，在不同程度上構成本文構思時的參考。 

巨贊法師曾有二十餘萬字的《新佛教概論》，系統闡明其「新佛教」

主張，惜手稿已佚。13現存的「新佛教」論述，可以分為新中國成立前

後兩個時期，前期論述集中見於抗戰後期他避居廣西期間主編的《獅子

吼》上。當時他以本名和暮茄、萬鈞等筆名，發表了一系列鼓吹新佛教

的文章。其中，〈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14〈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

究〉、15〈新佛教運動與抗戰建國〉、16〈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等文

章，17專門闡述「新佛教」主張，是這方面的代表性論述。以下便以這

些文章為主，結合這一時期巨贊法師的其他文章，探討 1949 年以前巨

贊法師的「新佛教」論述。 

                                                 
11 Holmes Welch, Buddhism Under Mao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順便指出，本書收錄的兩幅巨贊照片，為新版《巨贊法師全集》所遺漏，將

來再版時可以補入。 
12 Don A. Pittman, 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aixu’s Refo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13 朱哲，〈《巨贊法師全集》出版感言〉，轉引自 
  http://www.neixue.org/space/?9/viewspace-200.html，2008.10.18。 
14 釋巨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獅子吼》創刊號 1 卷 1 期（1940 年）。 
15 釋巨贊，〈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獅子吼》1 卷 2 期（1941 年）。 
16 釋巨贊，〈新佛教運動與抗戰建國〉，《獅子吼》1 卷 3、4 期合刊（1941 年）。 
17 釋巨贊，〈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獅子吼》1 卷 8、9、19 期合刊（194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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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巨贊法師的「新佛教」主張 

（一）「新佛教」的宗旨和要達成的最終目標 

關於新佛教運動的宗旨和最終要達成的目標，巨贊法師在上述這些

文章中並沒有明確予以界說，但是他在評述支那內學院系統對於新佛教

的貢獻時說：「至於開辦法相大學的目的，一般人總以為不過整理教理

而已，其實小看了他們。他們想把法相大學逐年畢業的學生，調和在整

個教育界中，佛化全國。」18言下頗有欽敬之意。所以這一層志向，其

實也可以視為夫子自道：首先是要改革佛教，然後通過改革佛教來改良

社會。 

（二）「新佛教」的主要內容和具體措施 

在〈新佛教運動的回顧和前瞻〉一文的「前路」部分，巨贊法師勾

                                                 
18 同註 14，頁 10。 
  本文所引《獅子吼》，均據黃夏年主編《民國佛教期刊》影印本。又，關於新

佛教運動具體如何支持抗戰建國，巨贊法師另有專文論述，見〈新佛教運動

與抗戰建國〉一文（《獅子吼》1 卷 3、4 期合刊，1941 年）。但其中所述，不

外乎是「新佛教運動對於增強民族自信心，對於中心文化，對於決定幹部使

政治上軌道，則有其不能漠視的作用」，而「怎樣決定幹部呢？以內心的改造

為唯一途徑」。總體上還是偏於闡明佛教在砥礪道德情操方面的作用，至於如

何使得這種作用發揮出來，作者也自承找不出辦法：「問題是在於怎樣使新佛

教運動堅強起來。講到這，真叫我有點茫然！……幹部的決定，惟待僧青年

們自家的奮鬥」，所以文章最後只能以空洞的口號結束。另外，他在同期雜誌

的〈所期望於佛教整理委員會者〉（《獅子吼》1 卷 3、4 期合刊，1941 年）一

文中，最後提出佛教界也不應自外於全國各界為抗戰捐獻飛機的潮流，呼籲

佛教整理委員會發動全國僧尼募獻「佛教號」飛機。但這僅僅是一個非常具

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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勒了新佛教運動具體所要達成的目標及具體措施： 

第一，配合全面抗戰，廣泛發動佛教界同仁參加實際工作。而達

成這一目標的主要辦法則是：「組織一個……全國性質的佛教徒

抗戰團體」，「有了全國性質的佛教徒抗戰團體，各省各縣，都可

以依法組織起來」，認為唯其如此，才能協調各地佛教徒抗戰工

作的步調。19 

對於佛教徒為抗戰做貢獻的潛力，巨贊法師的估計比較樂觀： 

據統計，全國出家僧尼約百余萬，各大小廟的財力，也並不能算

貧乏。就單辦救護一項吧，至少可以供給一兩個戰區的需要，何

況精神動員的意義，比這還大得多呢？20 

但對於成立這種全國性組織並使之發揮實際作用，巨贊法師自己也

不敢樂觀。他承認： 

佛教界內死氣沉沉已久，各自為政則自古已然，單靠幾個大德的

提倡、宣傳，不會有什麼作用的。……所以我誠摯地、熱切地期

望著黨政當局，注意佛教問題，注意新佛教運動在抗戰、建國乃

至學術文化上所可以發揮的力量。21 

對於佛教界內部自我覺醒、自我組織的可能性感到失望，寄希望於

政治力量的介入來推動佛教的革新。這種思路，在當時佛教界非常普

遍，非獨革新派如此，被革新派目為守舊派的一方（如圓瑛等人），在

                                                 
19 同註 14，頁 13。 
20 同上註。 
2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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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僧伽制度時，也是寄望於政治勢力的干預。22這固然與「佛法付囑

王臣」、「不依國主，則法事難立」的傳統觀念，以及宋元以來僧團組織

相當程度上處於政權宰制之下的歷史所造成的心理積澱有關，但僧團內

部缺乏統合的組織制度保障和各方共同認可的領袖人選，則是更直接的

原因。只不過革新派因其目標訴求，對於政治勢力的介入有更急迫的期

盼。佛教革新運動的領袖太虛大師便是如此。以導致太虛被佛教界保守

派側目而視、乃至視為魔頭的「大鬧金山」事件為例，雖然局面最後激

化到不可收拾的直接原因是仁山等人與寺方的恩怨糾葛，但肇因未嘗不

是革命的一方挾政要（政府最高層）和政黨（鎮江當地社會黨）之勢，

強行奪占金山寺資產。23再如太虛與保守派幾次爭奪中國佛教會之領導

權，也是屢屢借力於政治力量。24 

問題在於，這種不是出於僧團內部的自覺自願，不是經由僧團共商

而議決，而是藉由外在力量推動的所謂變革，一則由於其改革方案的烏

                                                 
22 參見陳金龍，〈從僧伽制度整理看民國時期政教關係——以 1927－1937 年為

中心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 期（2006 年），頁 32-33。 
23 釋太虛，〈太虛自傳．六．我與辛亥革命時的佛教〉，見《太虛大師全集》冊

