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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宗教寬容原則 
 
 

鄧 子 美
∗ 

 

摘要： 

本文是筆者提交「跨宗派的人間佛教視野」學術會議1論文的一小部

分修改而成，就太虛與宗教寬容原則相關的論述作了系統梳理的同時，

以 1949 年後留在大陸的 42 位太虛思想繼承者資料2中反映的事實，證明

                                                 
∗ 江南大學宗教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1 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金會編，《跨宗派的人間佛教視野──第 11 屆海峽兩岸

「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桃園：財團法人弘誓文

教基金會，2012 年 5 月）。 
2 由於歷次政治運動等歷史原因，以前人們多噤不敢言，後又多遺忘散失，這

是迄今為止僅能搜集到的。在 1949 年後，在海外或港澳臺活動的太虛門下與

留在大陸的太虛門下有著絕然不同遭遇。按思想繼承關係可劃分為兩類：一

是有直接關係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理院師生，如會覺、法尊、

芝峰、心道、本光、塵空、亦幻、嚴定、淨嚴、超明、智誠、妙闊、度寰、

普超、道源、遍能、葦舫、茗山、唯賢、竺霞、慧海等法師與張純一、黃懺

華、郭朋、巫白慧、穀又萌等居士。二是僅有間接繼承關係但產生重大影響

的追隨者，如巨贊、明真、觀空、淨慧、真禪、昌明、融開、無相法師與趙

朴初、陳耀智等居士。 
其中，巨贊等較特殊，雖其也曾為太虛學生，思想傾向也屬太虛一系，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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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原則在佛教界貫徹的可能性與必要性。相對於已引起重視的各宗教間

的寬容與對話，這是前人很少涉足的論域。筆者認為，人間佛教思想也

是理解宗教寬容原則的導引者。該原則的貫徹包含四方面：一、佛教各

宗派之間的加強對話、溝通與相互促進，佛教稱之為和合，其實質則仍

屬不同思想傾向與宗派之間的相互寬容。二、對改宗與還俗的寬容。三、

贊同人間佛教理念的各寺院、社團間的相互寬容與支持。當然，還有各

宗教間的寬容與對話。 

 

 

 

關鍵詞：人間佛教、宗教寬容、當代太虛思想繼承者 

                                                                                                                   
虛早就針對其主張說，「中國的佛教革命，決不能拋棄有二千年歷史為背景的

僧寺，若拋棄了僧寺，以言廣泛的學術化、社會化」，很「危險」。（釋太虛，

〈我的佛教改進運動略史〉，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冊 29[台北：善導寺

佛經流通處，1980 年]，頁 91。）故歸入太虛本人並不很認同的追隨者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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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Buddhism and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Tolerance  

 
Deng, Zi-mei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further revision and elaboration of one small part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ter-sectarian Perspectives 
of Humanist Buddhism”. While analyzing Master Taixu’s discu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tolerance, the author proves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is principle by examining facts demonstrated in the collected 
data of Taixu’ 42 successors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49. Compared with 
the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dialogues which have drawn significant attention, 
this is a new area for further stud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Humanistic 
Buddhist Spirit shall also guid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 of 
religious tolerance. To be comprehensive, the principle should encompass 
four dimensions. Firstly, there need to be better dialogues, communications, 
and mutual improvement among all Buddhist sects and traditions. It is called 
concordance in Buddhism, and in practice, it shall be realized in mutual 
tolerance with diversities of ideas and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sects. 
Secondly, there should be more tolerance with conversion from one sect to 
another, or even tolerance with de-robed monastic. Thirdly, there could be 
more mutual tolerance and support among all Buddhist temples and groups 
that agree with the idea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Finally, there could be 
more tolerance and dialogues among all religions. 

