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先驅者的
「慧炬」
去苦的地方好了，比較快樂的就
是類似像夏令營那種形式，後來
去參加了才發覺不是在深山練
功，而是在臺中市明倫社舉辦三
惠敏法師

個星期的密集式佛學講座。
我參加明倫社的佛學講座

在佛學社團中播下學佛的種子

的課程的感受，覺得似乎與我平
日在大學的上課心態不同。因為

一九七二年（民國六十一

佛學講座所談的問題，讓我發現

年），大一結束快放暑假，我一

過去似乎想要追求的生命的議

位好朋友當佛學社社長，那時佛

題，例如：人生中之生老病死、

學社在大學可說是很小的社團，

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等，總

台北醫學院學校不算大，佛學社

說為五受蘊等之生死苦，與不生

叫「慧海社」，社員也不多。後

不死的苦滅問題。所以，臺中明

來我的好朋友當了慧海社社長，

倫社暑期佛學講座結束，回學校

因為他在班上人緣很好，我們班

後，積極的參加北醫慧海社的社

很多人都加入當社員，不然會倒

務推展。慧海社於每年新生入學

社，我也加入了。在放暑假之

時，會分發《慧炬雜誌》刊物結

前，於課餘之時，班上許多人熱

緣，讓同學們有機會了解佛教，

烈討論暑期所要參加的佛學活

此外，也會鼓勵社員或非社員參

動，新社長告訴我：暑假有兩個

加「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獎學

佛學講座，一個比較苦，一個比

金」的論文撰寫，提供佛學社很

較快樂，問我要去比較苦的，還

好的學佛資源，隨緣散播佛法種

是去比較快樂的？我想像中苦的

子，對大專生學習佛教風氣的開

應該就是跟少林寺一樣，去那邊

展，很有幫助。

劈柴、挑水、練武功，我說那就

10∣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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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北醫學院後面有松

老也擔任善導寺住持）。
每屆為期一學期，在當時
佛教活動不多，這是很難得的週
日學佛機會。約於第五屆開始，
因為學員人數眾多，松山寺沒有
人力供應學員們午齋，所以必須
李雪盧老居士（前排右六）所舉辦的慈光佛學講座（即後來
的明倫講座），周宣德居士（前排右五）每期都蒞會參加

由學員長負責在自己住宿的地方
煮飯菜，再搬運到松山寺提供午

山寺，道安長老為松山寺住持，

齋。每週日講座完畢，智諭法師

主辦「北區大專佛學講座」。第

在晚課後為留下來的學員講經、

一、二屆由淨空法師辦理，剛開

教打坐念佛，並且讓學員試講。

始有二十人。第三屆由智諭法師

一九七二年（民國六十一

接任，已約有一百人學員，漸漸

年）智諭法師在台北縣（現在

增加，至五、六屆時約三百人。

的新北市）三峽鎮（現在的三峽

第三屆開始有學員長制度，有學

區），開創「西蓮淨苑」，所以我

員長領導幹部（由各佛學社團推

們有些學生也跟著去那邊學佛。

派），協助主辦法師，聯繫各校佛

西蓮淨苑始創之時，是很小的一

學社團，講座的課務、庶務（課

個地方，簡陋的房子。我們想去

桌椅、中餐等）。由政治大學佛學

學佛，沒有地方可以住宿。沒有

社團東方文化社的蕭武桐同學擔

經費，也沒有大力的信徒，沒辦

任，台北醫學院慧海社的賴鵬舉

法建什麼房舍來給我們。所以就

同學任第四屆學員長，台北醫學

決定建個草寮，我們也幫忙建。

院郭敏芳同學（之後，惠敏法師）

在裡面辦活動、學佛，在這個草

任第五屆到第七屆學員長，第七

寮裡聽經、打坐、上課、吃飯，那

屆時地點由松山寺移至比較靠近

時學習的物質條件不是很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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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中心的善導寺（因為道安長