29，頁 200-202；參見釋印順編，《太虛大師年譜》「民國元年一月一日」條所

記（《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第六卷，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頁 32-34）。 
24 太虛利用政治力量推進佛教革命的想法，在抗戰爆發之後，尤其是抗戰中期

以後至戰後整頓佛教會組織時體現得更為突出（參見《太虛大師年譜》1940
年以後關於中國佛教會整理委員會發起和進展的各條記載）。但太虛本人對於

政府介入佛教事務可能造成的危險還是有相當的警覺：「吾向不視政府為萬

能，故於整理僧伽制度論，對於寺廟財產，主張以『僧伽基爾特』自為整理

而施用於正當之事業。……若拘管於政府之手，則為吾始終反對者也。」（〈上

海市廟產註冊事件〉，原載《海潮音》8 卷 11、12 期合刊，轉引自《太虛大師

全書》冊 34，頁 6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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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性質而難以實施，二則其群眾基礎必然是薄弱的，最終無一例外地

歸於流產。對比新佛教運動唯一取得矚目成果的領域，即以新式的佛學

院教育培養新僧和以佛教刊物鼓吹變革、啟發僧智，無不是尊重僧團內

部的內在理性和進步僧人的主體性，通過相對和平的手段取得的。兩相

對照，歷史的經驗教訓更是引人深思。特別是，當這種外力巨大到僧團

無力抵抗，僧團的主體性遭到摧殘，徹底喪失主導佛教革新運動的可能性

時，那麼新佛教運動的種種革命，恐怕就不可避免地成為革佛教的命了。 

第二，整理僧伽制度。具體措施有二：一是生產化，二是學術化。

對於何謂生產化，巨贊法師有詳細的說明： 

生產化是僧徒各盡所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劣式的收租放債

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 San Donato 

Fra le Torri 寺院的從事手工業，是最妥當的辦法。這樣，做和尚

並不是一種職業，而也能參加勞動生產。對於社會經濟，關係最

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猶其餘事。25 

對於為何要生產化，巨贊法師也有簡短的解釋： 

我覺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幾於完全無知無識，原因是在懶。懶則由

於身體之不健康，吃現成飯有以致之。生產化增加了僧界的健

康，把懶的魔鬼從佛教界裏驅逐出去，則一切才有辦法。26 

對於何謂學術化，巨贊法師也有說明： 

學術化則恢復原始僧伽制度，使每一個廟都造成學術團體，而每

                                                 
25 同註 14，頁 13。 
2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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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和尚都是文化人。玄奘法師在印度學法的那爛陀寺，六朝慧

遠法師所組織的東林寺，都是這種辦法。所以當時的佛教，能夠

領袖文壇，而慧遠法師的師傅，被崇拜著，有「學不師安，義不

經難」之語。27 

對於如何實現生產化和學術化，巨贊法師也有初步的設想： 

跟著第一個目標來的工作是全國廟產的統制，跟著第二個目標的

工作是全國僧尼的沙汰。這與抗戰建國的前途，關係非常重大。

新佛教運動要在這裏替佛教、替國家民族打開一條路出來。詳細

辦法，非此所能盡。28 

生產化和學術化，這兩點是巨贊法師「新佛教」論述的核心，他在

很多文章中一再重申，文繁不引。 

生產化和學術化，分別以全國範圍的統制廟產和沙汰僧尼為主要實

現手段，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和依憑政治勢力推動佛教革新的

路徑之間，在邏輯上有幾乎是必然的關聯。正如陳儀深論述民國時期太

虛的僧制革命主張與政治的關係時所言：「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登記、揀

別淘汰、禁止私人剃度以及易滋抗拒的財產改革，非仰賴政府公權力介

入不可。」29巨贊法師的新佛教主張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在筆者看來，

撇開人事的因素，這是理解巨贊法師在大陸鼎革之際何以主動投向新政

權的關鍵所在。也就是希望借重新政權強大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控制能

                                                 
27 同註 14，頁 13-14。 
28 同註 14，頁 14。 
29 陳儀深，〈民國時期的佛教與政治（1912－1949）〉，《人間佛教，薪火相傳──

第四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桃園：弘誓，2003
年），http://www.awker.com/hongshi/special/arts/4art19.htm，200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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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實現自己不但振衰起蔽以重光佛法，甚至佛化中國的宏大理想。但

問題是，具有這樣一種強大社會動員和社會控制力量的政權，如何能夠

保證它只是一種遵從自己的規劃來改造佛教的建設力量，而不是徹底摧

毀佛教的破壞力量？巨贊法師最初似乎全然沒有措意於此，而只是抱著

純真的理想和盲目的樂觀，便毅然決然地北上了。 

第三，整理教理。整理教理是當時新佛教運動鼓吹者們共同的主

張，但在巨贊法師看來： 

關於教理的整理，有許多人想做、在做，大都是考證方面的。我

覺得至目前為止，佛教界內各種著作，都還沒有和當前的問題銜

接。也就是說，沒有能夠用純正的佛理，明確地、簡單地，替人

類解答科學上、哲學上，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30 

因此，他針對性地提出： 

這就需要新佛教運動者，在「體驗佛理」、服務人群之外，對於

世界上的一般學問，都要有深切的瞭解才行。我在湖南工作停頓

之後，籌備出國研究者在此。31 

強調整理教理要結合當前現實問題，這種強烈的淑世使得巨贊法師

十分重視「世界上的一般學問」，即佛教傳統上所謂的外學的學習。當

時提倡新佛教運動的法師，大多有良好的傳統文化素養，對於域外的情

形也有約略的瞭解，但像巨贊法師這樣具備多種外語閱讀能力，對於西

方哲學、宗教和一般歷史力圖作全面深入瞭解的，還是不多見。可以說，

                                                 
30 同註 14，頁 14。 
3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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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重視世間學特別是西學的博學廣參的學風，構成了巨贊法師有別於