 

Keywords: Humanistic Buddhism, religious tolerance, the contemporary 
successors of Master Taixu’ spiri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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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宗教格局的確立，奠基於兩大原則之上，即信仰自由原則

與宗教寬容原則。此兩大原則均為法定原則，前者是自 16 世紀由西方

宗教首先開啟的現代轉型以來，經無數人奮鬥爭取才獲得的，被列於現

代各國憲法。後者則是歐洲天主教與新教之間以及新教教派（包括所謂

異端）之間血腥爭戰的教訓總結，由「南特敕令」首次確認。3這兩大原

則都是政府與各社會團體針對著不同的宗教現象，處理宗教事務的原

則。前者所針對的是種種干涉甚至侵犯公民或社團的信仰自由之行為，

後者則針對著宗教爭戰、宗教迫害、宗教仇視與歧視等現象。此外，宗

教寬容的內涵還體現在各國憲法規定的國民一律平等，無階級、宗教等

等差別的原則之中。同時，這兩大原則也相互包涵。可以說，沒有對前

者內涵的充分理解，（即自由權利的行使意味著尊重別人同樣的自由，

否則便是對自由的濫用），後者就難以實現。同樣，沒有後者即宗教寬

容，也就沒有前者的充分實現。 

前現代宗教在原則上是不認同宗教寬容的，如中世紀天主教會（非

現代天主教徒）對新教徒的宗教迫害，清末殺害提倡辦現代僧教育的松

風和尚之啞羊僧。而人間佛教無疑具有主張關懷社會，參與社會的現代

                                                 
3 南特敕令（法語：édit de Nantes）為法國國王亨利四世（1589－1610 在位）在

1598 年 4 月 13 日簽署頒佈的一條敕令。這條敕令承認了法國國內胡格諾教徒

的信仰自由，並在法律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權利。而這條敕令也是世界上第

一份有關宗教寬容的敕令。由於為結束胡格諾戰爭，亨利四世在南特城予以

頒佈，故稱南特敕令。敕令保證不追究胡格諾戰爭中的一切行為，胡格諾派

獲得信仰自由，有權建造教堂和召集教務會議；在法律上享有公民的一切權

利；在審訊新教徒時組成新舊教法官混合法庭；在政治上與天主教徒一樣，

新教徒有權擔任各種官職和向國王進諫；在軍事上允許胡格諾教徒保留 100
多座城堡，擁有軍隊和武器。由於在當時，國王的命令就是法律，因此這是

歐洲歷史上第一個保證宗教寬容的法律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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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而必須重視宗教寬容。學界關於信仰自由原則論述甚多，而宗教

寬容原則在漢語學界尚未引起應有重視。依據太虛論述與上述人物的信

仰與際遇，人間佛教視野之內，現代宗教寬容原則的貫徹主要有三方

面：一、與人間佛教解行4相關的佛教各宗派之間建立共識，加強溝通與

相互促進，佛教稱之為和合，其實質則仍屬不同思想傾向的宗派之間的

相互寬容。二、對改宗與還俗的寬容。三、贊同人間佛教理念的各寺院、

社團間的相互寬容與支持。當然還有各宗教間的寬容與對話。但在此，

筆者強調的主要是同一宗教中的不同教派之間的寬容，其理由是在基督

教與伊斯蘭教的極端派別中存在的宗教仇視現象已經引起了人們充分

重視，但其實在同一宗教中，例如在基督新教或日本佛教內部，表現為

宗教歧視的教派紛爭更隱蔽而激烈，因而同樣需要宗教寬容。中華佛教

也不例外。鑒於「跨宗派的人間佛教視野」議題正在引起學界重視，依

據著太虛相關論述與 1949 年以後太虛思想的繼承者之人生浮沉實際，

本文論述的重心尤在人間佛教與原先比較保守的佛教宗派之間的寬容

以及佛教各宗派的相互寬容。 

一、人間佛教與佛教各宗派之間的寬容 
雖然佛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歷來就最為寬容，但自古革新主張與保

守甚至拘守印度傳統的主張之間就存在紛爭，自人間佛教思潮興起後，

拘守淨土宗傳統的信徒也曾使用過焚燒印順《淨土新論》等激烈手段，

其中有些人至今尚存對人間佛教的敵視。學術界無視這一現實的「鴕鳥」

                                                 
4 簡言之，人間佛教的解行指在知解上以對佛教義理的現代詮釋為主，在修行

上既繼承大乘悲、智增上的加行，也尊重個人充分的自由，即完全可以依自

身根器所宜，選擇不同的法門，如參禪、修彌陀淨土、彌勒淨土、天台教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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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實為自我欺飾。佛教其他各宗派之間中也存在類似情緒，亟應重

