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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中國佛教教育事業的幾點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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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今後數十年，中國佛教很可能迎來一個空前的大發展的時代，一個祖師
輩出的時代，一個不斷地開宗立派的時代。因此，今後的兩岸佛教教育和研究
事業都應為此而做好相應的精神和物質準備。  
 
 
關鍵字：1.佛教教育 2.佛教史觀 3.學院式教育 4.叢林道場式教育 5.佛教

學術研究 

                                                   
1  今年年初，蒙楊曾文教授推薦，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誠邀我去臺灣參加「兩岸佛教學術研究現

況與教育發展研討會」。我本非此方面的專家，本欲婉辭，但楊曾文教授熱情鼓勵，於是決定
接受邀請。今論文雖然已經寫成，然由於工作上另有要務，不能成行，殊覺遺憾。但文章既然
已經寫成，還是應該把它奉獻出去。一則可以就正於方家；二則文中所說或者於他人能有一點
參考價值，則也不枉一番心血。 



．144． 兩岸佛教學術研究現況與教育發展研討會論文 

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未來中國佛教教育事業的發展問題。要探討中國佛
教教育事業在未來的發展，必須對今後中國佛教的大趨勢作某種程度的分析和
判斷。這就牽扯到了另一個問題——佛教史觀的問題。總的來說，筆者認為，
今後數十年，中國佛教很有可能迎來一個空前的大發展的時代，一個祖師輩出
的時代，一個不斷地開宗立派的時代。因此，今後的兩岸佛教教育和研究事業
都應為此而做好相應的精神和物質準備。下面本文將就此問題作一些探索性的
探討，就正方家。 

一、對未來數十年中國佛教的一點展望─ ─ 佛教史觀的問題 

時代意識和精神準備 

（一） 

  中國佛教的歷史進程，與整個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基本上是同步的。  
  中國佛教從盛唐時代開始走下坡路，走了一千三、四百年，走到清末民
初，終於觸底著陸，然後，又經過了數十年的社會變革的艱難曲折和反反覆覆
的力量積蓄，終於從上個世紀末開始，艱難地走上了復興的道路。這條路，今
後還會繼續走下去，而且會愈走腳步愈穩健，速度愈快。這應當是中國佛教變
化發展的總的趨勢。 
  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發展變化自然是要受其社會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影
響的。而影響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最大因素則是它的社會政治體制。中國社會
的政治體制，自隋唐以後一直是一種高度集權的、以郡縣制官僚體制為運營形
式的君主專制體制。這個體制肇始於秦始皇，經歷了漢魏兩晉南北朝數百年的
猶豫和反復，最終成形固定於隋唐。由於這個體制的上層建築未能有效地揚棄
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中的糟粕，所以使這個體制具有極大的高壓性，從而導致
了這個社會中存在著太多的愚昧無知、專橫殘暴和傷天害理。（因而也就決定
了這個體制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  
  而佛教是崇尚智慧和慈悲的宗教，是崇尚無我和真實的宗教，所以，在那
種封建專制體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現實環境裏，它總難避免鬱鬱不得志的
處境，和經常受到摧殘的命運。因此，在過去的一千數百年中，隨著封建專制
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強化，佛教如龜藏六，變得越來越圓融，越來越謹小慎微，
越來越神秘虛無，越來越僵化，越來越沒有生氣，越來越遠離自己的宗旨，遠
離釋尊的本懷，其自身的宗教精神和宗教熱情幾乎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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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宋元明清數代以來，中國佛教思想逐漸演變為以「佛性如來
藏」思想為中心的模式，而修行方法也逐漸轉變為「禪淨雙修」。為什麼會淪
為這樣的模式呢？ 
  由於傳統的高壓的社會政治體制中存在著眾多的愚昧無知、專橫殘暴和傷
天害理，而除了王朝末年的革命將其徹底推翻之外，又沒有其他改變它的辦
法，因而導致傳統的中國社會成為了一個讓人無法跟它認真的社會，人們只能
以玩世不恭或難得糊塗的態度來處理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矛盾。誠如鄭板橋的名
言：「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難得糊塗。」這句話非常形
象地描述了中國社會的現實。因為社會是難得糊塗的社會，現實是難得糊塗的
現實，人生是難得糊塗的人生，文化是難得糊塗的文化，於是，也就應運而生
了難得糊塗的佛法。 
  什麼是難得糊塗的佛法呢？筆者認為，就是「佛性如來藏」思想一支獨秀
的法門施設狀態。 
  為什麼說「佛性如來藏」思想的一支獨秀的法門施設狀態就是難得糊塗的
佛法呢？ 
  《大般涅槃經》說，佛性只有諸佛如來才能夠「了了見」之，其餘的人，
乃 至十住 菩薩 ——就 是十地 菩薩——也 都是「 雖見佛 性，而 不了 了」。 2 