扮演先驅者的「慧炬」

是學習的熱忱是相當精進。

音樂、戲劇、書法、篆刻和詩詞，

一 九 七 三 年（民 國 六 十 二

為現代中國著名藝術家、藝術教

年）暑假，智諭法師舉辦「圓覺

育家……。後來出家為僧，號弘

經修學會」，接引大專青年學子

一，中興佛教南山律宗，被尊為

（主要是北醫慧海社、師大中道

弘一大師……」如此的生平引起

社、國防醫學院佛學社、銘傳覺

我 的 好 奇 心，想 進 一 步 詳 細 了

音 社 等）前 來 修 學。之 後 成 立

解，所以我到書局買他的傳記，

「大專青年念佛會」（之後，有輔

買 到 了 名 為 《 弘 一 大 師 傳 》的

大、海洋大學、德育護專佛學社

書籍，回家才發現：這本書有分

團加入），以培養青年成為佛教

上、中、下集三冊。我沒有注意，

人才。並且以西蓮淨苑有限的軟

只買到中集，覺得沒頭沒尾的，

硬體資源，提供一些佛學社團學

不容易閱讀，就擺著沒有看。讀

佛的機緣，及幫助學社突破許多

大學後，我因為參加臺中明倫社

困難。此學習方式使在家眾對三

暑期佛學講座，讓我有機會從慈

寶有親切的認識，使僧俗二眾呈

明寺圖書室借到《弘一大師傳》

現和合的狀況。又當時為了克服

全三集，可以一口氣讀完，這也

學習與教學上的障礙，發展出小

開啟我後來出家的因緣。

組的教學，漸漸形成學長制度。

臺中明倫社暑期佛學講座結
束，回學校之後，大二開始，以

由於弘一大師的影響開啟出家的

前上課都會去搶最後一排，現在

因緣

上課都會去搶坐第一排，覺得生
命有它很深的意義要去追究，不

12∣

記得我高中的音樂課的考

能浪費時間，更要把握知識生命

試，按照學號是分配到考唱第二

的傳承。所以那時上課的目標是

首「悲秋」，我讀到它的簡介：

如何把老師所教的百分之百吸收

「悲秋，作者李叔同，精通繪畫、

下來，這次我上這門課，下次我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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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出家是真報親恩

樣子的心情。所以要預習老師要
講什麼，上課聽老師這麼講，為

在學期間即經常參加智諭法

什麼可以這樣講？為什麼我想不

師所主持西蓮淨苑的修學活動，

到？老師有哪些東西我可以再補

這段期間培養我在解行的基礎。

充的？對我來講在當時真的是一

等到大學畢業後，亦順利地通過

個很大的轉變。

國家藥師考試與二年的預官役，

在參加大學佛學社團（北醫

正是面臨抉擇的時刻。但是過去

慧海社）期間，因學長們的介紹

那一份心願仍然呼喚著，於是以

而加入松山寺「北區大專佛學講

準備參加中醫師考試的名義，又

座」的幹部，亦數次擔任學員長

回到道場中安住。此時正值西蓮

之職。以此因緣親近了我的師公

淨苑建大殿，繁忙工程與緊湊修

道安長老、以及剃度恩師智諭法

學活動交織成的經驗，使我對佛

師。記得有一年中秋節前夕，因

教更加深一層使命感。

為大專講座的事，前往方丈室請

雖然，幸運地通過中醫師檢

示道安長老，於正事交代後，他

定考試，但是幾番教運衰微的切

老人家便激勵我們青年人應該發

膚之痛，激起我做最後的衝刺─

大心振興佛教。那萬丈的豪情感

突破父母最後那一關。但是，如

動在座的每一位。

何建立信心與勇氣？機會來了，

在這良師益友的環境中，

西蓮淨苑每年寒假佛七前，特別

加上長期實際參與佛教活動的經

為護七人員所辦的「精兵」佛七

驗，從此激發起對於佛教一股難

（只有五位）開始了。承蒙師友

以名狀的感情，心中默默地希望

的護持，得以參加此「念佛三

能為多難的佛教奉獻菲薄的心

昧」道場。在第三天時，對於上

力，但是如何對無緣接觸佛法的

至諸佛下及眾生的同體性，有些

慈親啟齒呢？

滋味嚐到了，頓然覺得一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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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講這門課，到現在還是維持這