視。而太虛當年在提倡人間佛教的「取僧伽之形儀，重菩薩之精神」的

革新同時，主張「八宗平等」（當然不必拘於八宗派，諸法平等更明確）。

5從太虛思想追隨者的解行實踐來看，這點也完全可做到。 

如茗山法師（1913－2001）就依人間佛教理論對彌陀淨土信仰有其

獨特解讀，終身修持不懈。茗山，江蘇鹽城人。1932 年依建湖羅漢院釋

宏台出家，後在鎮江焦山定慧寺受戒，入焦山佛學院學習。1935 年曾為

太虛侍者，隨侍太虛講經。次年，經太虛推薦，他赴武昌世界佛學苑圖

書館研究部深造。抗戰前期，茗山在湖南衡陽組織佛教會及佛學講習

所。1942 年任耒陽金錢山寺住持，創辦僧眾徹悟學校。1946 年茗山回

到了江蘇，在焦山佛學院主持教務，主編《中流》月刊。1947 年被選為

中國佛教會理事。自 1951 年起，任焦山定慧寺住持。1957 年任中國佛

教協會理事。1980 年後，歷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理事、副會長，江蘇省

佛教協會副會長、會長，南京棲霞山寺、句容寶華山隆昌寺、鎮江焦山

定慧寺、無錫祥符寺住持等職。2001 年 6 月圓寂。據茗山本人答《覺群》

季刊的訪談：「我……最後覺得真實的、深刻的、究竟的修持，確實在

『斷惑』上……總之，覺得修持的經驗一要長期懺悔，長期熏修！二要

精進不放逸，堅持無間斷。」6這裏講的「斷惑」既是過程，又是目標。

而他藉以「斷惑」的主要法門還是修彌陀淨土。然而，彌陀淨土即西方

淨土，這是否與人間佛教追求的目標——人間淨土存在衝突？其實茗山

對彌陀淨土的闡釋與修行，還是沿著太虛人間佛教思路，與佛教義理的

現代闡釋保持著同一方向。太虛儘管也曾反對把佛教簡化為念佛，但對

                                                 
5 釋太虛，〈整理僧伽制度論〉，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冊 33（台北：善導

寺佛經流通處，1980 年），頁 1。 
6 釋茗山，《茗山日記‧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頁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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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淨土，也作了符合佛經本義的理性化解釋，他說：「『南無阿彌陀佛』

是天竺國裏的說話，變成我們中國話：『南無，就是恭敬、皈依、信仰、

服從。『阿彌陀』，就是沒有邊際的智光，與沒有限量的福壽。『佛』，就

是聖人……覺悟了的人、智慧才能最偉大的人等。」……「這阿彌陀佛

不是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頭的。我們這個世界，喚做『忍苦的世界』。」

兩千多年前，釋迦牟尼佛在人間即這個世界，為我們說了阿彌陀佛在未

成佛，西方未成極樂世界之前的狀況，那時他本是個皇帝，從佛出家修

行，發了大菩薩心，才把所在世界變成了極樂世界。7換句話說，西方淨

土也由染土轉化而來，人間這一染土同樣可轉淨。而茗山認為：「無量

光表佛的智慧，無量壽表佛的理性；以智照理，以理發智，理智結合，

智理不二，是曰阿彌陀佛。」8他還提出，「要進一步理解無量光（智）、

無量壽（理）的含義來由，進一步理解實相無相（避免停留在執彌陀之

『相』的表面）和無不相（原夾註：真空妙有，寂照不二之理。）進一

步理解信願行的含義與理、事關係。」9這樣的表詮既有宋代永明延壽以

來的傳統依據，又有充分的現代意蘊，所重的是內在義理與自身修為。 

同樣，修行禪法與奉行人間佛教理念也並不衝突，太虛本人就是禪

宗敬安長老的門下，也因參禪得悟。10在間接繼承著太虛思想的追隨者

中，作為虛雲門下的淨慧（1933－2013）法師的解行可作代表，他是湖

北黃崗（今新州）人。因家貧，僅一歲半就被賣，幸得仁善、仁德二尼

師精心撫養。1948 年，仁德尼師又安排他到武昌普渡寺剃度。中華人民

                                                 
7 釋太虛，〈中國人口頭上心頭上的阿彌陀佛〉，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冊

54（台北：善導寺佛經流通處，1980 年），頁 36。 
8 同註 6，頁 95。 
9 同註 6，頁 27。 
10 鄧子美，〈略論太虛大師之禪〉，《佛學研究》5 期（1996 年），頁 176。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期 2013/9 146 

