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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与政治之间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佛教

界，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我革新运动，并形

成了 “人间佛教” 思潮，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两岸的

佛教发展形态。当时两岸佛教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在

思想及教务方面的互动其实相当的频繁，并与日本

在台 “开教” 的佛教界有相当程度的交流。比如，
在1917年至1927年间，以太虚法师、张宗载等为

首的佛教改革派多次到日本、台湾地区访问并发表

有关佛教改革的文章。许多台湾僧侣则透过到大陆

参学、访问，与太虚等大陆僧侣相互交流佛教革新

理念。抛开日本侵略亚洲的政治因素而从佛教内部

的信仰生态变迁而论，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日据时

期的台湾本土佛教、与当时的大陆佛教、乃至与完

成近代化诉求的日本佛教之间其实是 “互为背景和

资源的”。
　　本文所要反思的问题，毋宁说是从思想史背景

角度出发的：在日本殖民当局有效的撑控之间，海

峡两岸相对良性的佛教交流究竟是何以可能的。在

殖民统治下，围绕着统治的 “合法性” 问题，宗教

与政治又如何发生有趣的纠葛。
无疑，与日本相较，中国知识传统具有历史渊源极

深的 “天下主义” 观念。天朝大国的历史记忆，常

常使中国知识人普遍滋生着一种世界主义或普遍主

义的情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倾向于认同一

个中心和一种真理，而且习惯于将视野扩展到整个

天下。近代以来，这种历史心情似乎并未随着世界

时局的大变化而发生真正的改变。浸润于中国化佛

教之下的教界精英概未能免。甚至在宗教信仰的背

景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1925年太虚、张宗

载等大陆佛教革新派抱持着促成 “中日之亲善和世

界之和平” 之理念，赴日本及台湾地区进行佛教交

流，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中国知识人所积淀的 “乌托

邦” 理想及 “普遍主义” 的心情使然，亦是追求 “世
界大同” 和 “人间净土” 的佛法义理使然。当然，
这并非太虚、张宗载等少数佛教革新人士所想象的

世界图景，亦是弥漫于当时中国佛教界的集体想象

和文化心情。中国僧人这种罔视时局之变化而固守

所谓 “佛教徒的宗旨”，使得他们在价值和文化上

的认同空间经常是 “中” 或者 “西”（如所谓的 “中
体西用”），并不很会像日本一样，考虑建构一个相

对于西方的 “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

的 “同文同种”。在日本企图并吞中国的野心未彻

底暴露无遗之前，1925年的太虚有 “筹设东亚佛

教联合会，以次推行世界佛教联合会” 之抱负，堪

属情理之中。然而，以太虚为首的部分中国僧人在

“普遍主义” 之信仰情怀或者教界的现实利益的驱

使之下而选择的 “中日亲善” 之举措，亦容易让他

们丧失明辨大是大非的知觉，从而背上沉重的政治

教训。
　　不过，中国佛教革新派在 “普遍主义” 的信仰

情结下藉佛教交流以促成 “中日亲善” 的理念，却

是试图在政治及文化上凌驾、指导 “亚洲”，争做 “亚
洲霸主” 的日本当局所乐见的。正如学者们所指出

的，近代以来产生于日本的 “亚洲主义”，在日本 “脱
亚” 入欧追寻近代化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背景下，引

出了 “兴亚” 并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心情，这使日本

一方面重建与亚洲的 “连带” 关系，另一方面又滋

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 “侵略” 心情。“亚洲” 因

此成为日本政治与文化想象中需要 “提携” 与 “连
带” 的一个空间。在骄傲自满的开化日本观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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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本亦将自己想象为亚洲文明化进程中当然的

盟主，以及一个以历史和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 “亚
洲” 解放者形象。
　　无疑，产生和兴盛于亚洲的佛教信仰形态刚好

迎合并满足了日本关于亚洲是异于西方（西洋）的

一个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因此被日本当局想

象为建构日中乃至亚洲认同空间的首要的文化基

础。明治以来，日本推行的是 “以神道为主，佛教

为辅” 的宗教政策，亦鼓励佛教团体向海外派遣随

军布教师使，以作为 “日本国家风教的基础”。而

完成了入世的世俗化变革的日本佛教，大都具有“迎
合政府意图、以王法为本、镇护国家” 的整体倾向。
因此，被日本侵略的台湾地区，也成为日本佛教想

象中需要 “提携” 与 “连带” 的一个信仰空间。比

如，日本首任 “台湾总督” 桦山资纪就表达了借佛

教来构建新占领地之认同空间的 “亚洲主义”观念：

“治理台湾这新领地，宗教是必要的。宗教之中佛

教特别是必要的。现在所谓的台湾人民，大我于支

那时，即因习惯（而）信仰佛教，如果能以日本佛

教来帮助治理这些人民，就可以治理人民。” “现今

治理此岛屿无论如何宗教是必要的，但并非要广为

宣传各宗派的佛教观念，而需要以国家的观念来让

佛教家为国效劳。”
　　正是借助于殖民政府的背后支持，日本佛教团

体（如曹洞宗、临济宗）积极履行开教使命，除拟

筹组统一性的 “大日本台湾佛教会” 外，亦逐步加

强了对台湾本土教派的统摄与联络。借助于日本佛

教团体在台之 “亲善”，殖民当局实质性地掌控了

较具影响的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当然，
完成近代化诉求的日本佛教对台湾佛教进行 “理所

