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佛教專題研究
─周宣德與「慧炬」所推動的志業（二）

九十九年度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鄭西漳居士獎學金

 正持法師
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博士班二年級

民國四十八年，周宣德又

與南亭、印順二法師及丘漢平等

四人，各勸募五萬元，共同合組

「中國佛教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

會」，以周宣德擔任常務董事，

正式以獎學金的方式，獎勵大專

學生研究佛學，開啟大專青年學

佛運動的先河。當時大專佛教青

年寫作心得漸增，於四十九年印

行《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第二

輯，共計論文十八篇，廣播文八

篇，約八萬餘言。民國五十年，

旅美加拿大僑領詹勵吾為紀念其

先伯父煜齋公，捐資成立「詹煜

齋居士佛教文化獎學基金會」，

又因佛青寫作心得篇幅益形擴

大，乃與詹勵吾合印《大專學生

佛學論文集》第三輯。五十一

年，「詹煜齋居士佛教文化獎學

基金會」再與「中國佛教會國際

文教獎學基金會」聯合印行《大

專學生佛學論文集》第四輯。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前後共

四輯，一百二十八篇，約四十餘

萬言，是《慧炬雜誌》的前身，

每集印行數千冊，散發各大專同

學輾轉傳閱，因而蔚為高級知識

分子研習佛法的風氣。 

編按：民國四十七年，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師發心刊印《佛說八大

人覺經》，普贈大專青年，徵求心得報告，其後並集結付梓、資印千

冊，彙編為《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在大環境更迭的五十年後，慧

炬仍持續沿溯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的歷史淵源，只為鼓勵青年學

子勇於伸展初萌的學佛枝芽，涵泳佛法的深妙大海，提昇生命意義，

讓佛法得以成為年輕生命的指引磁針，在每一次困挫磨練的纏縛中

破繭重生。初啼之聲或許生澀，但學佛的青年總是別具慧眼，且讓我

們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與欣慰，並說聲「加油！佛陀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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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炬雜誌社成立之前，

已有「中國佛教會國際文教獎

學基金會」、「詹煜齋居士佛教

文化獎學基金會」，以獎學金的

方式，獎勵大專學生研究佛學。

在慧炬雜誌社成立之後，除了

以《慧炬雜誌》接引大專青年之

外，並鼓勵大專青年心得寫作以

及研習佛學，故代辦各種獎學

金，並接受各界大德委託辦理

不同名稱的獎學金及徵文獎金，

有張伯光以智光大師遺款，設

立「智光獎學基金會」；美國佛

教會沈家楨博士，捐設「密勒獎

學金」；周宣德徵得美國佛教會

代募鉅款，成立「紀念余家菊先

生文教獎學基金會」等。聞風繼

起者年年增加，除了上述五項獎

學金之外，又陸續增加證蓮、儒

佛、許金隆、蘇郭掽頭、周振德、

范道南、康年、沈季貞、朱英龍、

徐信、報親恩、妙欽……懷恩、

謝幼偉教授紀念獎學金。從民國

四十八年至七十四年共二十餘年

間，獎學金種類募集到四十九種

之多。這二十多年來的受獎人，

如今在學術上及社會上都具有

很大的成就，皆是社會的菁英、

中堅分子、領導階層，影響社會

的各階層，也扭轉了對佛教的觀

點。所以周宣德首倡的獎學金義

舉，對青年、教育、佛學、文化、

社會、國家的各層面，都是一項

無形而重大的貢獻！

肆、大專佛學社團的成立

由於周宣德贈閱《佛說八大

人覺經》給大專學生，並徵求研

讀心得報告，而獲得了數十位同

學撰文回應。這些撰文者因回應

徵文，而與周宣德結識，更引發

他們對學佛的興趣，開始在大專

院校中成立佛學社團。所以，從

「設置各項獎學金」到「大專佛

學社團」的成立之間，彼此是相

輔相成的。印順法師曾說：「從

獎學基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

佛學社團，使台灣佛教年青化，

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在我與

居士團體的關係中，這是沒有使

我失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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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晨曦學社的成立

從民國四十九年開始，就

陸陸續續有大專佛學社團相繼

成立，不過它並非如我們所想

像中那麼順利。當時的時代背

景，是不利於佛學社團發展的，

尤其是「國民政府對於宗教勢

力進入校園也十分忌憚，不但

不准出家人或神職人員在校園

活動，也對宗教性的學生社團

採取抑制的態度。」當時，周

宣德即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他努力推動佛學社團的成立，

印順法師認為其成功的重要原

因：「他有教授資格，是老黨

員，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樣

的成就。」楊惠南則說：「周

宣德的佛教事業，主要在協助

各個大專佛學社的成立，鼓動

了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潮，這在

嚴禁各種社團串聯的戒嚴時

期，是相當罕見的事情。」這

種說法，與印順法師所說類

似，皆是與其先前所擔任的職

務有關。印順法師認為，周宣

德是透過自己曾服務於教育界

之人脈，以及黨政關係而排除

了種種的困難，所以能深入於

各大專院校。

晨曦學社是高等學府首創

的佛學社團，也是由大專青年自

動發起的佛學社團，創立於民國

四十九年四月八日，周宣德曾稱

讚：「晨曦學社的創立，光芒四

射，影響所及，各大

專院校，聞風興起，

紛紛組織學社，使佛

學在高等學府內，有

計畫地逐步發展。」

晨曦學社是以「研究

佛學學說，闡揚東方

文化，砥礪品格修

養，敦正社會風氣」

第一個大專佛學研究社團─晨曦學社成立大會。圖中左坐者為周宣德居士，右
坐者為指導老師李添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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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旨。其中，張泰隆是台大晨