共和國成立後，他遷住武漢正覺寺、三佛寺等處。1951 年初，聽說虛雲

大師將在廣東雲門大覺寺啟建戒壇，淨慧不勝欣喜，當即南下雲門。他

在大覺寺住下的第二天，大家一起開荒種地，上了農禪並重的第一課。

同年 4 月初，遭遇了震驚佛教界的「雲門事變」。7 月，虛老抱病為各地

戒子授三壇大戒，淨慧也有幸在雲門後首次受具足戒的戒子之列。自此

他在乳源參禪躬耕不輟，並於 1954、1955 年兩次應虛雲之召，前往江

西雲居山真如寺領受開示參學。1956 年，他入中國佛學院求學，得以受

太虛弟子法尊、正果、塵空、茗山等法師耳提面命，並從巨贊、明真、

觀空法師、周叔迦、王恩洋居士等受教。1963 年，他被打成「右派」，

離開了中國佛學院，下放到北京郊區的一農場。自 1965 至 1979 年的十

五年間，他輾轉於廣東、湖北農村服勞，但仍參禪研讀佛典、自學古漢

語不懈。1979 年回到北京，參與了中國佛教協會工作。1981 年起，先

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刊《法音》主編，中國佛教協會常務理事、副會長，

著有《淨慧說禪》、《心經淺釋》、《佛教的社會責任》等，主編了包括《佛

法在世間》在內的《法音文庫》等叢書。 

作為虛雲弟子，淨慧當然繼承了虛雲禪學思想，但他強調了虛雲大

師順應時代潮流一面。11他認為，早在清末民初，佛教界就面臨著如何

迎接現代思潮的挑戰的大問題。在這一問題面前，當時有兩種傾向：一

種是以仁山、太虛等為代表的激進派，另一種是以濮一乘等為代表的保

守派。「虛雲老和尚在這個挑戰面前，似乎傾向於保守派，但對激進派

也有所妥協。他是擇善而從。激進派對佛教有利的（主張）他也能接受。

他是以傳統為主，同時也接受了當時激進派的某些做法，比如說創辦佛

學院。他在鼓山、南華寺等地，都創辦了佛學院，並且他還邀請了當時

                                                 
11 鄧子美，〈虛雲大師與近代禪門之振興〉，《廣東佛教》1994 年第 1 期（1994

年），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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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派裏邊最有名的大醒法師去講課。」12而大醒是太虛門下最激進的