当然” 的教导和联合，亦强化了其将自身视为亚洲

佛教之 “典范” 的观念。在此文化想象之下，丧失

一定主体性的台湾佛教的所谓革新运动，亦相应地

成为居高临下的日本佛教表达文明优越，重新确立

“自我” 与 “他者” 的一个文化符号，进而，亦相

应地成为日本当局构建台湾殖民之 “政治正确”，
提携“日华亲善”，乃至东亚之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地

图）的符号之一。

　　正是由于日本及其殖民文化代言人一直抱持着

对亚洲 “连带与侵略” 的复杂心情，台湾佛教在接

受日本佛教训导的同时，才有可能被殖民当局破例

允许同中国大陆佛教展开相对良性的宗教交流。而

日本殖民当局以 “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 等外

交性的动听托辞，要求台湾佛教界及日本在台佛教

界，热忱招待太虚、张宗载等台湾母国的佛教界名

流，亦抱有藉借宣扬日本宗教的在场及台湾佛教道

场的归化，来强化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以及

掩盖日本在所谓 “支那” 地区借 “开教” 推行政治

及文化扩张的新企图。太虚、张宗载等人在日本、
台湾的参访活动及在台湾报刊上发表激进的佛教革

新言论，也才会变成一种现实的可能。从思想史的

角度而论，中日及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正好满足

了各自想象的世界图景和文化心情。而台湾佛教在

其中更被装点成一个已经被 “提携” 与 “连带” 的

尴尬角色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喧嚣不止的近代 “亚洲主义”
的思想背景之下，日据时期日本当局的文化殖民政

策，多少带有 “抑儒扬释” 的倾向。日本当局曾经

试图藉借 “体制化” 的儒教笼络台湾的地方士人，
但亦积极打压台湾 “民间化” 的儒教，采取关闭书

房、取消学校汉文科、限制汉文出版等釜底抽薪的

策略，以减低台湾社会对日本殖民的文化对抗。然

而，也恰是在这种 “矛盾” 中，台湾各类儒教的结

社与活动（如善社、鸾堂、诗社、文社等）仍然有

效地为传统汉文化保存了一份元气。因此，反观当

时在日本当局掌控之下却又相对宽松的海峡两岸佛

教交流活动，从客观效果来看，亦给台湾的佛教革

新注入中国大陆佛教新思潮的要素，并多少蛰醒了

台湾佛教界革新派本有的对佛法 “普遍主义” 精神

的体认，以及对中国之固有的民族情感的依存。不

可否认的是，日式佛教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影

响一部分的台湾革新派僧侣，并造成台湾佛教革新

的变味。不过，僧侣娶妻的习俗并不为台湾社会所

认同，亦使得完成近代化诉求的日本佛教在台湾天

然地缺失所谓的 “典范” 作用，并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日本佛教宗派指导和教化台湾佛教的成果。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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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日本佛教这种世俗化的习俗，亦为战后回归

“祖国化”的台湾佛教提供了一个重建 “自我”与 “他
者” 的简明标签。
　　诚如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言：

“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声称拥有合法化的

理由可能很少基于这种造福于民的直接许诺。……
统治的合法性总是与根深蒂固的宗教习惯和信仰密

切关系的，而且它们的变化又非常缓慢。”日据时期，
如何在台湾确立和巩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乃是日

本当局处心积虑之事。譬如通过宗教改制（比如包

括日据后期的皇民化运动和寺庙整理运动）并引入

本国宗教（神道教和佛教）以作为 “典范” 的作用，
来创立新的 “神道设教” 方式，正是日本试图有效

地改变台湾人的中国宗教认同的一个切入口。
　　在讨论中国的宗教与政治的纠葛问题时，人们

经常涣涣而言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 “宽容

性”、“包容性”，故而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

教战争或宗教间残杀，其实却忽视中国实用化的宗

教政策的作用。中国嘉峪关长城上有一座乾隆十七

年（1752）的碑刻：“圣人以神道设教治天下也，
非治天下必本于神道，亦神道为治天下之一端也。”
可谓道出了中国传统宗教政策的连续性特征及功能

主义内涵。在所谓 “万教平收” 政策下，是否有助

“王化”，便成为宗教得以合法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类宗教信仰形态，并不刻意于

在宗教间的义理之争，而是将更多的心思转向于追

求 “国家祀典” 以寻求所谓合法性。因此，宗教的

生存状况亦往往依附于政治权力及统治阶级所设定

的 “正统性” 范围之下。毋庸置疑，积极在外拓展

殖民地的日本当局，亦有这种典型的功能主义 “政
策取向”。区别的只是，日本殖民当局恰是试图通

过移植和共建双方共存的宗教形态，来改变或异化

殖民地区 “异它” 的宗教特性而已。其借助中日共

同历史记忆的佛教 “典范”，用以构建新占领地之

认同空间，亦反映了一种以新的 “神道设教” 方案

达到统治目的的企图。撇开殖民政治的是与非，我

们看到的却是中日在对待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共

通文化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