扮演先驅者的「慧炬」

14∣

消釋無餘，於此境界中肯定了

張開了一樣的高興，能多學一種

唯有出家是真報親恩的信心與

經典語言可以解決很多學問上面

勇氣。

的疑惑。隔年（一九八二年），

出家之後，最初的三年間，

有緣參加入學考試，很幸運地也

主要學習戒律、禪定以及勞務。

考上了佛學研究所。一九八五年

那時就在想以後自己要走哪一條

（民國七十四年），我完成了佛

路？因為出家人的生涯規劃有很

學研究所的三年學業課程。接

多選擇，一種是走修行或弘法，

著，通過教育部日本留學考試，

一種是走社會福利或救濟方面

並且取得東京大學研究生入學許

的，或者要走學問進修或學術研

可，以及考取日本交流協會的獎

究的。我自己想：若要把佛法了

學金。

解透徹，除了實修或實踐之外，

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

學問或學術研究還是很重要。所

年）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於

以我在寺廟裡三年的基礎訓練，

一九八九年取得日本國立東京大

除了僧眾教育之外，在學術研究

學文學碩士，一九九二年（民國

則需靠自學，但是我自學上遇到

八十一年）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

了佛典語言瓶頸，例如：梵文、

士學位論文之後，回來臺灣，我

巴利文、藏文等經典語言，在當

師父就說讓我當西蓮淨苑副住

時的環境，不像現代網路資訊時

持，同時國立藝術學院（二○○

代，是不容易自學的。

一年改名為︰國立台北藝術大

當時（一九八一年）我得

學）也以延攬海外歸國學人的員

知文化學院（後來的文化大學）

額，聘用我為客座副教授兩年

中華學術院之佛學研究所（聖嚴

（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之

法師擔任所長）開始招研究生，

後，國立藝術學院留我下來當專

知道課程中有教梵文、藏文等經

任副教授。一九九四年（民國

典語言，感覺全身毛細孔都好像

八十三年）開學前，國立藝術學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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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五日邱校長被請去當文
建會主委，我則以教務長身份再
兼代理校長半年。職務期滿之
後，我正好可以教授七年休假一
年，這段時間，我協助中華佛學
研究所（創辦人：聖嚴法師，也
是我的母校）以二十五年辦學經
驗為基礎，結盟國外十五所知名
院校之國際化績效，培養十多位
畢業生在國際名校取得博士學位
的成果，創立全國第一所向教育
部申請成立獨立的單一宗教研修
學院，也即「法鼓佛教學院」，
上：慧炬舉辦大專佛學社團幹部研習營
下：長期舉辦各項大專青年佛學研習營

我受聘擔任首任校長，在二○○
七年四月八日（佛誕節），舉行
學校成立揭牌暨校長就職典禮。

院劉思量校長請我當學生事務
長三年（一九九四～一九九七

學佛三要：思言寫行清淨、透明

年），開始我很長的大學行政工

化、發願實踐

作，一直到今天。
於一九九九年，我完成教授
升等，二○○○年被推選為國立

對 於 鼓勵年輕人學佛，我可
以提供三個學佛目標，作為參考：

藝術學院共同學科主任。不久，

（一）培養正確的思考與表達

邱校長再邀約我擔任教務長（二

的能力：八正道（正見、正思維、

○○○年～二○○六年），一直

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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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六年（民國九十五年）