一位。也可以說，淨慧是虛雲門下最能順應時代的弟子之一。他把虛雲

大師的禪學思想概括為：基本保存了叢林裏的一套規矩，相容並蓄靈活

應用長老大德接引學人的方式方法，恢復與堅持禪戒結合，有選擇地繼

承一切有利於攝受大眾的法事活動如水陸法會等，常年堅持打禪七，以

參「念佛的是誰」話頭為主，在自力的基礎上以彌勒淨土的他力彌補晚

年力衰的不足。13 

淨慧出於虛雲嫡傳，但他跟許多青年僧人一樣仰慕著太虛。淨慧指

出：太虛「是 20 世紀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傑出的思想家。他總結繼承

了兩千年來中國佛教各宗各派的思想，剖析了佛教在歷史的積澱中形成

的種種流弊，在東西新舊文化急劇的衝擊中，陶古鑄今，架構了具有劃

時代意義的、以人生佛教為特徵的太虛佛學思想體系。」他認為：「人

間佛教思想具有重視人生和以人為中心兩方面的意義，突出地體現了佛

法濟世利人的積極精神，是全部佛法的精髓之所在。」「把握了中國佛

教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他引用太虛的話說：「人間改善，後世勝進，

生死解脫，法界圓明」，「是四重為全部佛法所包容之目的。然以言終極，

惟法界圓明之佛果始為究竟，亦可謂此乃全部佛教之真正目的，前三層

皆為達此目的之方便也。」「法界圓明」也可以說是個人的慧解脫與理

想社會的統一。「人生佛教」「特重於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圓明」，但也

融攝著生死解脫與後世勝進（如往生淨土）。而人生的改善，首先是生

活合理化，行為道德化。14他力倡的「生活禪」就是臨濟-趙州禪風與人

                                                 
12 釋淨慧，〈虛雲老和尚的禪風〉，《中國佛教與生活禪》（北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5 年），頁 387。 
13 同上註，頁 388-390。 
14 釋淨慧，〈人間佛教與以戒為師〉，《中國佛教與生活禪》（北京：宗教文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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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佛教思想指導的結合。 

真禪法師（1916－1995），可謂繼承太虛人間佛教思想，弘揚華嚴

宗風的代表。他是江蘇東台人，1921 年出家，1931 年在寶華山隆昌寺

受具足戒，系「華嚴座主」應慈法師的親承弟子。1951 年後，任玉佛寺

寺務副主任、主任等職。太虛晚年常住玉佛寺，其僧眾深受太虛思想影

響。在 50 年代太虛門下葦舫任玉佛寺住持，真禪乃其得力助手。1984

年以來，真禪住持玉佛寺 17 年，每年春天都舉行華嚴佛七法會，宣講

《華嚴經》，特別是其中的《普賢行願品》講得尤多。他的主要著作《玉

佛丈室集》中，專列有《〈華嚴經〉與華嚴宗》、《華嚴經普賢行願品淺

釋》、《華嚴經淨行品淺釋》、《華嚴經十地品淺釋》等重要文章，集中闡

釋了華嚴菩薩行的內涵：從對《華嚴經》的全面介紹及其注釋疏理，到

菩薩行願發心、戒行以至修行時經歷的階位、境界等無不明白開示。正

如學者所說，法師「告訴我們的就是如何在修行中，依佛經所說，嚴格

要求自己，從身、口、意三個方面對照，真正使自己成為一個與人與世

為善，對世間發展有幫助作用，具悲憫大願的人間菩薩。」15 

同樣，真禪也強調太虛思想的指導意義，指出：「太虛大師在《怎

樣來建設人間佛教》一文中，還對什麼是人間佛教作瞭解釋。他說：『人

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離開人類去做人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林

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理來改良社會，使人類進步，把

世界改造的佛教。』又說：人間佛教，『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立人間佛

教，為人人可走的坦路，以成為現世界轉變中的光明大道，領導世間

的人類改善向上進步。』這是說，一個人覺悟了佛法原理，把佛教作

                                                                                                                   
版社，2005 年），頁 17-18。 

15 陳衛平、徐東來，〈真禪法師與華嚴學〉，覺醒主編，《真禪法師與當代佛教》

（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年），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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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思想信仰的中心，並以此為出發點，去實行救世救人，建設人類的