其他人的論述特色。 

但是，「對於世界上的一般學問，都要有深切的瞭解」，談何容易！

巨贊法師自己也承認茲事體大： 

事情太大，問題太多，決不是一個人一生一世所能做得到，所以

目前最緊要的，是找一個新佛教運動的據點。有了據點，才能集

中人材，分工合作。32 

進一步值得思考的是，整理教理和研究外學，雖然密切關聯，但畢

竟分屬兩途。新佛教運動的「整理教理」，究竟應該把重心放在哪一頭

呢？對此巨贊法師沒有明確闡述，不過，他對於整理教理的論述，以關

於藏經整理、經典迻譯、史跡勘踏等工作煞尾，隱然還是透露了佛教本

位的立場： 

至於全部藏經的整理，內學院現正籌雕精刻全藏，其成就當在《大

正新修大藏經》之上，希望各界幫助他。此外如西藏、錫蘭、暹

羅、緬甸等處佛教的研究與翻譯，印度佛教史跡的調查，也有人

在孜孜從事。而佛教內各個問題的窮源竟流，如戒律的系統研

究、小乘各部本來義的研究、大乘各宗義理與史實的研究、中國

佛教史研究，都還沒有可以大書特書的成績。33 

三、巨贊法師新佛教論述的基本立場和教理基礎：
兼論巨贊法師的佛教觀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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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宗教改革都必然涉及對於該宗教本質和基本精神的理

解，否則便有「離經叛道」之虞。巨贊法師的新佛教論述，同樣也有他

的佛教觀，或者說他對佛教基本精神和特質的理解作為基礎。在提出新

佛教主張後，進一步比較系統地闡述其基本立場和新佛教運動教理基礎

的，是《獅子吼》〈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34和〈新佛教運動的中心

思想〉兩篇論文。35前者對於新佛教運動應當秉持的立場和應當避免的

問題提出了明確的主張，後者則進而闡釋新佛教運動的教理基礎。 

（一）新佛教運動應秉持的立場 

〈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引述拉達克裏希南關於佛教在印度消亡

原因的論述後，隨即指出， 

我們或於此可以為隨機說法或新的適應一詞決定一個範圍：第一

隨機說法或新的適應，並不是隨波逐流，人云亦云，「做潮流上

的死猪死狗」(辜鴻銘先生語，聞諸其高弟江安熊東明教授)。第

二、先要立定一個明白的一貫的中心，由此而對著現前的環境，

解釋一切，衡量一切。第三、不能穿鑿附會，故意歪曲以媚俗求

容，在理論上這樣，在生活行為上也這樣。36 

這裏所謂的範圍，也就是新佛教運動應當秉持的立場或堅持的原

則，以及應當引以為戒的問題。這裏提出的三點，即不隨波逐流，立定

中心，不穿鑿附會、媚俗取容，僅從字面來看似乎互相重疊，不構成三

條獨立的原則；實際上，三者的精神也的確是相通的。但結合下文，當

                                                 
34 同註 15。 
35 同註 17。 
36 同註 1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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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白三點都有其具體的針對性，有不同的所指。 

所謂不隨波逐流，針對的是當時斯里蘭卡高僧納羅達（Narada）訪

華時，批評中國佛教背離佛制、不足稱僧而引起的震撼。納羅達（1898

－1983）是現代斯里蘭卡佛教史上一位具有國際性影響的高僧。他出生

在一個基督教背景的家庭中，但像那一代殖民地本土精英一樣，在基督

教中找不到自己的文化認同，因此 18 歲時出家為僧。納羅達 31 歲起便

開始在國際上嶄露頭角，此後宏法足跡遍佈五大洲。在很多國家，他都

是第一個前往宏法的南傳法師。納羅達熟悉基督教思想，精通英語，能

用英語譯經和寫作，而且是南傳佛教僧侶中較為少見的堅持素食者，加

上他親和的個人魅力，對於推動南傳佛教走向世界起了很大的作用。納

羅達在亞洲的宏法，主要集中在印尼（將南傳佛教傳入印尼的第一人，

12 次赴印尼宏法，生前最後一次宏法也是在印尼）、尼泊爾（6 次前往

宏法）和越南（被他視為第二故鄉，曾 17 次前往宏法）。37巨贊法師文

中提到的這次中國之行，當是指 1935 年納羅達應長期居華經商的該國

居士克蘭佩之邀，率弟子來滬傳教。38這位國際知名的法師的上海之行

在當時佛教界頗為轟動，而其公開批評中國僧侶受戒不符合戒律中關於

授戒大僧須全清淨的要求，因此應當從清淨僧重建律統，則更是在當時

中國佛教界引起相當的震撼，39以至有巨贊法師文中提到的情形： 
                                                 

37 參見 Olcott Gunasekera, “Venerable Narada Maha Thera: A Buddhist Missionary 
Par Excellence,” http://www.budsas.org/ebud/ebdha296.htm, 2008.10.28.  

