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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佛教总会会长日恒法师受邀  

参加中国第一届佛教论坛会发言 

 
日恒法师■本期作者 

日期：2006年 4月 13日  

  
 
佛教已坐落在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

下，人类社会和文明正面临着种种危机和挑战。作为因应这时代

所带来的挑战，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交流。承蒙中国佛教会的盛

情邀请，有幸参与盛会，交流所得，诚属荣幸之至。 

 

我的讲题是： < 佛教的社会责任 > 

 

大马佛教发展简史： 

 

早期佛教 

大马佛教的发展史，充其量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而已。若以时空

作为分水岭，大致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佛教与独立后佛

教（1957－2006）。基本上 马来西亚的佛教可定位为移民的宗

教。早期的佛教与印度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马来半岛处于印、中

两国的贸易路线的中心点。佛教通过贸易关系，传人马来半岛，

所 以直接传承自印度佛教。在英殖民地政府时代（1786－

1957），为了开发经济，从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引进大量的人力资

源。当然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各国 的内在政治条件及地缘关

系。这些不同国度的种族都从其源地将佛教带入，使大马佛教呈

现多元的风格。这独具特色的多元大马佛教，内容包括大乘佛

教、小乘佛教 及密教。从国度来讲包括了印度佛教、泰国佛教、

缅甸佛教、印尼佛教及锡兰佛教。这并非特意建构的结果，而是

自然经过长期融合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移民到马来 西亚，也把他

们的汉传佛教，发展为主流宗教之一。 

 

最早期的佛庙，如槟城的广福宫、极乐寺及泰国的 Wat 

Chayamangalum 、马六甲的青云亭、雪州觉华寺、龙华寺、巴生

观音亭以及吉隆坡的十五碑锡兰佛寺等，都是这些移民在没有官

方阻力的情况下，依赖大众的捐助而建设起来的。 

 

这些佛教寺院不但是传播佛教义理和信仰的中心，更是一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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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泰国佛寺、锡兰佛寺和缅甸佛寺，除了满足其信仰之需求

外，信徒们也在佳节喜庆时举行充满 族群色彩的活动，如迎接新

年。这些寺庙的建筑形式都表现出他们本土的建筑风格。汇集一

处，多姿多彩。至于宗教仪式，各佛庙传统都有本身的一套仪

式，每当庆 祝卫塞节时，每间佛寺和团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庆

祝，更丰富了马来亚的佛教文化。这时期的佛教正处在萌芽阶

段，寺庙充作各族群膜拜的场所，很少展开传教的活 动。这时期

一般佛教徒还抱残守旧，执着于腐化退化的原始仪式，如在盂兰

盆盛会中，大烧冥器冥纸，充满迷信的色彩。 

 

1950年代，乃佛教青年运动的开始，周日佛学班的概念与唱颂佛

曲的风气也随之展开。除此舞蹈、游戏、节日庆典、青年交流

会、佛友亲善访问团等概念也被引 进到青年学佛的活动中，使佛

法活动迈向多元化。苏曼迦罗法师的努力确实为独立后马来西亚

辉煌的佛教发展奠下良好的基础。 

 

独立后佛教 

马来亚于 1957年独立后，早期佛青团的效应还继续在各州扩散。

佛教活动更显得充满生气，大大小小的佛教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

后春笋的成立起来。约有两百个 之多，都在各自的会所和寺庙里

展开活动。同时在我国各大专学院、中小学校里也纷纷设立佛学

会，这些教团在传教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 献。  

 

1958年马来亚佛教总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寺庙和庵堂合组而成

的联合会。它成为一股华社文化的推动力，贡献良多，如创办马

来西亚佛学院，推行有系统的宗 教教育，为培养佛教接班人而尽

力。它与其他组织共同向政府争取佛陀日为公共假期。同时也代

表佛教徒向政府进言，提供意见，提高佛教的形象。1970年大马 

各地的佛教青年团，在因缘具足下，联合组成了马来西亚佛教青

年总会，辅佐僧团的领导，接引许多青年进入佛门。 

 

