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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紀初的中國，內外交困，思想界亦是眾家爭長，有識之士紛紛批判傳統

的中學，引征西學，以西方科學、民主之精神作救國治民的良方妙藥。生逢其時

的常惺法師，憂心於國家民族之存亡，敏銳地指出科學技術的狂熱追求對人的精

神世界的消極影響，民主法制與當時的中國國情亦不能相配，而極力宣揚大乘佛

法慈悲濟世，勇猛無畏的真義，提出佛法救國的口號，主張以佛法作為消弭戰爭，

安定人心，維護國家統一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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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40 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開始進入近代社會，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十分

特殊的時期。此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魏源在《明

代兵食二政錄敘》裏描述當時的情形：「夷煙蔓於海內，貨幣漏於海外，漕鹺以此

日弊，官民以此日困」。曾經那個在閉關鎖國政策下得以保全的封建國家的經濟基

礎、政治結構、社會風尚在英國的堅船利炮之下以一種疾風驟雨式的方式被完全

的打破了。伴隨著封建社會的急劇解體，西方的文化也開始大量湧入中國。這就

是 19 世紀中後期以及 20 世紀初期的中國歷史的現狀。 

隨著各種西方思想的傳入，中國人不但面臨著民族、國家的生存問題，也面

臨著傳統文化的信仰危機，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巨大的民族災難和社會變革面前，

發起了一場思想的「古今之爭」。作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精華之一的中國佛教，為

著自身之傳承發展，為著國家、民族之永續，也開始了一場佛教改革運動。常惺

法師正是近代佛教改革中的一位傑出代表。筆者試就常惺法師的佛教救國思想作

簡要的介紹和分析。可算作對近代種種救亡圖存思想的一種補缺，同時使讀者明

見佛教思想的開放性、包容性，以及佛家慈悲、喜舍、平等、勇猛無畏的精神。 

一、常惺法師對時代悲劇的感受 

常惺法師在世之時，正當清帝退位，民國初造之時，彼時之中國，雖有中華民

國之名而無統一之實，國家正陷於四分五裂、軍閥混戰、民生凋敝的慘境。常惺法

師親歷戰爭，深知戰爭對民眾造成的創傷之深。他在《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

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一文裏詳細描述了戰爭給民眾和普通士兵造成的傷害，「一

入陣地，見斷手折足者，血流披體者，腦漿迸裂者，腹破腸出者；或有腹痛難忍，

周回滾爬，哀號求死者；有或帶傷未亡，豺狗即來啖食，慘聲求援者。傷心觸目，

不忍卒睹。」1當時戰爭之慘烈，百姓生若累卵之淒涼，今人讀之尚且同寄於不忍，

更何論心懷大慈悲的常惺法師親歷親見，其心之哀慟悲傷，絕勝於今人。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為求國家民族的解放，對中國傳統文化多持反對、批判

的態度，繼而張目西望，以求救國之道。適時各種救國思想並湧，有主張科學救

國者，有主張民主救國者，有主張實業救國者……常惺法師得恩師自誠上人厚愛，

乃允其就讀於新式學堂——如皋省立師範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後又入華嚴大學

深究佛教義理，故而對當時社會之種種救國思想皆有深見，並以大乘佛教思想為

基，對各種思潮都進行了一番評述，闡明各種思想的優點和不足，由是大倡佛教

救國的主張。 

                                                             
1 常惺：《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常惺法师集》，广陵书社 2010 年

第四卷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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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救國、實業救國的隱憂 

當時中國，有提倡科技救國者認為，西方國家歷經了兩次工業革命的洗禮，

科技愈加進步，物質愈加豐富，國力愈加強大。所以能雄視世界。反觀中國，科

學落後，物質貧乏，國力孱弱，所以為外夷欺淩，喪權辱國而不能自救。因此，

他們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大力發展實業，富國強兵，則中國

必定能擺脫積弱積貧的現狀，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持此主張者，有中

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和翻譯《天演論》，宣傳社會達爾文主義，提

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嚴複，以及發起洋務運動，大量引進西方技術的李鴻章、

左宗棠、張之洞等地主官僚們。與此同時，提倡「實業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

適時而生了。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辦實業的熱潮，大量中國

官派留學生也積極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期望科學技術能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