「佛性」的境界，乃至十地菩薩尚且不能了了，那麼，其餘的人還用說嗎？我
們凡夫還用說嗎？可是，這樣一個至難至深的崇高境界，如來明知十住菩薩尚
且不能了了，可為什麼還要把它開示給我們這些缺少智慧、煩惱具足的具縛凡

                                                   
2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十住菩薩雖見一乘。不知如來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

地菩薩雖見佛性而不明了。（《寶積，涅槃部》T12、p.525.1） 
 十住菩薩亦複如是。雖見佛性不能明瞭。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瞭。（《寶積,涅槃部》T12、

p.525.2） 
 善男子。菩薩具足成就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了。雲何為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靜。

四者精進。五者正念。六者正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脫。九者讚歎解脫。十者以大涅槃教化眾
生。（《寶積，涅槃部》T12、p.526.2）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
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瞭。佛眼見故故得明瞭。為菩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
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住不住故則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
果故見則了了。一切覺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為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明了。（《寶積,
涅槃部》T12、p.527.3） 

 佛性者名頂三昧。以修如是頂三昧故。則能總攝一切佛法。是故說言頂三昧者名為佛性。十住
菩薩修是三昧未得具足。雖見佛性而不明了。一切眾生必定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
性。善男子。如上所說種種諸法。一切眾生定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寶積，
涅槃部》T12、p.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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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呢？難道如來不知道應該對機說法嗎？當然不會。那麼，既然不會，為什麼
還要為我們開示我們所不可能明白的法門呢？對此，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
是：給我們開示這個法門，不是為了讓我們明白它，而是為了讓我們仰信它。
也就是說，對於這個法門，我們具縛凡夫只要仰信就行了，明白不明白並不要
緊，等到將來高超十地的時候，自然就會明白了。這就是這個法門的性質——
一個起信的法門。 
  這樣的法門有什麼意義呢？ 
  依古德的判釋，佛法大略可以分為二大門，一為行門，二為信門。行門
者，由聞思修而戒定慧，由戒定慧而三摩地，由三摩地而除貪嗔癡，步步斷惑
證真，現世親圓聖道，故又稱此門為聖道門。信門者，仰信如來有無量無邊功
德智慧，大悲本願荷負眾生，一切眾生雖然具足真如佛性，然而卻被煩惱、業
障所縛，不能自拔，無由出離，須以志誠心回向發願，仗佛慈悲本願威神之
力，往生淨土，然後方能圓成聖道，故又稱此門為淨土門。聖道門內，自力為
主；淨土門中，他力為先。《華嚴經》曰：「信為道元功德母」，3 「戒是
無上菩提本」，4 「若信恭敬一切佛，則持淨戒順正教」。故知，佛法修行
之階漸次第，乃是信門成就而後入行門，信心成就而後修戒定慧。通常皆說，
戒定慧三學是修學佛法的次第，而實際上在三學之前還有一個更基礎的基礎，
那就是信心。有信心然後入佛門，入佛門然後修聖道，修聖道然後得解脫。所
以，大乘佛法廣攝眾生，尤重信門。然而，信心之成就並非容易，所以，如果
眾生之根機不能純熟至現世成就信心而進入行門，那麼就不宜力勸行門，而應
勸進信門。然而，即使是這個基礎的基礎——信心——也是非常難以成就的，
因此，為了攝護信心，防止信心退失，便有了淨土法門的施設。換句話說，淨
土教所開示的淨土法門是為了信位眾生而施設的。5 

                                                   
3  深心淨信不可壞  恭敬供養一切佛 尊重正法及聖僧  信敬三寶故發心 
  深信諸佛及正法  亦信菩薩所行道 正心信向佛菩提  菩薩因是初發心 
  信為道元功德母  增長一切諸善法 除滅一切諸疑惑  示現開發無上道 
  淨信離垢心堅固  滅除憍慢恭敬本 信是寶藏第一法  為清淨手受眾行（《華嚴經》T9、

p.433.1） 
 深信於佛及佛法  亦信佛子所行道 及信無上大菩提  菩薩以是初發心 
  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 斷除疑網出愛流  開示涅槃無上道（《華嚴經》T10、

p.72.2） 
4  若信恭敬一切佛  則持淨戒順正教 若持淨戒順正教  諸佛賢聖所讚歎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 若能具足持淨戒  一切如來所讚歎（《華嚴經》T9、