大马僧伽总会成立于 1995年 6月 18日，为全国僧俗提供一个平

台，与世界其他僧俗组织交流，促进融合关系，推行弘法利生之

工作，以达致世界和平的目的。 

在 这一个阶段里，由于各地各学府教团的设立，及其宗教活动的

展开，大马的佛教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生机。因为大专佛青的参

与，大马佛教的面貌已改观不少，由过 去保守、老人的、膜拜

的、改为现代化的、大众化的和教化的。简言之，由于佛教运动

的复兴，佛教徒在信仰方面已由迷信转化为正信。这是佛教信仰

的显著改变， 也是资讯时代赋予佛教的一项使命。佛教不得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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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陈腐中脱胎换骨，不断更新，迎向新社会的生活需求，以发

挥其度己度人，自利利他的社会任务。 

 

综观以上所述，可知大马佛教的基本设备都相当好，组织网也已

具备。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是极力消除各传承之间的歧见，把大

乘、小乘、密乘圆融一处，缔造一个更团结更合作的大马佛教机

构。这个梦境的实现正待有智慧贤明领袖去发挥力量。 

 

人间佛教的实践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关注一项事实。随着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来

临，人类的教育水平也与时俱进。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感

觉到精神生活的匮乏和空虚，人类的 思潮不会停留在原始封闭的

状态中，仅满足于膜拜、祈祷的活动，人类已循着理性的思路，

进一步探索宗教与人生的意义。过去佛教的活动太注重个人了生

死、求解 脱的出世性，实际上是脱卸社会责任，受人诟病，指为

迷信。今天佛教徒有需要超越佛教的教义及其所阐明的真理，走

入社会，实现以法利生的人间佛教或生活佛 教。须知社会对宗教

价值的认识在于佛教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佛教徒的所作所为。在

现代化思想潮流的冲击下，人间佛教的复兴，有其必然性。佛教

作为一种生存于 人间的社会意识形态、精神教化及社会文化体

系，乃社会大机器中的部件。而佛教徒，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

乃社会大机体中的细胞。佛教、佛教徒、佛教团体机 构，作为因

缘所生的有为法，其生存依赖于人类社会，依赖于人民大众所提

供的各种物质和文化条件，没有社会生产和思想文化的发达，人

间便不会有佛教的出现和 流传。既然有赖，有取于社会，则理当

回报社会，承担社会成员所应负的各种社会责任。 

地方性与世界性课题 

 

（一）社会乱象 

打开报章，即可看到社会乱象，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社会的不

靖，直接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和平与安全感。这块净土，已被青少

年问题污染。每天充斥报端的不外是攫 夺、奸杀、诱骗、吸毒、

结党、游荡、打斗、偷盗、弃婴等新闻、令人触目惊心。造成这

种社会畸形现象的原因，是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调。同时外

在的恶因缘 太多，而社会上的健康设施和娱乐中心有限所致。 

 

青少年在恶因缘的牵引下，不能把持自己的念头，就走入了歧

途，在此情形下，宗教团体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佛教

可协助青少年关照本身的念头，使恶念 不生起，走向正精进。为

了扭正人心，佛教有需要从幼儿园到大专的学习生活里引进更多

的佛教教育，并在社会上主办更多的佛学讲座会、训练营、交流

会等。同时 也广印佛书及刊物，流传民间，散播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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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尊严和形象 

街市上常出现一些假和尚托钵乞讨的丑事，假和尚横行于街道，

是因为此‘行业 ’有利可图，其次是民众在行善心的驱使下，对

佛教戒律有所不知。针对此现象，大马佛总要求政府赋予法律权

力，给真和尚发出身份证，作为真伪的识别标记。但 法律权力并

不很实际，倒是僧团要加强本身的教育工作，也要发挥佛陀的力

量，教育民众，让民众切实了解佛教的教义和戒律。  

（三）阴霾问题 

过去常因旱季来临，野林自焚或由人为的烧笆，导致长空迷漫着

浓浓的烟霾，能见度大减，交通意外增多。再加上工厂和汽车排

放的废气，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 污浊，直接威胁到我们的身

体健康，间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素质。但这却敲响了环保的警

钟，也提高了环保的意识。这现实中的反面教材，给佛教界一个

有力的助 缘。教团在弘法活动中强调正信佛教的重要，要在寺庙

中去烟排污，把道场净化为祈祷的乐土。相信未来佛教的正信活

动会越来越得到信众的欢迎和支持。 

 