曦學社得以創立，最具關鍵地位

的人，由於他與周宣德的結緣，

而後，才有晨曦學社之籌創；范

進福則是晨曦社成立後連任七屆

副社長、幹部，全力護持，為晨

曦學社創立初期，奠定堅實之基

礎，並設計「無盡燈法門」傳燈

儀式，風行一時，寓意深遠。

台灣第一所大專院校佛學

社團─台灣大學晨曦學社，在

周宣德的鼓勵之下逐漸蘊釀而形

成。以五十年前的國內環境，台

大雖以自由校風稱譽全國，但對

於學生結社研究佛學，仍然有太

多的顧慮，故台大晨曦學社的成

立，是歷經種種波折，才得以成

立。台大晨曦學社，其原名為

「台大慈光學社」，已獲得訓導

長之默許，但校長錢思亮認為必

須遵守「約法三章」，才得以成

立，亦即此社團的成立，是有條

件限制的通過。

「約法三章」的具體內容為：

「第一、希望能更改學社名稱，

他認為以『慈光』為名稱，顯然宗

教意味太濃，較不適宜，希望能

更改學社名稱。第二、學社設立

後，研究佛學，應以學術為重，

不可利用學社名義在校內舉辦有

宗教儀式的活動。第三、不可請

出家人到學校來講經說法。」第

一點是更改社團名稱，後來就將

「慈光」改為「晨曦」，才獲准

成立。周宣德深知校方對晨曦社

「約法三章」的情形，故他邀

請到校園來演講者，皆為專家學

者，並避開宗教性儀式的活動，

也未安排出家法師前來講經說

法，因此而遭受到批評，認為其

接引大專青年只偏向於學術研究

的領域，並不鼓勵他們親近出家

法師以及皈依三寶。其實這是當

年環境風氣未開時期的權宜措

施，社團為了維繫永續經營的理

念，其活動就受到了種種限制，

出家法師實難以進入校園弘法，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以學術

研究為重心，來接引大專青年。

印順法師應能體會當時的時代環

境，故云：「有些長老，怪他

（周宣德）不請法師去開示，不

台灣佛教專題研究─周宣德與「慧炬」所推動的志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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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來皈依，其實宗教色彩

太濃，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

台大晨曦學社「約法三章」中的

第三條，不可請出家法師到學校

來演講，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才

打破此項不成文的禁忌。而成功

大學東方哲學社，有一次便因違

反此一禁忌，而被校方當局停止

活動三年。

二、其他社團成立的困境

台大是國內最有自由校風

傳統的學校，當時成立晨曦學社

時，就遭受諸多的障礙，可想而

知其他學校佛學社團的成立亦是

艱辛的。傅益永是周宣德台糖的

同事，後來亦學佛，而協助周宣

德推動大專學佛運動，以下是他

當年協助社團成立時，親身經歷

的二個實例。其一，傅益永曾經

代表周宣德，到台南成功大學頒

發首次獎學金，當時接待者為王

禮卿教授，為了籌劃成立佛學社

團，王教授先舉行了一次座談會

交換意見，有些聞風而至的人士

以及附近居民皆前來參與。由於

他們過分熱誠的發言與希望，以

致引起校方的顧慮，而延遲了成

大學社的成立。其二，台北另一

處早期成立的學社，因為邀請了

不是學校認同的人士前去演講，

而遭受暫停活動的命運。由上面

所舉的二個實例，更可讓我們體

會到五十年前，當時佛學社團的

創立與舉辦活動之艱難。

周宣德為了化解成立社團

之種種阻力，一方面主動約見創

社的同學，不斷的給予打氣，勉

勵堅持下去，終必成功；另一方

面，透過以前在教育界工作的人

脈關係，勤於奔走學校當局以及

教育主管部門，加以說明佛學也

是學術的根源，與儒學、科學等

學科皆是相輔相成的，不能僅將

周宣德居士在中國文化學院慧智學社成立大會上講演「佛學與
中國文化」後，與發起人及幹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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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視為宗教。經過幾次的協調與