p.433.2） 
5  信位以上的菩薩亦生淨土，然其所用往生之法，與淨土教所開示的念佛往生之法不同。詳細請

見筆者另文「從馬祖道一的念佛公案談禪悟與淨土的關係」，預定於《法源》2003 年號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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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如來藏思想在早期正是與淨土法門一併弘揚的。《大般涅槃經》如
是，6 《寶性論》如是，7 《大乘起信論》亦如是。8 所以可知，佛性如
來藏法門和淨土法門本是一對配套的法門，一虛（佛性）一實（淨土），如影
隨形，不相捨離——稱揚真如佛性以起信，力勸仗佛慈力往生淨土以不退。這
正是勸讚仰信佛性如來藏法門的意義之所在。  
  那麼禪宗的情況又如何呢？禪宗在六祖以前，達摩以下，稱為楞伽宗，傳
法簡潔，所謂「無得正觀」，9 它是個追求現證「自覺聖智」的聖道法門。

                                                   
6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佛所說。若有菩薩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

來何故唯修九事不修淨土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薩及諸如來。無
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淨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汝今莫謂諸佛出興
不淨世界。當知是心不善狹劣。汝今當知。我實不出閻浮提界。譬如有人說言此界獨有日月他
方世界無有日月。如是之言無有義理。若有菩薩發如是言。此佛世界穢惡不淨。他方佛土清淨
莊嚴。亦複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無
勝。彼土何故名曰無勝。其土所有莊嚴之事皆悉平等無有差別。猶如西方安樂世界。亦如東方
滿月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為化眾生故於此界閻浮提中現轉法輪。非但我身獨於此中現轉
法輪。一切諸佛亦於此中而轉法輪。以是義故。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
薩以誓願故。當來之世令此世界清淨莊嚴。以是義故。一切諸佛所有世界無不嚴淨（《大般涅
槃經》T12、p.752.3） 

7  若複有餘人  誹謗甚深法 彼人無量劫  不可得解脫 
 自此已下依於說法法師生敬重心故。說二偈 
  若人令眾生  學信如是法 彼是我父母  亦是善知識 
  彼人是智者  以如來滅後 回邪見顛倒  令入正道故 
 自此已下依彼說法所得功德。以用回向故。說三偈 
  三寶清淨性  菩提功德業 我略說七種  與佛經相應 
  依此諸功德  願於命終時 見無量壽佛  無邊功德身 
  我及餘信者  既見彼佛已 願得離垢眼  成無上菩提（《瑜伽部》T31、p.847.3～p.848.1） 
8  復次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

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
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
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已說
修行信心分（《論集部》T32、p.583.1） 

9  釋法沖。……沖以楞伽奧典沈淪日久。所在追訪無憚夷險。會可師後裔盛習此經。即依師學。
屢擊大節。便舍徒眾任沖轉教。即相續講三十餘遍。又遇可師親傳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講
之。又得百遍。其經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羅三藏翻。慧觀法師筆受。故其文理克諧行質相貫。專
唯念惠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中原。惠可禪師創得
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今以人代轉遠紕繆後學。可公別傳略以詳
之。今敘師承以為承嗣。……沖公自從經術。專以楞伽命家。前後敷弘將二百遍。須便為引。
曾未涉文。而通變適緣。寄勢陶誘。得意如一。隨言便異。師學者苦請出義。乃告曰。義者。
道理也。言說已粗。況舒在紙粗中之粗矣。事不獲已作疏五卷。題為私記。……弘福潤法師初
未相識……又問何為遠至。答曰。聞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網漉信地魚龍故至。潤曰。斯實大
心開士也。……仆射於志寧曰。此法師乃法界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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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法門，因為它志在現世開悟見性，成就聖道，所以要直截了當地對
人自己心中的「貪嗔癡」下手，要掃除妄想情見，因而自然就會對人自身的缺
點十分嚴厲和尖銳。若學人信心不夠純熟，就必然會面子上過不去，內心裏受
不了。所以，禪宗裏面有拳打、腳踏、棒喝交加等等方法，就是要勘驗學人的
信心和忍力。信心不堅，忍力不夠，則不堪傳授。所以，佛法中說三種忍——
生忍、法忍、無生法忍。所以達摩要等到慧可立雪斷臂，然後方才傳授。這個
傳說，或非真實史實，然而它所要求於學人的那種信心、堅忍和精進勇猛的精
神卻是毫不誇張的。小尚不忍，何況大者？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學人修至見
道時所受到的精神震撼將會是何等的巨大。  
  由於這個法門追求真參實悟，要求學人反躬己身，痛下針錐，所以，達摩
師徒當初在北方傳授這個法門時，就受到了嚴厲的打擊迫害（此乃眾生之嗔癡
的體現），這正是因為北方的所謂佛教徒們不能割捨重福德利益（此乃眾生之
貪癡的體現）的執著，而放縱貪瞋癡三毒煩惱的結果。關於這點，我寫過論文