新道德和新秩序，從而使國家富強，人民安樂，這就是人間佛教思想

的主要內容。」16 

這些都說明了太虛人間佛教理論在思想上巨大的包容性，在實踐上

也推動著中華佛教各宗派順應時代，競發向上的作用。那麼，對佛教各

宗派法脈的繼承者而言，如何對待人間佛教思想呢？當然，這決定於他

們對人間佛教思想的認識與理解，其自身意願誰都不能干涉。不過，據

筆者搜集資料統計，自 1949 年至 1978 年，在 42 位人間佛教思想繼承

者中，幾乎百分之百均因宗教信仰一度受到了「群眾運動」程度不一的

迫害，甚至與政府保持著密切聯繫的巨贊法師（1908－1984）也曾入獄，

連中共黨員趙樸初（1907－2000）也保護不了自己摯愛的母親。除政治

原因之外，其中不少人受迫害的導火索乃佛教徒的告發或唆使。另外，

群眾根本不瞭解現代宗教寬容原則也是原因之一。在大陸當代，正如 20

世紀 50－70 年代的臺灣，仍有許多保守的各宗派信眾對人間佛教思想

及主張人間佛教的寺院、社團抱著不以為然甚至反對的態度。據上述資

料看來，其原因主要是認識問題。無論他們反對其他宗派還是人間佛

教，多因不瞭解或僅片面瞭解。 

在佛教各宗派間，晚唐禪宗與淨土宗就一度爭扞至水火不容。天台

宗內部也紛爭不斷，佛教宗派間的爭鬥雖然從來不如一神教內那麼劇

烈，但也因此難以吸取教訓，對現代宗教寬容原則感到陌生。因而，現

代思想啟蒙者應引導彼此間更多展開不同思想傾向，解行實踐之間的對

話與溝通，尋求更多共識。 

                                                 
16 釋真禪，〈論人間淨土〉，《玉佛丈室集》卷 5（上海：學林出版社，1992 年），

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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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改宗或還俗的寬容 
依據現代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信奉或改信何宗派，選擇何種修行方

式，完全取決於個人認識、器質與自由。個人對某一宗教或宗派的認識

改變了，為何以前皈依的宗教或教派就不能改變呢？但事實上，佛教界

對此雖較為寬容，然而宗法社會受家族傳統而形成的「從一而終」節操

觀對佛教的影響仍很大。在現代社會，這些雖然已與對血緣家族的忠誠

無關，但改宗仍被認為是對宗教或宗派的「不忠」，當然這會影響宗派

的凝聚力，但應表彰信仰堅定者，不應由此歧視改宗者的人格。 

就還俗而言，太虛多次明確指出：應「寬許還俗以除偽」。17在筆者

所盡力搜集的 1949 年後留在大陸的 42 位太虛思想繼承者資料中，凡對

其 1949－1978 年之有關經歷言之不詳或一筆帶過的，大體皆或因社會

壓力被迫還俗或一度還俗，或因太虛所說的「不善處置有關生理情欲之

煩惱障」18而還俗，至今都未免受歧視，約占總數近半。不可謂不多，

在非同尋常的社會環境下，其他佛教宗派門下弟子被迫還俗或一度還俗

也不在少數。當然，堅定的信仰應受社會敬仰，但由不寬容形成的給一

度還俗者的職事待遇較常低幾等或其他歧視，就不得不說乃宗法社會的

「愚忠」觀念遺存影響。何況還俗者中的大多數並非信仰不堅，還俗後

仍為佛教作出了很大貢獻，有的比僧伽還更大些。在 42 位太虛思想繼

承者中，沒能撐到 1979 年之後，約占三分之一，其中又以知名的太虛

學生為多。這是大陸佛教的重大損失。那麼，是否應對一度還俗的倖存

                                                 
17 釋太虛，〈救僧運動〉，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冊 34（台北：善導寺佛

經流通處，1980 年），頁 575。其他還有〈告青年比丘之還俗者〉、〈尊重僧界

還俗人〉、〈不能守僧戒還俗吾勿僧〉三文，分別見頁 625、637、629。 
18 釋太虛，〈論佛法普及當設平易近人情的方便〉，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

冊 35（台北：善導寺佛經流通處，1980 年），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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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更寬容呢？相反，在某些大陸寺院中，僧人因不善處置有關生理情欲