38 明暘主編，《圓瑛法師年譜》（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年），頁 215。 
39 太虛大師曾就納羅達此番言論特約其當面晤談，但似乎雙方堅持己見，並未

達成共識。關於納羅達的此次訪華及太虛的回應，參見印順主編《太虛大師

年譜》「民國二十四年四月二十日」、「十月十九日」兩條。（《印順法師佛學著

作全集》卷 6，北京：中華書局，2009 年第一版，頁 247、頁 255-257） 
  按，塵空〈民國佛教年紀〉記此年七月納羅達來武昌與太虛大師商辦律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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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許多人竟也「自傷己命」、「自慚形穢」起來，趕緊派了幾

個青年學僧跟他到錫蘭去學所謂真正的佛法。40 

                                                                                                                   
院（見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6，頁 214），與《年譜》「四月

二十日」條（據《海潮音》十六、五「新聞」）所記事有相合，究竟是同一次

協商的不同記錄，還是兩次協商，待核。 
40 同註 15，頁 7。 
  又，當時中國佛教界派遣的留學僧眾說不一：高振農謂當時組團有僧人惟幻、

法周、慧松、唯實、了參和居士黃茂林等，而此年（1936）實際成行僅惟幻、

法周、慧松等。（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2 年，頁 5；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襲取此說，北京：

民族出版社，2000 年，頁 374） 
  但高氏同年出版的另一著作則謂參加的有慧松、法周、惟幻、惟實、隆安、

惟植等。（阮仁澤、高振農，《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年，頁 179） 

  東初法師謂系惟幻、法周、慧松、唯實等 5 人。（釋東初，〈民國以來海外之

留學僧〉，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86，頁 369，又見氏著《中印

佛教交通史》，台北：中華佛教文化館，1991 年，頁 489；張偉達等著，《世

界現代後期宗教史》取此說，北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 年，頁 96） 
  楊曾文《當代佛教》謂系惟幻、法周、慧松、唯實、岫廬等 5 人。（台北：東

方出版社，1993 年，頁 90） 
  法舫《1936 年的中國佛教》依據《海潮音》上的記載，謂成行者系慧松、法

周、惟幻、惟植、岫廬等五人，且由太虛為作宣誓證明（《太虛大師年譜》「民

國二十五年三月八日」條所據同為《海潮音》十七、四「現代佛教史料」，唯

僅拈出前二人姓名）。 
  今檢寬道《消閒日記》「民國二十五年三月十日」條記「大悲法師、趙朴初居

士陪錫蘭學法團團員惟幻、惟植、慧松、岫廬、法週五人來辭行（准明日乘

渴格摩洛號郵船出洋）。」（《民國叢書》，影印上海三昧寺 1936 年 12 月印刷

本，頁 75）則可以確定當系此五人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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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巨贊法師是很不以為然的。他指出： 

其實學固然可以，而硬以我國的僧人為非僧人，乃至發出重行受

戒的怪論，則不免夏蟲井蛙，貽笑大方。納羅達何嘗懂得龍樹無著

的精神，那些自傷己命、自慚形穢的人，也太沒有中心思想了。41 

這裏所謂的中心思想，便是上文提出的三點範圍中的第二點，也是

下文接著解釋的。它主要包含兩方面的內容：一是僧伽制度隨順時代、

區域的變化而變化的合理性和必然性；二是佛教理論因應不同的時節因

緣和文化傳播而變化的必要性和正當性。關於第一方面，巨贊法師指出： 

首先我們要知道我國氣候寒冷，光披薄薄的麻織袈裟，那只有活

活凍死；沙門乞食，佛教未來以前，我國本來沒有那個風俗，假

定一出家就靠托缽維持生活，那也只有活活餓死。所以祖師們在

袈裟之外不得不添置棉的夾的衣服以禦寒，不得不耕作以維持食

用。根據佛制戒律的原意，這是非常合理的，所以歷來稱祖師們

所立的法為清規。清規，是佛教發展歷程當中的一件大事，其重

                                                                                                                   
  一干留學僧名義上為圓瑛主導的中國佛教會所派，實則其中太虛門下居多（慧

松、法周［巴宙］、惟幻［李榮熙］、岫廬均為太虛門下，獨惟植不詳，頗疑

亦為太虛門下），則巨贊法師此番批評，隱然似有針對太虛之意。按太虛有意

派遣學僧赴錫蘭留學，與其以中國佛教為本位而會通各佛教傳統、熔鑄一整

全之新佛教形態的宏大理想有關，有關安排早在納羅達來華以前即已展開，

且太虛對納羅達的言論有當面批評（但未必為外界所廣知）。若巨贊此番批評

將太虛包括在內，於太虛誠屬不虞之毀。此或與《年譜》同年所記因中日佛

教會事發生誤會，巨贊（化名定公）發表〈為中日佛教學會告國人書〉批評

太虛一事有關。但事隔數年，且巨贊發表於《獅子吼》上諸文對太虛頗多推

許，此處真實所指究竟為何，仍待推敲。 
41 同註 1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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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遠過於大眾部的改革。將來的佛教制度，必然的要藉著這個基

礎而逐漸邁進。納羅達大師之流，現在雖然冷笑地非議著，亦必

有來行這個辦法之一日。42 

僧伽制度如何改革，新佛教運動的先驅者們意見未盡一致；但僧伽

制度可否改革，則大家眾口一詞地認為不但可以而且必須。因為若是否

定這一點，整個新佛教運動便失去了合法性，所以巨贊法師有這樣的反

應不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當面對來自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佛教傳統

的批評時，巨贊法師的回應裏對於漢傳佛教的僧伽制度傳統整體上持一

種肯定態度，他在面對內部發言時激烈批評的宋以後的僧制的不合理之

處，在這裏完全沒有提到。這裏面，固然有行文修辭策略的原因，但也

不禁讓人覺得其中隱然有一種民族主義的立場。如果對比稍後另一位佛

教革新運動的鉅子印順法師在論及禪門清規時或明或暗的批評，更容易

令人以為這是一種民族本位的立場。 

不過，這種解讀未必符合巨贊法師的本意。因為在論述第二方面，

即佛教理論因應不同的時節因緣和文化傳播而變化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時，巨贊法師又明確指出： 

（中國各宗的祖師大德的思想）各有特色，和印度佛教的外形不

盡相同，有人好意地，或者竟是歹意地稱之為中國佛學，還有人

以為他們攙雜了道家儒家的思想，不能算佛教的正統。我則以為

這種論調很可以與南傳小乘佛教徒之斥大乘非佛說者等量齊

觀，根本沒有學術上的價值。因為我們在僧肇以至澄觀的著作當

中，理論之最基本或最中心的地方，看不出和他們說中國佛學的

                                                 
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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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們，所謂原始佛典四阿含經兩樣之處。一般造句用語之不