〈關於達摩與慧可的生平〉，10 比較詳細地討論過有關問題。 
  然而，在達摩的時代，於北方受到迫害還可以到南方避難，但是到了惠能
的時代，就沒有地方可避了。於是，《楞伽經》不能用了，開始改用《金剛
經》、《涅槃經》，開始談「心」談「性」，談「無相」。 11 因為，談

「心」、「性」、「無相」這些虛玄的東西，不會與現實衝突。於是從此以後
就有了所謂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了。原來的「直指人心」本是直指
人心的貪嗔癡，要你捨，要你割，要你斷，來不得半點虛情假意和矯揉造作。
而如今這個「心」就不同了，那是個虛無飄渺的「涅槃妙心」，是一個連十地
菩薩都不能「了了見」的真如佛性。要你去明這個「心」，見這個「性」；見
這個「性」，成這個「佛」。於是從此以後，禪宗就開始雲霧繚繞，難見廬山
真面目了。對此，其上焉者還可以因指見月，反躬己身；其下焉者則不免「發
狂慧而守癡禪，迷方便而違宗旨」。 12 於是，五代以後，禪門日衰，談

「心」談「性」之風愈演愈烈，禪宗儼然轉化為一大佛性如來藏法門。而且，
由於那些「發狂慧而守癡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的禪徒曲解了《六祖壇經》所
談淨土深義，13 鄙視淨土法門，因而使得這一雙本來是相輔相成的法門被分

                                                   
10  〈關於達摩和慧可的生平〉《法音》2000 年第五期。 
11  惠能有所謂「無相戒」。 
12  《諸宗部》T48、p.560.2。 
13  詳細請見筆者另文〈從馬祖道一的念佛公案談禪悟與淨土的關係〉，預定於《法源》2003 年號

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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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段，乃至彼此相傷。於是，禪門之中便普遍出現了一種無有門徑、無可修
持、無有方向、無所事事的傾向和態度，因而導致了禪宗從內部開始敗壞墮
落，使得以禪宗為主導的中國佛教的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熱情在一種無有邊
際的高談闊論之中漸漸消耗殆盡。  
  有鑒於此，五代以後，禪門之中屢有大德命世，振臂直呼，對彼空腹高心
之徒勸進淨土法門。自力既然不逮，何妨借助他力。而不解之者，或謂之「禪
淨雙修」，殊不知，於彼空腹高心之徒，此實乃抑「禪」揚淨14 之舉。正如

《寶性論》、《起信論》所提倡的那樣，在這裏，「明心見性」已經退位為往
生淨土之後的理想，所謂，「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這也是一種力
圖使被分離割裂開來的一對相輔相成的配套法門歸位、還原的努力。然而，由
於法運衰微（難得糊塗），這些努力並未見到決定性的成效。  
  隨著時光賓士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社會時代已經開始逐漸發生根本性變
革。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經濟要發展，文明要發展，政治要發展，一切都在
追求井然有序，合情合理，於是，「難得糊塗」便成為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
於是天公重新抖擻，降下眾多同這個世界認真，同這個世界議論是非曲直的英
雄豪傑。15 
  既然時代終於發展到了可以認真一點地議論是非曲直的時代，那麼佛法也
就不能老是弘揚難得糊塗的法門。於是，當代中國佛教界的狀況也就開始發生
變化，《阿含經》又重新受到重視，被廣泛研究，南傳上座部的《阿含經》也
被翻譯成中文。人們開始重新研究禪，研究淨土，研究唯識，研究戒律，欲探
其奧妙，探其真實，探其究竟。人可以認真了，做事就有熱情，就易於找到門
徑，找到方向，就能夠認真修持，於是，中國佛教重新開始煥發出新的生機。
佛教教育、佛學研究也都枯木逢春。這一個復甦的過程從楊文會開始算起到現
在用了大約一百年左右的時間。當然，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途屢有
反覆，所以直到現在依然還僅僅是大地回春的狀態，還沒有到百花爭豔、枝繁
葉茂的季節。不過，既然已經春暖花開，那麼枝繁葉茂的季節也不會太遠了。 