況。各社會階層都主張的科技救國思潮成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一大主流。 

常惺法師以一位慈善的宗教家的眼光敏銳地察覺到了科學技術給人的精神世

界帶來的消極影響。他認為，科學進步，物質文明，確實是世界發展的大潮流。

但是物質文明發展過程中對人的思想行為的消極影響卻有被忽視之憂。試為之概

說為三點：其一，民眾喪失其信仰，只顧滿足個人的私欲，「一改其豎的生存之要

求，而為橫的極量縱欲之發展。」1其二，造成強大民族對弱小民族的壓迫。「又以

物力有限，欲望無窮故，更利用經濟勢力，壓迫其他貧弱民族。」2其三，科技成

為帝國主義為惡的「幫兇」。「何一非誤解生存之真義，複利用科學以助成其惡歟。」
3科學越昌明，人類物質財富越豐富，而人們對生命無限追求的精神卻逐漸喪失了，

人們的精神世界失去了皈依之處，人心之墮落，一發而不可收拾。因為科學雖為

時代發展之潮流而實有上述三種隱憂，因此，常惺法師說：「今日欲救中國之危亡，

一方固宜提倡科學，庶物質建設方面可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一方尤宜大倡佛學，

俾人人識得本來之真際，確定行為之標準，不至私欲氾濫而無底止，此實為標本

兼治之方也。固嘗謂欲救世界，非因果輪回之真理，不足喚起陷匿欲死之人心；

非緣起互成之學說不足以止人類殘殺之慘劇。」4法師提出以佛教作為人們精神世

界的皈依之所，雖失之於偏頗，但能於眾生對科學技術趨之若鶩，大倡大行之際，

慧眼洞觀其弊，直陳利害。常惺法師學思精深，不得不令人十分地嘆服。 

2.民主救國的不足 

民主救國，憲政救國是近代救國思潮中的另一大主流，康有為的維新派和孫

                                                             
1 常惺：《佛學概論》，《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一卷第 21 頁。 
2 同上。 
3 同上。 
4 常惺：《佛學概論》，《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一卷第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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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革命派當屬此類。他們主張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憲政體或民主共和政體，制

定現代法律體系，以法治國，所以力主創建法政學堂，培養法律和政治人才。 

常惺法師認為，推行民主法治，平民政治是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他在《佛

化建國芻議》中明確說道：「近代潮流所趨，以法治為鵠的，故平民政治為人類

共同之要求。此征諸歷史，揆之現世，而無可否認者也。」1但是，常惺法師認

為，國家平治的核心是安定人心。在當時的中國只推行法治，還不足以安定社

會，維護國家主權。因為中國國情、民情複雜。他說：「中國受兩千餘年之專制，

民智蔽塞，地方數萬裏，習尚、信仰互異，今日驟行法治而置人治、禮治於不

顧，此事之扞隔難通也。」2這裏常惺法師所說「禮治」、「人治」的涵義與我們

通常所說的作為封建禮教的「禮治」和君主專制的「人治」涵義不盡相同。筆

者認為法師所說的「禮治」，主要指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防止民眾陷溺於私欲

和物欲，以至精神世界變得荒蕪。他將中國的儒術和西方的宗教看做是中西方

「禮治」的內容可以作為筆者這一分析的明證。其次，常惺法師所講的「人治」

是指為了使法律不成為一紙空文需要擁有強權的人或者組織來保障法律的實

行。而且國家處於分裂、動盪的狀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沒有強勢的「中心勢

力」。所以法師認為，欲求國家之安定應該主以「法治」而「禮治」、「人治」輔

之。 

而能將「法治」、「禮治」、「人治」三者冶於一爐的中國本土文化只有大乘佛

教。他說：「竊佛教之精神，在化小我為大我，故有慈悲、喜舍、勇猛無畏之精神，

足以養成救世之英雄。其對一般國民，以因果輪回之說維繫其心，雖有宗教之作

用，而無宗教之迷信。至於人人皆可作佛、自他平等緣起互成之說，尤足顯民治

真平等、真自由之精神。」3並且，佛教文化在中國已有千餘年的歷史，對中國人

的思想行為已經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蒙古和西藏地區，民眾普遍具有佛

教的信仰，對蒙古、西藏的管治更加不可忽視佛教的因素。所以常惺法師說：「若

徒誤於一時潮流之所趨，而忽夫立國之要素，匪特內部擾亂無已，而蒙藏邊蕃恐

亦將不為我有矣。故崇尚佛法救國之真義，為建國安民之大本。」4
 

二、常惺法師論佛法何以能救國 

常惺法師認為，科學和民主是世界發展之潮流，我中國不可不順應潮流，但

是科學和民主都有其弊端，也不可不察，與中國國情相契合，能從傳統的文化中

                                                             
1 常惺：《佛化建國芻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5 頁。 
2 同上。 
3 常惺：《佛化建國芻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5 頁。 
4 常惺：《佛化建國芻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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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災難深重的中國的救亡圖存尋找到出路的只有大乘佛教。就佛法救國何以可能？