同，不過如夏葛冬裘的殊異。43 

顯然，那種認為中國佛教思想在根本上有別於印度佛教的論調，不

管是善意的還是歹意的，都是巨贊法師明確反對的。因此，以民族本位

來界說巨贊新佛教論述的立場似乎未必恰當，這裏體現的立場，更像是

一種佛教本位的立場。不過，站在局外人的角度，也許我們可以說：這

兩種立場──民族本位和佛教本位，其實始終是存在的，只不過，對於

這兩者之間的張力，巨贊法師更傾向於圓融的立場。 

令人感興趣的是，巨贊法師反對「中國佛學」之類的提法，其針對

的具體對象是什麼？從下文對於胡適的禪宗史研究的激烈批評來看，顯

然首先是針對教外學者強調中印佛學差異的研究。44不過，我們知道，

在強調佛教革新和推動新佛教運動的教內諸賢當中，主張中印佛學有重

大區別，甚至認為中國佛教（至少是其中某些流派）已經異化變質的，

也大有人在。印順法師的一系列含有對中國佛教傳統宗派的針砭的著

述，尚未問世；即使是發表於同年（1941）的一些隱約透露出對中國佛

教某些宗派思想批評的文章，也不可能是作者寫作此文時（本期《獅子

吼》封面標示的出版日期是 1 月 15 日）所能讀到（如印順的〈法海探

珍〉一文是下半年完成的），因此所針對的應該不是印順。相反，倒是

在巨贊法師十分推崇的支那內學院一系中，宜黃大師師弟都公開表示中

                                                 
43 同註 15，頁 7-8。 
44 巨贊：「我們學術界的聞人胡適之先生，做了許多關於達磨惠能的文章，昌言

禪是中國的特產，也很可以併入此論。現在我不想駁他，只希望他先多瞭解

一點究竟什麼是佛學，再談佛學與達磨惠能的關係與區別，從而斷其為中國

的特產與否方有價值，否則縱然因此而成名賺錢，與學問有什麼關係？」同

註 15，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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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佛教某些宗派教義不契佛理。從《獅子吼》創刊請歐陽竟無題簽和發

表歐陽先生的來函看，雙方的通訊是順暢的，而且從第一期刊載的〈新

佛教運動的回顧和前瞻〉一文中可以看出，巨贊對於內院擬精刻大藏一

事十分清楚並大加讚賞。由此推斷，出於呂澂先生手筆的〈精刻大藏經

緣起〉一文不太可能在巨贊法師視線之外，而該文明顯地對於中國佛教

很多宗派的思想是不以為然的。那麼巨贊此處的批評，是否也包含了對

內院這種立場的婉轉批評呢？從此文本身，我們找不出明顯的證據，但

是從其邏輯來看，是可以推出這樣的結論的。事實上，時隔二十三年之

後，巨贊法師在〈我對於《中華大藏經目錄》的一點意見〉一文中，45對

於基本秉持〈精刻大藏經緣起〉立場的呂澂版《中華大藏經擬目》，46特

別是其中擯斥《起信》、台、賢、禪等中國佛學主流宗派和主流思想的

立場，提出長篇的尖銳質疑。可見巨贊法師確實是不贊成這一立場的。

從這種對於中國佛教主流宗派的堅決肯定態度，也可以看出巨贊法師的

佛教觀當中，確乎有些民族本位的味道。只不過，這種立場因為他強調

中印佛學的一致性而不是特別凸顯。 

這裏順便提出，巨贊法師和內學院一系的關係問題，是一個值得梳

理的好題目。《獅子吼》創刊請歐陽竟無題簽，《獅子吼》上經常發表歐

陽先生的來函或是短文，巨贊法師把新佛教運動的發軔歸功於楊仁山居

士，對於內學院一系在新佛教運動中的貢獻大為讚賞，甚至稱虛大師為

內院的學生，無不可以看出他對內院的推崇。更有進者，巨贊法師對於

佛教的根本思想的理解，也受到宜黃大師的深刻影響（參見後文）。 

                                                 
45 此文寫作於 1964 年，但公開發表於《法音》5 期（1982 年）上。 
46 呂澂先生的《中華大藏經擬目》僅比當初內院的《精刻大藏經擬目》多出 37

卷，而在經目遴選、編排方針上，與當初無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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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兼論巨贊法師的

「新佛教」論述的方法特色 

巨贊法師所謂「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其實就是佛教的中心思

想，也就是上文所謂的「一個明白的一貫的中心」。為什麼新佛教運動

必須關注這個問題？巨贊法師在〈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篇首開宗明

義作了解釋： 

「有了革命的理論，才有革命的行動。」這在目前，是一句人所

共知的格言了。那麼理論錯誤了，當然就會招致行動的謬妄。所

以新佛教運動，尤貴有中心思想。47 

關於何為佛教的中心思想和根本精神，及其與新佛教運動的關聯，

在〈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一文中有明白的表述（括弧內文字為筆者

所加）： 

佛教經過（空有二宗）這兩個宗派的開發，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

的光芒，奠定了不可動搖的中心思想。……（中國佛教）各家的

著述，都是以空有兩宗的理論為標準。……所以我們從這裏可以

深深地知道，無論是印度的中國的佛教思想，都以「龍樹無著學」

為中心，做根本；無論是三論、天臺、法相、賢首，乃至禪與密

淨，都從「龍樹無著學」流出。那末我們——新佛教運動者，為

救弊扶弱起見，對於龍樹無著學應該先有透徹的瞭解，至少要有

相當的根底。48 

這段話文義顯豁，不必解釋。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和巨贊法師發

                                                 
47 同註 17，頁 17。 
48 同註 1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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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獅子吼》創刊號上的〈略論空有之諍〉一文之間的呼應關係。該