之煩惱障而破戒者也暗藏著，由於社會對還俗的歧視，使他們不敢還

俗。這類醜聞一旦被揭露，其實對佛教社會形象的傷害更大，所以不如

其寬許還俗。 

太虛曾如此說。要廣泛攝受各方人才，「無論什麼人，都有他的用

處的」。還俗，轉信別的宗教都不要緊，只要他對佛教還有一分信念，

也可使佛教滲透社會、滲透其他宗教。19這是何等大的胸懷？也就是說

對人間佛教的信仰有了動搖，轉向傳統宗派也不要緊，由佛教改宗其他

宗教也不要緊，要相信佛教種子曾播於人們的八識田中的潛在攝服力，

他要走就讓人走，強制拉回來只能適得其反。留著這份心，善於用人，

在需要並適當的時候，自有他的用處。 

三、贊同人間佛教理念的各寺院、社團間的相互
寬容與支持 

當代人間佛教開闢的佛教文化教育事業、大規模的社會慈善公益事

業、遍佈全球的中華佛教傳播事業、深入社會的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

化解現代生活帶來的煩惱的心靈指引等等，是以往保守的佛教界根本想

不到的。正因屬於開創性的事業，所以贊同人間佛教理念的各寺院、社

團也付出了難以想像的艱辛，他們對此非常珍惜也是理所當然。但由此

也帶來了對其他非本系的寺院、社團的戒備心態。例如對本系好不容易

才培養出的人材被「挖角」或自立門戶很「敏感」，儘管彼此都認同人

間佛教理念，卻互不往來或僅禮儀性地往來等等，這些都是表面不說，

                                                 
19 釋太虛，〈對大師學生會籌備員之訓勉〉，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冊 35

（台北：善導寺佛經流通處，1980 年），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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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地並不寬容的體現。太虛當年不可能預見到這些現象，但他曾鼓勵

其門下心道法師（1905－1968）在西北弘法，並寬許他自立「法幢宗」。

依熟知世界宗教大勢的太虛、印順的一貫思想推論，他們在鼓勵佛教諸

宗並弘，豐富發展各寺院、社團特色的同時，恐怕也會反對門戶之見，

力戒傳統的各人自掃門前雪或禪宗的「門頭患」，宣導凡贊同人間佛教

理念的各寺院、社團之間，更加相互寬容與支持。 

關於各宗教間的寬容與對話，早在 1925 年，太虛在廬山就曾應基

督教青年會之邀，向基督徒介紹佛法。1927 年撰〈以大同的道德教育造

成世界和平〉。1938 年於華西大學講〈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1943

年 1 月，他與天主教于斌主教等共同發起籌建中國宗教徒聯誼會，並在

四川榮昌各界歡迎會上講〈中國文化及佛教與戰後歐洲民族之關係〉，

都已提出並初步踐行，其高瞻遠矚早于提出「文明的衝突」論點的美國

當代政治學學者亨廷頓。此後，主張宗教寬容，展開宗教間的對話，協

力面對人類共同問題，以期世界和平一直為太虛所關注，雖然其生前尚

未成就具體成果，但這一主張無疑被當代海峽兩岸佛教領袖所繼承。 

結語 
儘管由於眾生無明造成的爭鬥自無始以來就有，因而也將無終，宗

教爭戰、宗教迫害、宗教仇視與歧視等現象也不可能從根本上消除，但

現代宗教寬容原則已為人們樹立了恰當對待這類現象的準則。本文重點

論述之佛教教內的不同思想傾向與宗派間的相互寬容，對改宗與還俗的

寬容，贊同人間佛教理念的各寺院、社團間的相互寬容與支持三點，是

對作為現代佛教思想家的太虛與現代宗教寬容原則相關言論的系統梳

理，或者說是如何將這一原則運用於佛教界存在的不寬容現象的分別對

待。同時，以 1949 年後留在大陸的 42 位太虛思想繼承者資料，證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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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在佛教界貫徹的可能性與必要性。相對於已引起重視的各宗教間的

寬容與對話，這是前人很少涉足的論域。儘管這些僅是太虛的理想和期

許，但畢竟給予了現代佛教處理這類問題的一個方向性的導引。當然這

些現象不可能因之而消失，但這正是人間佛教思想的指導意義所在。筆

者認為：宗派、教團、寺院的領導者如果故意違背宗教寬容原則，聽任

信徒中這類情緒發酵發作，那麼受損的最終也是自身。因為別的宗派、

教團、寺院也會同樣回敬。相反，不論對該原則接受之自覺與否，領導

者如多能勸導信眾彼此寬容對待，就不但對延續自身宗風，實現現代轉

型有利，而且能為整個佛教弘傳營造良好氛圍，尤其在大陸當今，社會

暴戾之氣愈發濃重，佛教宗派與寺院如能呈現一派祥和，那麼，將會引

起許多民眾的嚮往。 
總之，人間佛教也是理解宗教寬容原則的導引者，而只有宗教寬容

原則也能貫徹，佛教才蛻脫了其中世紀外殼，完全具備了現代宗教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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