（二） 

  既然如此，那麼，百花爭豔、枝繁葉茂的中國佛教將會是個什麼樣子？我

                                                   
14  這個禪字所以打上了括弧，因為它代表的是衰敗之後的面目全非的「禪」。 
15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在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和實習生時的

談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主席在蘇聯的言論》人民日報出版社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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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該比照著什麼樣的標準來進行預測、判斷和做好迎接它的準備呢？  
  一般認為，中國佛教最為鼎盛的時期在盛唐時代。但這樣的認識中含有很
大的先入為主的錯覺。因為，且不說在能發生「武宗滅佛」那樣劇烈慘痛而徹
底的法難的社會裏，佛教至多只能是一個擺設，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大的作為；
就是出家僧侶的人數，當時也不過二、三十萬，怎麼能說它是「鼎盛」呢？大
家知道，在南北朝時代，僅僅北朝，僧侶人數就曾達到 2、3 百萬之多，再加
上南朝僧侶，當時中國僧侶人數或可達 3、4 百萬之多。16 而當時中國的總
人口也不過 4、5 千萬，僧侶的人口幾乎占了總人口的將近十分之一。當然這
裏面肯定有很大的水分，但儘管如此，實際僧侶的數量也肯定是一個相當大的
數位。有人說，僧人多不一定就是佛法興盛，那麼僧人少就是佛法興盛麼？而
且最為重要的還不僅是當時僧人眾多，而是幾乎所有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都
產生於南北朝。比如禪宗，比如天臺宗、淨土宗、華嚴宗，都肇始於南北朝。
古人雲：「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載大舟也不力。」僧人眾多，猶如水深土厚，
所以才能棟梁輩出，高僧輩出，祖師輩出，才能有不斷開宗立派的景象。這是
盛唐佛教所望塵莫及的。盛唐佛教只不過守六朝之成而已，而最終成也沒能守
住。 
  所以，顯然，我們不應以盛唐佛教為佛教興盛的參照。  
  那麼，我們可以以南北朝佛教為參照嗎？也不能。因為南北朝是所謂「五
胡亂華」、天下板蕩的戰亂時代，是一個人們不易於安居樂業的混亂時代。雖
然在那個時代的戰亂的間隙之中，佛教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發展，但其受
到了諸種客觀因素的巨大限制和摧殘卻是不言而喻的。而現代的中國，無論是
在兩岸的哪一邊，都已然天下太平，政治開明，而且整個社會必將會越來越民
主，越來越自由，越來越和諧，越來越合情合理，越來越充滿人道主義。因
此，我們可以預見，佛教在不久的將來必將會獲得更大的、勝於南北朝（當然
也就必將要勝於盛唐）的復甦和發展的空間，必將開創出一個史無前例的輝煌
時代。因此，這實際上就意味著，中國佛教將要迎來一個沒有可以參照和借鑒
的、空前的發展時代。 
  不用說，在這個將要到來的時代裏，隨著佛教的復興和發展，中國僧侶的
人數也將不斷增加，開宗立派的大師將會不斷湧現。太虛大師曾經設想中國有
數萬優秀僧人來住持佛法就夠了，但這未免有點過於理想主義。僅僅數萬僧
人，要保證個個優秀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數百萬僧人，那麼，其中有數萬

                                                   
16  官度和私度都包含在內。可參閱中國佛教史的南北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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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才的可能性就大得多。（日本是個佛教國家，全國僧侶人數現在有 30
萬左右，中國的人口十倍於彼，佛教僧侶人數就算是達到 300 萬也不算多
吧。） 

（三） 

  隨著未來僧侶數量的增多，僧人的管理問題，僧人的素質普遍不高的問
題，將會日益凸顯。而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避免私度僧的問
題。在中國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某些環節的制度的不
完善或者闕如，私度僧的社會問題也將會越來越嚴重。  
  因此，為了迎接未來的挑戰，中國佛教界的當務之急，無疑，首先應該是
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大批人才。以免屆時杯水車薪，措手不及。  
  1992 年中國佛教協會召開了「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
了「當前和今後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
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17 的理念，可以說這確實是高瞻遠矚
地把握住了時代的命脈。而且，隨著時光的推移，我們已經能夠越來越深刻地
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本質、它的重要性、嚴峻性和迫切性。而且，這個使命，比
我們曾經想象過的要重大得多、艱巨得多。因此，我們必須把發展佛教教育作
為第一要務，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發展佛教教育事業上來。  