文是體現巨贊法師對於印度佛教思想發展史見解的一篇重要文獻，他爬

梳印度佛教思想史後，得出「龍樹無著學」為印度佛學之根本的結論。

此文則是順承該文的方法，進一步梳理中國佛教史，從而得出中國佛教

的中心思想也不外乎是以「龍樹無著學」為根本的結論。 

這種從「史的研究」，即從歷史發展去確立（確證）新佛教運動的

教理基礎以及合法性的方法和視角，是巨贊法師展開「新佛教」論述的

重要甚至是首要的敍事策略，成為其相關論述的一大特色。這種方法，

雖然也見於其他佛教革新運動鼓吹者的論述中，但其他人儘管將其作為

重要的論證策略之一，卻往往不是首要的方法。例如，無論是武昌佛學

院太虛一系（以太虛與法舫、大醒、印順師弟為代表），還是支那內學

院歐陽竟無、呂秋逸師弟一系，都首重從教理（理）層面發明佛教革新

的正當性，然後從教史（事）層面佐證佛教革新的必然性。而在巨贊法

師，在教理（理）和教史（事）的證據上，明顯是偏重於後者。這種論

述策略，在巨贊法師是一以貫之的，無論是 1949 年前《獅子吼》上，

還是 1949 年後《現代佛學》上關於新佛教的重要篇章，都是如此。甚

至僅僅流覽這些文章的篇名，就可以看出巨贊法師對於「史的研究」的

偏好。例如〈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49〈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50

〈一年來工作的自白〉（名為一年來，實則是自己一生經歷的回顧）等

等。51即使一些題目看不出「史的研究」特點的篇章，其正文中運用的

論述策略也往往依然是「史的研究」。譬如這裏提到的兩篇文章（〈新佛

                                                 
49 同註 14。 
50 同註 15。 
51 釋巨贊，〈一年來工作的自白〉，《現代佛學》1 卷 1、2 期（195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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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運動的中心思想〉、〈略論空有之諍〉）便是一例，看題目會以為偏於

教理分疏，其實仍是從教史展開。再譬如〈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

論佛教革新運動中的困難問題〉一文，52展開論述時，也是循歷史演進，

分別從西方歷史、中國歷史、佛教歷史來談。如果說佛教革新運動其他

各家的論述抽去「史的研究」尚可成立的話，那麼若從巨贊的「新佛教」

論述中抽去「史的研究」，恐怕就所剩無幾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

們可以說，「史的研究」最鮮明地體現了巨贊法師「新佛教」論述的方

法特色。 

進而言之，這種偏重「史的研究」的論述策略，一方面是因為巨贊

法師是當時佛教界少見的通多國外語者，53他廣泛涉獵中外歷史，長於

史學論述，早在三十年代其史學文章便受到史學大家陳援庵先生的關

注。54另一方面，也可能與他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注意從歷史發展考

察佛教的宏觀演進有關。55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巨贊法師對於佛教中心思想的理解，和歐

陽竟無主張「龍樹無著，兩聖一宗」的佛學見解若合符轍。可以看出，

這一時期巨贊法師思想和內院一系，尤其是歐陽竟無的思想，頗有同調

之感。而在民國佛教革新運動中領袖群倫的太虛大師的大乘三系說，及

其高足印順法師修正版的大乘三系說，顯然沒有成為巨贊立論的依憑。

                                                 
52 釋巨贊，〈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論佛教革新運動中的困難問題〉，《現代

佛學》1 卷 3 期（1950 年）。 
53 佛源法師稱其「學貫中西，文通六國」，見《巨贊法師文集》圖版（北京：團

結出版社，2001 年），頁 7。 
54 參見朱哲，〈朱哲序〉，《巨贊法師文集》（北京：團結出版社，2001 年），頁 8。 
55 二十世紀三四十年代，巨贊法師在湘桂時期與左翼文人過從甚密，不但左翼

文化人屢屢在《獅子吼》發文，巨贊本人此時的文章也屢有直接或間接地徵

引唯物論觀點的情形（儘管未必全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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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頗堪玩味。 

當然，巨贊法師和歐陽竟無的佛學思想也有較為重要的區別：巨贊

法師的思想更為圓融。對於天臺、法相、華嚴，都持肯定的立場。尤其

是對於華嚴，隱隱更有偏好，認為： 

法藏援據玄奘所介紹的性相兩宗的說法，和天臺宗的思想系統，

更加上一番揚棄的工作而組織成賢首宗，分宗判教，大體上是比

較圓滿一點。56 

（三）1949 年以後巨贊法師「新佛教」論述的變奏──

兼論其與呂澂思想的可能關聯 

如上所述，1940 年代初《獅子吼》時期諸文，巨贊法師對於中國佛

教主流宗派相當肯定，認為都是從「龍樹無著學」流出。但是，這種對

於隋唐時期中國佛教主流宗派的思想整體肯定的觀點，在 1952 年發表

的〈關於佛教徒的信仰問題〉一文中，有大幅度的改變，甚至是顛覆性

的論述： 

理論上的雜亂現象，最重大的莫過於「返本還源」論，其次是庸

俗的因果輪回論。返本還源論者認為「真心」本淨，被客塵煩惱

所染汙故名為雜染，離煩惱時轉成無漏，恢復本來清淨的真心，

稱之為佛，或名正覺。這種理論自唐宋天臺、賢首兩宗合流之後

就非常盛行，幾乎成為佛教理論上的正流派，其實是非常錯誤

的。57 

                                                 
56 同註 17，頁 19。 
57 釋巨贊，〈關於佛教徒的信仰問題〉，《現代佛學》3 卷 1 期（1952 年），頁 7；

另見朱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上編（北京：團結出版社，2001 年），頁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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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相對照，簡直讓人難以相信前後兩種論述出於同一位作者筆下。 