這一問題，常惺法師做了多方面的論述。 

1.佛法中的救世思想。 

常惺法師認為，大乘佛教中的救世思想主要有三點：一是因果輪回說。常惺

法師認為，人的生存有兩個方面，一是滿足自身生存的物質欲望，二是對自身精

神無限性的追求。因果論說雖然不能被科學所證明，但是賴耶受熏持種，三世輪

回說，對解決人們精神上對生的無限追求有積極的意義，緩解了有限生命的人面

對無限的宇宙時的無力感和孤獨感。提高了人的現實生活的積極性。二是法界緣

起說。法界緣起說的意義是使人明瞭，萬事萬物的變化發展是有關聯的，一方的

變化發展必然引起其他方的變化發展。常惺法師用佛教法界緣起說，批駁當時流

行的生存競爭說。呼籲世界互助互存，摒棄殺戮、戰爭。他在《僧界救亡的一個

新建議》裏說：「緣起互關，理所固然。意者學佛昌明，其為茲後人類和平之曙光

歟。」1三是平等自在說。世界大同，人人平等是當時所有主義和思想共同的理想

追求，但是，他們之間又互相攻訐，是己非人，互成敵對，以致紛爭不斷，事實

上與自身的主張和願景越來越遠了。佛教的平等自在說，認為人的本性是自在平

等的，人的追求是一致的，人人都依佛家化小我為大我的精神，人人明證平等自

在的本性，則每種主張、每種主義都能不囿於成見，同心戮力，那麼大同世界必

將實現。常惺法師認為佛教中有此三種思想，足可作為佛法救國的思想基礎。 

2.佛教救國的現實可能性 

常惺法師認為，佛教救國不但有思想的指導也有現實的基礎。佛教自東漢傳

入，在中國已曆千餘年之久，對中國世道人心乃至思想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中

國人的思想軀體中潛藏著佛教文化的基因。佛教對基層民眾的思想構成的影響是

巨大的。宣導佛法救國能夠得到民眾的情感認同。其次，正如常惺法師在《佛化

建國芻議》中提到的，中國地域遼闊，邊疆地區特別是蒙古和西藏地區的人民受

佛教的影響更深，倡行佛法救國，有利於維護邊陲的穩定，維護國家的統一。再

次，當時中國的主要問題一是列強侵略的外患，二是軍閥混戰的內憂，提倡佛法

救國，推行佛化建國，有利於消弭國內紛爭，實現國家的安定團結。常惺法師在

《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最後的述者感言中說道：

「竊以近今各方戰事之起源，其情形雖甚複雜，往往為正義，為人格而戰，有苦

於不能自已者。但最大之原因，多半私我為之厲階。而佛法所針對者，正為貪、

嗔、癡、毒所滋養之私我。我佛徒若不能積極宣揚佛陀無我之大化，使戰爭消滅

於無形，而但消極的施救於有形之創痛，雖雲本我佛之宏慈，而實非我佛之真慈

                                                             
1 常惺：《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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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當此強權伸張，公理沉沒之時，固知不可空言慈悲，徒手弭兵。但世界事業