二、學院式教育和叢林道場式教育的關係問題 

（一） 

  佛教的教育方式可以有多種多樣，但目前主要的不外兩種：學院式教育和
道場式（或叢林式）教育。 
  現代社會的大學教育已經積累了百年以上的教育經驗，在規範而系統地傳
授知識和技能方面，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方面所獲得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但
是，大學教育作為一種公共教育，已經越來越難以直接涉及個人的精神世界，
特別是個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現代的學術研究，力求立場的公正化和方法的
客觀化，與宗教教育的信仰本位化和教義主觀化，顯然難以兩立。所以，從佛
教教育的性質上來說，未來的佛教教育顯然不能過多依賴於學院式教育，而應
該考慮更大程度地採用和開發道場式教育。 

                                                   
17  趙樸初「在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法音》1992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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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佛學院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採用叢林道場式教育和學院式教育雙管齊
下的方式。而這個教育方式往往會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那就是，如何處理
學院式教育和叢林道場式教育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若論學院式教育，自上個世紀初開始，中國佛教界已經著手進行佛學院教
育，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但時至今日，可以說，中國的佛學院教育依然面臨
一種深刻的困惑和苦惱。那就是學院式教育和叢林道場式教育之間的難以調和
的矛盾：說它是學院，它不能完全按照學院的方式操作；說它是道場，它不能
完全按道場的方式操作；說它雙管齊下，但兩種方式往往又彼此相互矛盾，相
互制肘。於是佛學院教育幾乎成了兩不像，在學院和叢林道場兩者之間左右為
難，捉襟見肘，處境尷尬。而這種尷尬局面的根源就是學院式教育和叢林道場
式教育的立場和方法的截然不同。  
  近年來，大陸佛教教育界提出了「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18 乃
至「叢林學院化，學院叢林化」19 的主張，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顯然無法回
避傾向性的問題，即，要麼傾向於叢林道場形式，要麼傾向於學院形式。要麼
以叢林道場形式為主，要麼以學院形式為主。因此，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雙
管齊下」顯然是一種不安定的、過渡性的教育方式。如何才能徹底解決兩者之
間的矛盾，還需要兩岸的佛教教育界進行認真細緻的探索和思考。我們不妨預
測，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佛學院教育勢必會面臨解決這一問題的抉擇。  

（三） 

  而且，問題還不僅於此。當我們越是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越會發
現這個問題的嚴峻和意義重大。  
  即，當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兩者之間的矛盾問題的時候，當我們設想兩種
教育方式有朝一日必須分離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這裏面還存在著一個更大的問
題，那就是，對於中國佛教來說，什麼是叢林道場式教育？我們具有什麼樣的
叢林道場式教育的傳統？傳統的叢林道場式教育的模式能否應對現代社會的需
要？ 
  當我們思考這個問題並回顧佛學院教育的歷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中國
佛學院教育的起源和動機，實際上甚至都不是出於對傳統的叢林道場式教育的

                                                   
18  《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法音》1992 年第三期。 
19  「學誠方丈說……提倡學院叢林化，叢林也要學院化，盡可能地使叢林裏有文化、有學養的僧