商議之下，終於獲准不以佛教之

名，而以佛學之名申請立社。

為了避免學校當局的干預，

佛學社團以「研究文化或哲學」

之名義而爭取成立，就可以減少

宗教色彩的成分。從民國四十九

年到六十年之間，成立的佛學社

團名稱中，一類是具有佛教色彩

的；另一類則是以研究文化或哲

學為名的。當時的佛學社團，不

只是佛學的探討，還包括復興中

華文化與東方哲學文化等相關課

題。如台大晨曦社的宗旨，即是

以「研究佛學學說，闡揚東方文

化」為主，顯示其探討的對象為

佛學研究與東方文化二者相提並

論。又如台北工專慧光學社的宗

旨，即是「研究東方哲學，闡揚

固有文化」為主，佛學則被視為

東方哲學文化的一環。

三、佛學社團的活動

台大成立佛學社之後，周宣

德即以此為範例，全力推廣，鼓

勵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同一

年，又有台灣師範大學「中道學

社」、中興大學農學院「智海學

社」、台北工專「慧光學社」等

三個佛學社團相繼成立。其後每

年都有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

逐年成長，數年之間，全國各大

專院校的佛學社團，如雨後春筍

般相繼成立，形成知識青年學佛

熱潮，截至民國七十四年底，共

成立六十四個佛學社團，社員共

計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人。慧炬雜

誌社其主旨在接引大專青年，自

創刊以來，免費贈送大專青年閱

讀，同時輔導社團的成立、發展

及活動。

各佛學社團所舉辦的學術性

活動，如：佛學講座、專題演講

會、討論會、座談會、辯論會、

演說競賽等；康樂性活動，如：

郊遊、露營、迎新會、同樂晚

會、藝術欣賞等。茲舉例說明，

周宣德及慧炬雜誌社積極參與以

及輔導社團的實際情形。

（一）專題學術演講。許多

佛學社團在成立之初，對佛教界還

不熟悉，為了協助社團步入正軌，

周宣德也會主動邀約專家學者前

台灣佛教專題研究─周宣德與「慧炬」所推動的志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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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演講。例如，台大晨曦學社成立

後，於五月十九日由周宣德主持第

一場的「佛學簡介」演講會。五月

二十九日舉辦郊遊，假中和圓通

寺、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邀請巴

壺天演講「禪趣詩」、張廷榮演講

「三個受用三種書」、李添春演講

「宗教本質與佛教」、唐湘清演講

「佛學的基礎」、吳居徹教唱佛教

歌曲。十一月三日，敦請洪耀勳演

講「我對佛學的看法」，備有英文

綱要；十一月十日，敦請佛學大師

南懷瑾演講，介紹新著《楞嚴大義

今釋》，以及幾則禪宗公案；十二

月十七日邀請到鮮少為學生社團演

講的方東美教授，主講「差別境界

與不可思議」，聽眾爆滿，座無虛

席，不愧為一代宗師。

（二）佛學徵文廣播比賽、

演講比賽。民國五十二年，慧炬

雜誌社為慶祝佛誕節，乃與中國

佛教會廣播組合辦「大專學生講

演佛學徵文廣播比賽」，假台北

民本、彰化國聲、雲林正聲、嘉

義公益、宜蘭民本等五個電台先

後舉辦，於是年四月八日至十四

日舉行比賽，又掀起了一次佛青

活動的高潮。慧炬雜誌社鑑於廣

播演講比賽，對於培養佛青口頭

弘法之成功，乃於民國五十三年

與詹氏獎學基金會、台中慈光圖

書館合作，每年在台中舉辦「大

專佛學社團演講比賽」。至民國

六十三年，「淨廬」改建落成

後，始分中、北部兩處比賽。

（三）社團負責人聯誼會、

慧炬粥會。自有佛學社團成立以

來，慧炬雜誌社每學期皆舉辦

「社團負責人聯誼會」，而於會

中，交換學術研究、社務發展、

文康活動等心得。民國六十四

年，周宣德為了避免與一貫道混

淆，而將「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改名為「慧炬粥會」，而於淨廬

慧炬長期舉辦各項專題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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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每個月利用星期假日定期

舉辦一次。慧炬粥會，除了交換

社團間舉辦活動的經驗，並且共

相策勵發展外，還邀請佛學界專

家學者作專題演講，介紹儒佛思

想。會後，「慧炬」特備「九蓮

粥」及素齋招待師生。迄至民

國七十四年底，已陸續舉辦了

七十七場之多。

（四）慧炬獎金。民國六十

年開始，慧炬為了協助大專佛學

社團的各項活動，訂有鼓勵和獎

助辦法，獎助項目分為十大類：

專題學術演講、長期學術講座、

學術小組研討會、出版刊物、社

會服務、實踐修持活動、圖書文

物展、康樂聯誼活動、發佈活動

新聞稿件、其他各種活動等。

周宣德自四十七年開始，

至七十八年捨報往生，歷三十年

以上持續推動，根據慧炬月刊社

統計，至七十六年底，全台灣共

有九十七所大專院校成立學生佛

學社團，前後社員累計超過十萬

人以上。由於周宣德輔導大專院

校成立佛學社團，而使得知識青

年研究佛學的風氣，蓬勃發展起

來。 （待續）

賀   詞

儒佛元本是一家

慧炬喜發菩提芽

辛勤灌溉五十載

奇花異果滿枝椏

陳浥塵
作者為本社雜誌編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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