扮演先驅者的「慧炬」

念、正定）。因為八正道可濃縮為

16∣

不勝枚舉。

「正確的思考與表達」，如此可以

反之，我們若能將「眾目睽

培養「發現」問題與「處理」問題

睽」與「世界舞台」情境，導入

的人才，以自利利人，由此養成

每天二十四小時中，讓自己「透

如理「思惟」與適當「表達」的能

明化」，善用眾人的「覺察」

力。如同「身、口、意」三業清淨

力，隨時隨地以「世界」為「舞

的佛教學習的目標。如理「思惟」

台」，準備接受所有世人的檢驗

是「意業」（思考）清淨，也是

與評鑑，如此「借力使力」，容

「正見、正思維、正精進、正念、

易保持「身、口、意」三業清

正定」；適當「表達」是「口業」

淨。並且，也隨時隨地以「世

（言語）、「身業」（行為）清

界」為「舞台」，準備服務所有

淨，也是「正語、正業、正命」。

世人，容易保持創造價值力，讓

如此可以讓「思」想、「言」語、

創意無限，功德無量。

「寫」作、「行」為與清淨相應。

猶如《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

（二）以「眾目睽睽、世界

功德經》的「第二大願：願我來

舞台」的覺照與視野，培養「正

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

念力」、「正知力」。運用「眾

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

目睽睽」與「世界舞台」情境，

巍巍，身善安住，焰網莊嚴，過

開展普世「覺照」與國際「視

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

野」的眼光。一般人喜歡「避人

隨意所趣，作諸事業」，不只讓

耳目」，希望隱藏自己的缺點與

自己可以顯現如琉璃青空之清淨

過錯，隱瞞不願意面對的真相，

本性，光明正大，日月朗秋空，

卻常導致自誤誤人。其實，我們

也可以發揮智慧（日光）與慈悲

個人的「正念力」、「正知力」

（月光）之菩薩功德，開導眾生

有限，迷惑的業力無窮，容易腐

淨化身心，隨願學習知能，作諸

化墮落，此種案例，古今中外，

自利利他的事業，成就淨土。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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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時代，善用資訊環境與社群

願景與實踐︰根據大乘經典，例
如《法華經》或《維摩詰經》，

因此，我常希望學生們能

我們知道「菩薩淨土之行」是出

善用Web2.0之「眾目睽睽」與

自於「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界舞台」的資訊環境，例

心」菩薩所問的問題，「發菩提

如︰e-Portfolio網路電子化教

心」的菩薩是為「成就眾生」

與學歷程檔案的服務；或配合教

故，必須「願取佛國」，修行

育理念規劃的網誌（Blog，部落

「淨佛國土」。所謂「淨土」，

格），隨時「思考」與「表達」

相對於將「器世間」（環境）

了解自己知道什麼？眾生的疾苦

莊嚴成「寶方」（七寶所成地

何在？環境的問題何在？自己能

方），將「有情世間」（眾生）

做什麼？如何與世人形成良性互

淨化成「菩薩」，才是根本。如

動？如何結合同行菩薩成就「願

是同行眾生（眾生淨）來生菩薩

景」？

成佛之國土，故說「眾生淨則佛
土淨」。

並且，我也鼓勵學生將大學
社團作為「實踐」未來「願景」

我會介紹學生看《1～100歲

或夢想的實驗室。因為學校社團

的夢》這本書，它收集了從一到

是屬於校內活動，其成敗的影響

一百歲，囊括各年齡層、各行各

層面，不會像社會職場之成敗一

業、全台灣各地，從原住民到新

樣嚴重。所以，對於社團的經

移民的夢想藍圖；從平凡的上班

營，可以想作「實驗室」，大膽

族，到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甚

的發揮創意，以研究、發展、實

至在病痛、單親家庭中奮力生活

踐自己與社友們的各種好點子。

的人們，侃侃而談他們的夢想，

學生們藉由成立或參與各種（學

以及準備如何實踐。

術性、康樂性、服務性、學藝
性、聯誼性……）社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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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樂發好願、莊嚴淨土」