（四）避免宗教纠纷 

世界各宗教都能秉承慈悲、博爱、容忍、中庸之道、互相尊重，

而不可排斥与破坏，相反的，应该进行交流，互相吸引长处以增

进和谐，促成大同世界。 

（五）文明冲突 

过去有人对亨廷顿（Huntington）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 ’论，

抱着质疑的态度。因为人类还执着于自己的文明，相信文明的力

量可以进步到舍弃暴力，而以和平慈爱的心怀去解决争端和冲

突。可是自 2001年 9月 11 日恐袭事故发生后，美国就凭其超强

的军势力量，为求铲除邪恶的回教极端势力，而以二分化的简单

思维论，即‘我是你非 ’ ‘我善你恶 ’展开了先发制人的反恐

战争。随即阿富汗塔利班的回教政府被摧毁了， 伊拉克萨达姆的

强权也被瓦解了。可是和平却远离人类而去，暴力的火花也在世

界各地散开，民不聊生，苦痛难言。今天由暴力所引发的动乱会

随时在世界任何地方 发生，人间那里有乐土？佛陀说：“以恨止

恨，恨不能止。唯有爱能止恨 ”。西方也有句谚语：‘以眼还

眼，这世界将盲了 ’。（An eye for an eye ,the whole world 

goes blind.）这场看不到尽头的人类苦痛，现在还在蔓延下去。

从佛教观点来省思，基本上是人心的冲突，所以应从人类的

‘贪 ’ ‘嗔 ’ ‘痴 ’着手去看清问题的真相。佛教反对二分

化的思维论。而主张以慈爱化解暴力、憎恨，以对话交流达致和

谐安定。另一方面针对宗教暴力的现象而言，所有宗教，都 应自

我反省检讨。假如本身教义内有暴力的倾向或因素，就应消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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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新注释。今天人类面对文明冲突所带来的紧迫感，而展开的

文明对话和宗教内部的自我反 省，是解治暴乱，寻求长治久安的

良方。 

 

（六）暴力增长的困扰 

过去当塔利班执政阿富汗时，为重整和复兴回教实力，采取偏激

护教的行动，而有意用炮弹摧毁矗立于该国内一尊古老的佛像。

它也是该国内宝贵的文明遗产。塔利 班政权的野蛮行动，引起全

世界佛教徒满腔悲愤，展开非暴力的护教爱教的行动，甚至联合

国文教机构也以护教的外交介入。但终于文明敌不过野蛮，佛教

徒只好以 沮丧叹息之情收场。 

 

2005年杪，丹麦一家报社刊登了一幅亵渎回教先知的漫画，刺痛

了回教徒的敏感神经线，引发了中东、北非及远东一些激进回教

徒的暴力示威，造成人命的伤 亡。这显然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冲

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对 ‘自由人权 ’的迷思。在捍卫自由人权

名义上，罔顾对其他宗教的尊重和敏感度，这是傲慢与偏见引爆

了一场文明的冲突。 

 

（七) 法轮功课题 

1999年 4月 25日法轮功学员包围中南海事件或和平请愿(法轮功

自称)，这震撼性的新闻一时轰动国际社会，引人瞩目。一个声称

为气功的组织，竞能在瞬刻间化零为整，发挥震慑人心的力量，

其行动也含有政治的意味，的确非同小可！ 

 

其实法轮功和平请愿的行动是对中国政府的干预和取缔后的一种

反动。过后法轮功的细胞扩散到世界各地，纷纷向各国申清为注

册社团，直接引起正信教团的关注和 质疑。大马佛总与马佛教协

调委员会，坚决反对大马法轮功的注册，并呈函大马内政部，提

出反对的具体理由： 

 

1 既然教主李洪志自称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气功，就不该盗用

佛教的名词、名相来注册及宣说似佛非佛的教法。 

 