不僅對於中國佛學正當性的見解有如此重大修正，同一篇文章中，

作者還以超過六百字的篇幅，大段引用「前幾年錫蘭佛教青年會出版的

《佛教月刊》上」登載的〈一個緊急的呼籲〉一文，58對於中國佛教在

僧伽制度上的嚴厲批評，並且表示同感： 

衰頹了的中國佛教，還得到國際友人如此的熱情呼籲，真叫我們

感激萬分，慚愧萬分。從這裏也更使我們知道，人家對我們佛教

界的指點是十分正確的。59 

這裏表達的「感激萬分」、「慚愧萬分」的心情，和作者之前辛辣嘲

諷的「自傷己命」、「自慚形穢」，不是如出一轍嗎？同一位作者，竟然

在十一年後有如此顛覆自我的論述，不禁讓人瞠目結舌。作者的立場有

如此大幅度的轉變，固然有其特殊的政治語境，特別是出於為新中國的

改造佛教運動張本的考慮，此處暫不討論。但值得追問的是，就佛教思

想的內在理路而論，巨贊法師的這種見解是受了什麼影響，從何而來？ 

筆者以為，這種見解與呂澂先生的佛學主張，尤其是呂澂先生以性

寂、性覺區分中印佛學之大別的主張有莫大關係。呂澂先生的這一認

識，是在 1927 年至 1937 年間編撰《藏要》期間明確的，隨後在 1943

年與熊十力辯論佛學根本問題和中印佛學異同時暢其所論。這場現代佛

學史上的重大論爭歷時半載、書翰往來達十七封之多，但因屬於同門之

間的私人信函往還，外人無從得知（這些書信晚至 1984 年才在《中國

                                                                                                                   
吳志雲主編，《巨贊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917。 

58 限於時間筆者未能檢核此文與納羅達中國之行的關係。但兩種批評之間著眼

點和精神上的一致性當可推定。 
59 釋巨贊，〈關於佛教徒的信仰問題〉，《現代佛學》3 卷 1 期（1952 年），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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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第十一輯上以〈辯佛學根本問題〉為題公開發表）。呂澂先生關於

佛學基本問題的三篇重要論文，也是直到 1953 年下半年起才在《現代

佛學》上陸續發表，60但呂先生 1940 年代在內院的一些講稿，已經透露

出這方面的思想。特別是 1950 年代初，呂先生有較長的時間呆在北京，

參與發起成立「現代佛學社」，參加政協會議，應當與巨贊法師有密切

的往還。呂澂先生的主張為巨贊法師所詳知，應當是在這一時期。而由

此帶來的思想衝擊，也鮮明地體現在這篇引人矚目的文章當中。 

耐人尋味的是巨贊法師在本文結尾提到： 

此文倉卒寫成，過於簡略，尤其關於批評返本還源論的一段，沒

有提出正面的解說來，據我的愚想，在這個問題上定有許多不同

的看法和意見，希望能夠儘量提出來，並且愈尖銳愈好，以便深

入討論。61 

這裏所謂的「倉卒寫成，過於簡略」、「希望（不同意見）能夠儘量

提出來，並且愈尖銳愈好」並非客氣話，他真實地反映了巨贊法師接受

新說之初受到的震撼，以及並未徹底悅服、戒慎恐懼的真實心理。顯然

是有感於問題的重大和嚴重，巨贊法師在連載於《現代佛學》上的〈再

                                                 
60 〈正覺與出離：佛學基本問題之一〉，《現代佛學》12 期（1953 年）。〈緣起與

實相：佛學基本問題之二〉，《現代佛學》5、6 期（1954 年）。〈觀行與轉依：

佛學基本問題之三〉，《現代佛學》7 期（1954 年）。另外，〈華嚴宗〉，《現代

佛學》8 期（1954 年）；〈禪宗〉上下，《現代佛學》11、12 期（1954 年），也

是這一時期發表的這方面的重要著述。 
61 同上。《現代佛學》3 卷 1 期（1952 年），頁 8；朱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

（北京：團結出版社，2001 年），頁 735；吳志雲主編，《巨贊文集》（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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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關於佛教徒的信仰問題〉，62以少見的超長篇幅進一步討論這一問題。

其中除了更加明白地剖析返本還源論和庸俗因果輪回觀在政治上的危

害性、與正統意識形態的衝突之外，63更要緊是如何在清算返本還源論

的同時維護唐宋以來中國佛教主流傳統的正當性，也就是作者所謂「關

於返本還原論的正面解釋」，作者的論述可謂煞費苦心。對此，我們在

後文分析巨贊法師建國前後新佛教論述的變化時還要進一步分析，這裏

先繼續梳理巨贊的佛學觀和內學院一系的關係。 

雖然在五十年代初期，巨贊對於中國主流佛學的認識受到呂澂先生

思想的很大衝擊，甚至出現上述言論，但是衝擊之後，巨贊法師反復思

考的結果還是堅持圓融的立場，主張中國佛學基本精神不違背印度佛

學。這一點，不但體現在 1962 年他和呂澂先生發表在《光明日報》上

的〈試論中國佛學有關心性的基本思想〉展開的討論（往返信函見當年

                                                 
62 釋巨贊，〈再談關於佛教徒的信仰問題〉，《現代佛學》3 卷 3 期（1953 年 1 月）。 
63 「我們佛教徒在思想上如果不能使因果輪迴和定命論絕緣，又不能夠使出世、

生西、了生脫死充滿積極的意義，那麼，毫無疑問不僅對革命與和平建設有

妨礙，即對於佛教本身的建設也是有妨礙的，那是多麼危險的事情啊。」（朱

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北京：團結出版社，2001 年），頁 737；吳志雲主

編，《巨贊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922） 
  「返本還原的思想，非但不合佛理而且也是違反時代精神的。因為人類的一

切努力如果是遵循著返本還原的道路走的話，則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奴隸社

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再到共產主義社會，

而又回入奴隸社會，循環往復，無有了期，那末人類的一切努力簡直是和自

己開玩笑，這無論如何說不通，也是十分有害於革命事業的發展的。」（朱哲

主編，《巨贊法師文集》，頁 743；吳志雲主編，《巨贊文集》，頁 930） 
  姑且不論這裏對於返本還原論的解說是否有曲解和漫畫化之嫌，但是作者清

算返本還原論的現實政治關懷昭然若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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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佛學》第五期），64也體現在〈我對於《中華大藏經目錄》的一點