人越來越多。」─ ─ 純一「再參莆田廣化寺─ ─ 當今寺院管理制度感言」，《法音》1993 年第
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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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而是出於對傳統的叢林道場式教育的否定和反抗，出於一種打破舊的佛
教教育形式、建立新的佛教教育形式的佛教復興的理想和熱情。  
  傳統的佛教，前面已經講過，已經淪為一種難得糊塗的佛教，弘揚的是難
得糊塗的法門，至清末民初，已經衰落得一敗塗地。所以，當時，中國佛教界
的有識之士，為了佛教的振興而開始創辦學院式教育，試圖為佛教教育開闢一
條新的道路。這條新路就是佛學院教育。然而，這條路雖然已經走了一百年，
但似乎還是一直沒有認識到一個本質的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宗教，它必須
具有完善的培養宗教信仰、激揚宗教情操、錘煉宗教品節的道場教育體系。換
句話說，就是要培養道心。因為，道心是佛法的根本，是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世
界中能夠以不變應萬變的力量源泉。有了道心才能為法忘軀，住持佛法，弘揚
佛法，才能保持佛法的純正和權威，才能與時俱進，勇於承擔，才能因時制宜
建立宗旨，開宗立派，攝受眾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總之，道心是根本，
有道心才有一切。佛教在未來的史無前例的復興發展過程之中，尤其需要真正
的宗教精神和宗教品節以為支撐，而這些，正是中國佛教在盛唐之後的千百年
來的衰落過程中所損失得最為嚴重的東西。這才是今後佛教教育所尤其應該著
力的關鍵所在。 
  而在這一點上學院式教育終究是無法替代道場式教育的。  
  因為道場式教育旨在強化和深化信仰；而學院式教育，則以傳授知識為主
要目的，以信仰為個人的私事。在傳統的難得糊塗的佛教裏，信仰的熱情已經
喪失殆盡，它的道場式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被稱為老修行，獨善其身或可有
餘，兼善天下每有不足。所以，這種舊的道場教育方式顯然不能有力地回應當
今和未來振興佛教的歷史呼喚。當年的有識之士出於對這種傳統道場教育體系
的反抗而開始了新的學院式教育，但是，這種新的學院式教育，歷史地來看，
在信仰的深化和加強方面，與舊的道場教育相比，實際上也並沒有顯現出足夠
理想和足夠有力的作為。 
  所以，從這個問題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傳統中國佛教衰微的癥結所在，
實際上是宗教精神的衰微和道場式教育體系即信仰強化體系的式微。佛教界內
有諺語道：「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兩年佛在大殿，學佛三年佛在西天。」
佛教徒學佛以後信仰反而越來越淡漠的嚴峻現實所告訴我們的正是這一道理。
近年來，漢地的年輕居士們傾向於接受藏傳佛教道場教育體系或南傳佛教道場
教育體系的培訓，其根本原因也在這裏。幸虧有淨土法門尚可以攝護信心，為
漢傳佛教建立了最後一道牆垣，使其不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所以，從這個
意義上來說，筆者認為，中國佛教的復興，關鍵在於重新找回宗教精神，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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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熱情和能夠培育和深化宗教精神和信仰熱情的道場教育體系。因
此，中國佛教復興的根本問題也就很明白了，那就是重建信仰體系的問題，重
建能夠深化和加強信仰體系的道場教育體系的問題。而這一方面，我們所可借
鑒於宋明以來的傳統佛教的實在不多，所以必須有具備修道上的真修實證和廣
利世間的大慈悲之心的祖師級大師命世，因時制宜地進行發展和創新，或者將
固有的宗派真正地復興。這也就是說，時代實際上已經在開始呼喚能夠創立新
制的祖師，呼喚真正的新宗派的創立和舊宗派的真正復興。20 
  因此，筆者推想：今後數十年，中國佛教將會迎來一個祖師輩出的時代、
一個不斷開宗立派的時代。否則，中國佛教的前途不容樂觀。  
  以上是筆者圍繞著主題所進行的一些探索性的思考，是否能禁得住推敲，
還期各方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三、佛教信仰者涉足佛教學術研究應該注意的問題 
  由於中國佛教的傳統性的信仰增強體系的薄弱和不夠完善以及聖道門修學
體系的衰微，深受這種傳統佛教思想熏陶的佛教徒在涉足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
領域時，有時會意想不到地遭遇精神上的危機，所以在此想順便談談這個問
題。 
  現代的學術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和穩定的研究方法。這個研究方
法的前提是要建立一個健全的研究平臺。它要求學者從中肯的立場出發，以客
觀的態度，在這個平臺上從事研究。所謂研究平臺，簡單的說，就是將各個研
究領域裏的不同個人的研究成果匯總為一個大的研究體系，使每一個個人的研
究成果都成為這個大體系的一部分，因而使每一個個人的研究都自然而然地轉
化為集體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哪怕是學者們互不相識，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
時期，一旦開始研究同一課題，一旦開始參考相互之間的研究成果，那麼，他
們就進入了集體合作研究的狀態。這就是現代學術研究方法的卓越之處。同時
也是從事現代學術研究的艱難之處。（當然，有些地方的所謂學術研究還不能
達到這樣的規範） 
  佛學研究者（以下簡稱研究者）的立場，簡單地區分，有兩種：佛教信仰
者的立場和非佛教信仰者（以下簡稱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立場。  