2 李刻意造型，穿袈裟坐在莲花座上，头顶后画有光圈。他作此

打扮，似佛非佛，有迷惑民心，颠覆正统佛教之嫌。 

 

3 李自称有无数法身，具各种道法力，可以保护人，不怕外邪侵

入。这是妖言惑众，与佛教本义大相迳庭。马佛教协调委员会，

除了积极采取法律行动来制止法轮功的 申清注册外，更注重实际

步骤，展开群众教育，主办 ‘法轮功、气功、邪教 ’讲座会，

让民众获取资讯，知所警戒，共同声讨邪恶的势力，以收破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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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实效。 

 

（八）自然灾害的启示 

2004年十二月所发生的亚洲海啸，袭击到印度洋周边的许多国

家，摧毁的多少生灵财产，展示了大自然原始的，破坏的力量。

有人把这次灾难的发生，归咎于 ‘神的不高兴 ’而惩罚人类在

这地球上所在的一切恶业。从佛教观点来解读这场自然灾害。我

们认为，所有众生和宇宙的存在，都是元素（地、水、火、风）

和能量（冷和热两种 形式）的结合。这些元素都是受到自然界和

宇宙天体的法则所管制。这些法则的操作，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个

世界，而是遍于整个宇宙。即使有情众生，人类的生命和 地球，

也是一种为自然法则所引导。虽然佛陀教导我们，说我们是自己

命运的建筑师。作为人类，我们最终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业力，但

业果只是构成自然法则的一部 分而已。所以在自然界的灾害这方

面来说，业果的能力，变成不积极，这是由于被地球和水的排山

倒海的移动力，如地震和海啸所压制。这次海啸洪水所产生的激 

变，是个有力的证明，即业果的法则已经投降给自然的法则了。

所以，这些有好的业果和坏的业果的人，同样地遭殃。 

 

基于此，我们要明确地说，责怪这次海啸造成的巨大的灾害，是

由于外力〔例如神〕的理由是不正确的说法。这不能责怪任何

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应受到责怪。这次 的灾害，给我们一个适时

的提醒，要我们重新审察我们如何地生活，并评估我们与自然界

的关系。人类于醒觉之后，就应努力回归到中庸之道，积极发挥

人类的慈悲 心和维持善良的心肠，以便能和此变动的环境共生共

荣。记住：和平的生存，并不意味着要征服大自然，去创造人为

的环境，以满足感官的享受。 

 

(九)复制人问题 

今日人类生活在现代化的地球村内，时时刻刻都会面对着前所未

有的冲击，如复制人、全球化、信息工艺等问题。就以复制人来

说，自从复制羊多利出世后，复制科 技就成了一项热门的讨论课

题。人们议论纷纷，不知如何应对此挑战，和表达明确的立场。 

 

针对此课题，联合国为慎重起见，通过一项议决，成立了一个研

究委员会，向各国征询意见，以草拟复制人的国际公约。大马政

府也受到咨询，于是在 2002年二 月六日至七日，通过外交部主

办一项研讨会。当时出席会议的佛教界代表，有不知所措，毫无

准备之感。 

 

今天问题已迫在眉睫。世界各大宗教究竟要表示反对或支持复制

人，总要有个明确的立场。天主教教庭的训令就统一了所有天主

教徒的立场。回教权威机构和宗教学 者已作出不同的主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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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提倡自由思考的宗教，追求真理和事实，相信意见一定纷

纭，不易统一。但事关人类的生命、前途，道德和伦理等各方面

的问题，答 案也绝不简单。佛教界也不能草率以一句 ‘平常心

看待 ’，回避此严肃问题，而给外界人士对佛教存有一种消极和

负面的印象。 

所以我认我们应开放讨论空间，鼓励辩论，促进交流，并通过此

过程，达致一个鲜明的立场。基于此，我们有义务罗致各方面的

人才，包括专科医生、生物学家、律师、佛教学者、社会学者、

人类学者等。让他们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和探讨，然后综合看

法，作出结论。 

 

马佛总资讯网 01-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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