意見〉這篇重要文章中。65可以說，經過震盪之後，巨贊法師更加堅定

了肯定中國佛教主流傳統合法性的立場。基本上，這也是巨贊法師最後

的定論。 

值得注意的是，陳兵教授的回憶文章中指出： 

法師的佛學見地，立足於法相唯識學，認為印度佛學，主要是中

觀、瑜伽二宗，中觀到提婆為止，清辨以後就走偏了。他對中國

化的天臺、華嚴等圓教不甚贊同，但對禪宗卻情有獨鐘，自感得

受用。……請教他對呂澂先生批判中國化佛學、證偽《楞嚴》等

的看法，他說：「並不完全同意呂先生，曾撰文批駁，呂先生得

知後請我不要發表，說明他自己並未完全拿得准，對於一些問題

思考用的功夫不夠。」66 

如果此說可信，那麼巨贊法師雖然回到肯定中國佛教主流傳統合法

性的立場，但是對於宗派形態的偏重還是有重大調整，最明顯的一點是

對華嚴的評價顯得比較有保留。參照巨贊法師發表在《現代佛學》1955

年七月號的〈華嚴宗的傳承及其他〉，67約略可以知道他對於華嚴宗的肯

定和保留分別在於： 

（華嚴宗的法與法性關係理論）可以打破真俗、理事以及生死涅

                                                 
64 呂澂，〈試論中國佛學有關心性的基本思想〉，《呂澂文集》（台北：文殊出版

社，1988），頁 9-19。 
65 釋巨贊，〈我對於《中華大藏經目錄》的一點意見〉，《光明日報》（1964 年）。 
66 陳兵，〈感懷巨贊法師〉，《西山論壇‧佛教文化暨巨贊大師誕辰百年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廣西：西山龍華寺，2008 年 11 月），頁 4。 
67 釋巨贊，〈華嚴宗的傳承及其他〉，《現代佛學》（1955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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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煩惱菩提的執著而發菩提心，行菩薩道，這是它所發生的良

好作用。但流弊所及，有時光是玩弄玄學論調反把臨濟禪師所謂

「無多子」的本來非常簡單明白的佛法，說得雲裏霧裏，莫名其

妙而妨礙辨別是非和正確的觀行。68 

我個人認為法藏大氣磅礴，從法和法性的關係上，構畫出一套如

呂秋逸居士所說的「精緻的圖式」，確實有其不可磨滅的功績，

但他沒有儘量利用印度佛教最精深的資料融結成為一種行解圓

融的典範，以及表達佛菩薩廣大的智慧和莊嚴的行願。69 

此番批判是否正確姑且不論，但不難看出如此評價還是從重視實踐

的立場出發的。而對於華嚴宗的基本理論的正當性，巨贊法師並無反

對。這一點也可以從 1962 年 6 月 18 日他和呂澂先生討論心性問題的信

函得到印證。70 

四、餘論 

以上就巨贊法師「新佛教」論述的宗旨、目標、主要內容、具體措

施、應秉持的立場和中心思想等問題作了簡單的梳理，並就巨贊法師的

佛教觀和佛學基本立場與內學院一系的關係作了初步的考索。其實，他

                                                 
68 轉引自朱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北京：團結出版社，2001 年），頁 393。 
69 同上註，頁 394。 
70 信中稱：「賢宗的『性起』說，似乎基本沒有超出《中論》『以有空法故，一

切法得成』、《維摩經》『依無住本，立一切法』的論點，因此討論中印佛學的

異同問題，似乎還可以從另外的一個角度去談。」（《現代佛學》5 期，1962
年，轉引自朱哲主編，《巨贊法師文集》，頁 1000）顯然不贊成呂澂以性寂性

覺判分中印佛學，認為華嚴宗根本教理立場與印度佛教正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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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虛法師思想之間的繼承、發展、修正，是一個更值得研究的問題，

需專文處理，這裏僅簡單指出兩點： 

第一、巨贊法師對於中印佛學的許多觀點都與太虛大師一致，特別

是把近代佛教衰敝的原因，歸咎於元明以後的制度馳廢和義學不振，而

對於唐宋時期中國佛教的主流宗派和佛學思想加以肯定的立場，和太虛

大師非常一致。可以說，太虛大師圓融各種佛學流派的立場，在巨贊法

師這裏得到了特別明顯的繼承和發揚。這與印順、呂澂等新佛教運動鉅

子對於中國佛教的冷峻批判迥然不同。其間原因，與兩類典範人物個體

性情和治學傾向上的差異不無關係。太虛、巨贊均為豪情奔湧、氣魄擔

當式的人物，有強烈的淑世、救世情懷，他們大量參與現實的社會活動，

對於一些嚴峻的現實問題的考慮始終比根本問題的解決排在更優先的問

題。在治學上面，他們注重佛學和外學的圓融，廣泛涉獵世界學，力圖

使得佛教與現時代的方方面面重新發生意義的關聯（recontextualization），

以此作為佛教回應現代性的挑戰，重建佛教存在的正當性乃至重返文化

建設的領導地位的必由之路。而呂澂、印順則更強調對佛學根本思想上

作一番激濁揚清的工作，通過駁正和剔除佛學發展流變過程中的種種扭

曲、蛻變，來「暢佛本懷」，彰顯佛教的本來面目，這是一種正本清源

的思路。套用傳統的佛教術語，前者更強調契機，後者更強調契理。 

第二、巨贊法師關於僧制改革的論述較諸虛大師更為激進，因而也

更多空想成分。其中思想上的缺陷也驚人的一致：都漠視守舊僧侶的主

體性，缺少民主精神和程式正義觀念；對於政治力量介入僧團事務可能

引起的複雜糾葛，特別是佛教主體性缺位帶來的嚴重後果，缺乏足夠的

自省，以至於天翻地覆的政治巨變之後，本來為「佛教改革」張本的新

佛教論述，一度自覺不自覺地成為替「改造佛教」乃至壓制佛教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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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辯護的說辭，但續佛慧命、佛化中國的強烈淑世情懷，使得它最終

還是以高揚佛教的主體性作為自己的絕唱。 

巨贊法師「新佛教」論述，這一闕追尋現代性的華麗樂章，在政治

丕變的時代風雲中，經過憂鬱低回的變奏，最後鳳凰涅槃，歷劫火而重

生，成為當代佛教史上的天鵝之歌。回顧歷史，不禁讓我們俯首斂眉，

向一代大師再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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