                                                   
20  1、因為創立新制就意味著建立新的修道軌范和修道次第，而修道軌范和修道次第，唯有具大

慈悲心、於修道上有真實成就的大師方才有資格建立，否則難免淪為邪法。而新的修道軌範和
次第的確立，就是新宗派的創立，新祖師的誕生。2、所謂舊宗派的真正復興，就是舊宗派的
修道軌範和修道次第的全面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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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信仰者從事佛教學術研究（以下簡稱學術研究），在立場上不會遇到很
大問題，所以，在這裏只談一談信仰者的研究立場問題。 
  信仰者從事學術研究，在最初階段必定會受到信仰本身的干擾，有時甚至
會發展成為一種嚴重的心理干擾，如果不能突破這一障礙，學術研究勢必要面
臨夭折的危險。 
  為什麼佛教信仰者會面臨這樣的心裏障礙呢？  
  原因是，信仰的情感和批判的精神之間必然地會發生衝突。信仰越真誠，
態度越認真，衝突就會越尖銳。  
  因為，信仰，無論是對佛陀的信仰、佛法的信仰，還是對祖師的信仰，這
種信仰的心情，用佛教的話來說，叫做「仰信」，這是一種虔誠的、謙卑的心
理狀態。同時，佛教信仰的目標是要成佛，要大徹大悟，獲得真正的智慧和解
脫，所以，這裏面有一種自我否定的前提，即，否定自己的智慧，否定自己的
現狀。因為求覺悟、求解脫的前提，必須是要承認自己現在是一種沒有智慧
的、被無明煩惱所束縛的狀態。自己既然沒有智慧，既然心中充斥著無明煩
惱，那麼，自己又如何有能力去判斷思想上的、歷史上的、學術上的功過是
非；又有什麼資格對他人的研究品頭論足？  
  而學術研究恰恰需要客觀而冷靜地對所研究的物件進行分析，要對他人的
研究成果評頭論足，有時甚至必須進行批判。而它的前提，必須是承認自己有
能力、有足夠的理性對所研究的物件、對他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客觀而冷靜的分
析和評判。必須自我認可自己有這樣的理性，有這樣的智慧。必須要有這樣的
自信。 
  所以，信仰和學術研究在心態上是大不相同的。信仰要謙卑，學術研究要
勇往直前；信仰要仰信，學術研究要懷疑，要批判；信仰要自我否定，學術研
究要自我肯定。所以，信仰者從事學術研究往往會遇到這種二律背反一樣的尖
銳的內心矛盾，成騎虎之勢，有進退兩難的尷尬，甚至有時會有山窮水盡，一
籌莫展的絕望之感。 
  所以，信仰者從事現代學術研究，應該對將要面臨的如上所說的現實，事
先有精神準備。否則會措手不及。如果這個關過不好，不僅心理會受到傷害，
精神會很痛苦，而且學術研究的初衷很可能就會夭折。所以，這是一個不容忽
視的問題。 
  當然，這樣一個難關並非都是壞處，因為它同時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
遇。 
  古人云：不憤不發，不悱不啟（論語述而第七）。從這個窘迫之處，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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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夠轉過身來，你的學問和智慧必將會大有長進。禪宗參禪，要起個疑團，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什麼是疑團？疑團就是這樣一種窘迫的處
境，如果你能打破這個疑團，從這一對尖銳的矛盾之中破殼而出，那麼你的道
心，你的智慧必定都會有個飛躍。  
  所以，信仰者欲從事現代的佛學學術研究，不宜貿然涉足。如果決心涉
足，一定要有精神準備。當信仰與理性發生衝突的時候要發大心，要勇猛精
進。難關難過，要妥善調適身心。如果有信仰純厚的人想礪煉道心，想得到一
個真正的疑團，學術研究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信仰和學術研究之
間畢竟有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它們都需要虔誠的態度。只要你真正虔誠地對
待自己的信仰、對待學術研究，那麼，你肯定在信仰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會有
飛躍性的突破。 
  信仰者如果對如上問題有了足夠的精神準備，那麼涉足學術研究就沒有什
麼問題了。 
  當然，以上所說，都是針對規範的學術研究和真誠的佛教信仰而論的。  

結  語 

  以上的探討，結要如下。 
  由於中國社會的日益深入的現代化的變革，中國佛教在這一歷史的大潮之
中必將會獲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大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因此，可以預測中國佛
教將會迎來一個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可以借鑒和參考的空前發展的輝煌時代。
為此，中國佛教界應該做好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把發展佛教教育作為第一
要務，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發展佛教教育事業上來。  
  要發展佛教教育，必須要解決好道場式教育和學院式教育之間的矛盾問
題。而佛教作為一個宗教，信仰問題是首要問題，它必須要有完善的道場式教
育體系。而由於宋元以來中國佛教的衰微，中國佛教傳統的道場式教育體系也
已經徹底衰微，所以，必須有具備修道上的真修實證和廣利世間的大慈悲之心
的祖師級的大師命世，因時制宜地大膽進行發展和創新，或者是將固有的宗派
真正地復興。否則，中國佛教不容樂觀。因此，筆者推想：今後數十年，中國
佛教將會迎來一個祖師輩出的時代、一個不斷開宗立派的時代。  
  此外，筆者還順便探討了一下佛教信仰者從事現代佛教學術研究所應該注
意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