為人類共同心理之所表現，吾人果能盡力宣揚佛化，使多數人覺悟，深信無我慈

悲之至教，則戰事自可逐漸減少，最後乃至於無爭，而同享和平之幸福。」1
 

三、佛法救國的先聲——佛教改革 

常惺法師認為，佛法是標本兼治的救世之方，國家應該大力推行佛教，提倡

佛學，方能為國家的和平帶來曙光。但當時的民國政府發起「廟產興學運動」，要

求各地將廟產沒收，作為辦教育興學的經濟來源。這場運動促使國民政府與僧界

的對立，佛教不但不能擔負起救國安民的責任，其自身的合法存在也受到了挑戰。

並且當時的佛教自身也面臨著腐化不振、人才不濟、遠離世事，消極避世等問題。

常惺法師為了維護僧眾的利益，一面積極奔走，呼籲政府取消廟產興學，一面撰

文、演說，進言佛教界應該適應大勢，整頓僧團、改革佛教。 

1.佛教的現狀 

常惺法師對當時的佛教界腐化不振，消極墮世的狀況深表擔憂，他總結了六

點造成佛教腐化不振的原因。其一，濫剃度而不教養；其二，弛戒法而廣獅蟲；

其三，重形式而缺精神；其四，背注述而無方法；其五，封故步而昧大勢；其六，

念彌陀而待死亡。認為有這六種原因同時作用又造就了山林派、長老派、雲水派、

子孫派、方丈派、法師派、應付派等七種消極墮世的僧人。因而，常惺法師直言

不諱地指出：「我們若不趕快醒悟過來，自動地整理淘汰，務求佛法有利於現實的

社會，僧眾實在沒有存在的可能了。」2
 

2.佛教改革的三個方面 

常惺法師認為，中國的佛教改革應當是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革。第一點是加強

佛教教理的灌輸，或稱之為佛教精神的復活。這一方面，常惺法師持批判的態度，

他認為，舊的佛教教育特別是禪宗和淨土宗為了「潛伏」到民間去，過分地強調

不立文字的「念死佛」，對佛教的現代發展是極不利的。他說：「從前念佛、參禪

是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現在研究教理，不獨要知其然，並要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的念佛、參禪的行動，很需要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教理來補充，才可以獲得

真正的果實。」3所以常惺法師積極推廣建立現代佛學院和僧學校，希望重建佛教

僧眾對教理的研究，更好地向世間弘法。 

                                                             
1 常惺：《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出發後工作的情形》，《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

第四卷第 70 頁。 
2 常惺：《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四卷第 59 頁。 
3 常惺：《現代中國佛教》，《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五卷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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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是重整佛教戒律。常惺法師認為，明清以來，佛教傾頹的一個重要原

因就在於戒律廢弛。他認為，佛教徒的生活與世俗人的生活是不一樣的，應該有

自己的規範和「綱紀」。戒律就是佛教徒的「法律」，重整戒律，使「僧伽生活律

儀化」，不但與原始佛教組織的精神相契合，也與崇尚法治和制度建設的現代精神

相吻合。當然常惺法師也明確指出佛教的戒律與世俗的法律是不同的，戒律是佛

家特有的「家風」。 

第三點是體現佛教的現代作用。常惺法師認為，佛教對社會的影響有消極的

和積極的兩方面。封建時代，統治者為了消磨有識之士的政治參與熱情，抬高佛

教地位，用小乘佛教中的「消極」思想限制人的政治思想和現實行動。是一種無

用之用。常惺法師認為，這是封建帝王以神道設教維護其統治的政治手段，不是

佛法的真義。他說：「我深信大乘佛教的思想，是應該參加社會積極救世、救一切

眾生，創造一個新人生出來！這是大乘佛教積極的有用之用。」1所以他認為，現

代的佛教徒應該砥礪弘揚大乘佛法，積極入世，做濟世救民的工作。這不但是佛

陀弘法的真諦，也是佛教立足現代社會的一個必要的轉變。 

3.佛教改革的方案 

常惺法師認為佛教的社會立足點有三，一是其不滅的真理，二是有實證的大

德，三是得群眾的信仰。三點之中，第一點是佛法本身的價值意義，第二點和第

三點有待佛教徒的努力實現。尤其第二點最為常惺法師所重視。他說：「我們此後

要實際證明甲點（即其不滅的真理）的價值不謬，繼續保存丙點（即得群眾的信

仰）的結果不失。那麼，就全關乎有沒有實證的大德了。」常惺法師認為，當時

的佛教界除幾位長老大德，大多數的僧人都不能稱得上住持佛法的人。針對當時

佛教界派別林立，腐化不振的狀況，常惺法師提議成立一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

作為佛教改革的機構，統一負責佛教的改革事業。他從成立機構、確立人選、擬

定綱領、進行步驟等多個方面對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這一設想進行了十分細緻的

規劃。對可能帶來的辯難、批評，也分條縷析地進行了回應。 

四、結語 

20 世紀初的中國內憂不斷，外患不絕，社會動盪，民生凋敝。值此社會變革

之際，佛教界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常惺法師實現了一個僧人的公共意識的覺醒。

他憂心佛教的存續，主張順應時代發展的大形勢，進行佛教改革，建立現代佛學

院，培養僧才，積極實現佛教的社會化。用盡心力宣揚大乘佛教積極救世和互助

                                                             
1 常惺：《現代中國佛教》，《常惺法師集》，廣陵書社 2010 年第五卷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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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思想。他擔心國家前途，主張佛教救國，期望以佛法淨化世人逐利之心，

以佛法凝聚普通百姓，以佛法促進民族團結。常惺法師目光敏銳，思維深邃，對

世道和人心的把握極其準確。他看到了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的弊端，也看到了

宗教在凝聚底層民眾和少數民族人心方面的巨大作用。常惺法師認為佛教改革的

關鍵在培養僧才，所以他一生致力於創建佛學院和培養僧才。先後參與創建了安

徽僧學校、閩南佛學院、泰州光孝佛學社等僧學校，為現代佛教教育做出了極大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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