扮演先驅者的「慧炬」

了解自己的興趣究竟在哪裡？只

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例如目前

想將興趣成為業餘活動即可？還

台灣偏遠地區的弱勢團體，如原

是希望將興趣發展成自己的特長

住民地區、新住民團體，都是比

乃至成為自己的人生「願景」或

較少人去注意的。另外一個目標

夢想？

是國際化，去參與一些國際的開
展活動，這都是佛教未來需要去

對慧炬雜誌社未來發展方向的期待

突破和挑戰的。
在摸索目標後，就要很長期

目前慧炬雜誌社已經發展成

經營，因為要達到目標也不是一

包含出版社、佛學會、基金會的

天兩天的事，就像當時慧炬協

部門，經常舉辦各種定期課程與

助大學校園成立佛學社團的突

活動，成果豐碩，值得肯定，實

破，也不是簡單的事，而是十

在沒有太多敝人建言的餘地。若

年、二十年累積下來的。所以

要大膽提議的話，建議慧炬繼續

要有長期規劃和執行的準備，

扮演先驅者的角色，因為這是當

不斷的嚐試和修正方向，發展

初慧炬機構的創辦精神。

出新的因應之道，才會比較看

慧炬當時在校園內協助成立

18∣

得出效果。

佛學社團，提供大學生接觸佛法

例如：從國際化來看，全世

的機會，這是先驅者做的事，因

界各地還有很多發展的可能性，

為這是別人沒有想到的，或是有

因為沒有佛法的國家有很多，有

想到不知道要怎麼做，或是曉得

些是先進的西方國家，也有不少

怎麼做但沒有因緣做。然而先驅

貧窮落後的國家，包括非洲或者

者的角色可能會很辛苦、不容易

南美洲。我有朋友應邀到南美洲

做，不過卻有它的價值，假如慧

厄瓜多爾去做文化交流時，發現

炬能夠維持這樣的精神，去做別

竟然有一貫道團體在當地發展，

人還沒有因緣做的事，也是一個

宣教的是一對夫婦，先生幾乎是

雜誌

569期

受到。周遭的人包括自
己，若是自己都不覺得
佛法能夠幫助什麼，那
就更難去影響別人，個
人的言行則會形成團體
的言行，團體的言行則
內觀葛印卡老師（左二）訪問聖嚴法師（左一）

會影響發展的軌跡。
曾有人問，現在的佛教雜

專職義工，深入到窮鄉僻壤宣

誌假如要吸引不同宗教的人來閱

導，太太則是想辦法做點小生意

讀，是不是宗教色彩不要那麼濃

維持生活，讓人覺得他們真的很

厚？其實這是方向的抉擇，有利

發心去傳道。

有弊，自己如果能先想好方向，

其實，佛法要傳播的話，是

有共識會比較適合一點，因為每

有很多做法，目標選在台灣本土

一個團體的發展，都有自己條件

或者其他國家都有可能。但是，

和因緣。慧炬雜誌社可以去發想

最近的其實是自己，假如連自己

這個議題，因為如果是寺廟辦

都不能將佛法「學以致用」，那

的雜誌，再怎麼包裝，很明顯

就很難踏出第一步。然後是，隨

就是佛教的立場。但像慧炬這

時隨地擴及周遭的人，或是家

樣一個非寺廟的團體，就可以

庭、職場或是社區，然後有因緣

好好去思考，哪一個方向適合

擴展，有進可攻、退可守的彈性

發展中長程願景，如何避免做

在，從每天的接觸人事物開始，

資源重複的工作，如何產生開

會比較踏實一點。我常常在想，

創性的先機。以上是野人獻曝

假如連周遭的人，我們都沒辦法

之言，僅供參考。

讓他們感受到佛法的好處，那

作者為法鼓佛教學院校長

No.569 Nov. 2011∣19

传灯半世纪

就很難讓其他的人也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