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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往，大家大都透過岑學呂等人編的《虛雲自述年譜》，認識虛雲這一

位禪門高僧。不過，早在該年譜出版之初，胡適即指出年譜中有誇大不實之
處，並對虛雲一二○歲高齡，有所懷疑。
最近的研究與新史料的出現，證明胡適的懷疑是對的，《虛雲自述年譜》
是有問題的，而虛雲的年紀也非一百二十歲。著名的佛教學問僧印順法師，
在其晚年的文集《永光集》即運用《聯芳集》等資料，考證虛雲應是一百一
十歲，而《虛雲法彙》所收詩文，有經過修改！
本文在印老等人研究的基礎上，使用虛雲編的《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
《星燈集》以及《名山遊訪記》、《佛學叢報》等民國時期佛教資料，考證
出虛雲大約生於同治中末期，活了九十歲左右，並指出《虛雲年譜》、《虛
雲法彙》中有誇大、虛構、篡改等錯誤。

關鍵詞：虛雲、胡適、妙蓮、名山游訪記、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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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佛教界，龍象輩出，知名者有寄禪、諦閒、圓瑛、印光、太虛
等。其中虛雲以禪定工夫與高壽聞名於世。以往，大家大都透過岑學呂等人
編的《虛雲自述年譜》1，認識這一位禪門高僧。不過，早在該年譜出版之初，
胡適即指出年譜中有誇大不實之處，並對虛雲一二○歲高齡，有所懷疑 2。
胡適的質疑，惹來漢傳佛教界的撻伐，當時的法師們甚至將這些批評集
結出版，名為《闢胡說集》3。表面上，佛教界佔了上風，然而，最近的研究
與新史料的出現 4，卻逐漸證明胡適的懷疑是對的，《虛雲自述年譜》是有
問題的，而虛雲的年紀也非一百二十歲。著名的佛教學問僧印順法師，在其
晚年的文集《永光集》即運用《聯芳集》等資料，考證虛雲應是一百一十歲，
而《虛雲法彙》所收詩文，有經過修改 5！
本文在印老等人研究的基礎上，使用虛雲編的《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
《星燈集》以及高鶴年《名山遊訪記》、《佛學叢報》等民國時期佛教資料 6，
對虛雲的年紀及其主要活動事蹟作一探討，兼談《虛雲年譜》、《虛雲法彙》
中的錯誤。

1

岑學呂等編，《虛雲和尚自述年譜》，收入《虛雲和尚年譜法彙合刊》（台北，新文豐
出版公司，1996 年 8 月台一版）。

2

曹伯言整理，《胡適日記全集》第 9 冊（1953-1962）（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4 年 5
月），頁 492-493、頁 517-524。

3

樂觀編，《闢胡說集》（緬華佛教僧伽會，1960 年 6 月）。

4

張金德，＜近代佛教刊物中的虛雲史料選輯＞，《中國禪學》第 4 輯，2006 年 9 月，頁
318-329。宗舜、馬德，＜虛雲老和尚佚文拾零＞，《中國禪學》第 4 期，頁 330-339。
演愔，＜虛雲老和尚在鼓山（1929-1936）＞：手稿。

5

印順，＜鼓山與虛雲和尚＞，氏著《永光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4 年 6 月），頁
277-285。

6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鼓山涌泉寺，1936 年。此書是對虛雲所編的《增訂聯芳集》
所做的校對，並由監院寶光增加—虛雲略傳。《星燈集》係虛雲所編，鼓山涌泉寺，1932
年，感謝江燦騰提供影本。至於《佛學叢報》等刊物，係參用黃夏年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北京圖書館，2004 年）版，而《名山游訪記》又叫《名山遊訪記》，有《佛
學叢報》版、《佛學輯要》版、上海佛學書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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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雲的年紀
關於虛雲的年紀，目前有幾種不同記載。最受重視的是《虛雲自述年譜》
所記的一百二十歲。由於該書標榜虛雲自述，顯得最權威，也廣為大眾接受。
根據此說，則虛雲生於道光二十年（CE. 1840）7。
相對於此，其他不同的記載是這樣：
1.…和尚字德清，號虛雲…現年五十有一，身材偉大…（民國
13 年＜雲南雞足山祝聖寺虛雲和尚略傳＞）8
2.…虛公名古巖，字德清，後改號虛雲…以七十老翁，住持未
滿三年，成效如此…（民國 21 年＜鼓山虛公禪行述聞＞）9
3.…雲自念年將古稀，一龕待死久矣…（民國 18 年＜雲南西山
靖國雲棲禪寺募捐啟）10
4.…余弱冠寀茲山，圓具以後，行腳四方。山中之事，不知經
幾許滄桑，行年七十餘，始策杖還山，謬主山席…（民國二
十四年＜增校鼓山列祖聯芳集序＞）11
5.…予忝長大師（太虛）春秋四十有二…（民國 36 年虛雲＜太
虛大師奠章＞）12
6.（民國 37 年）…十一月…廿一日，晤虛雲法師，年已百二歲，

7

岑學呂，《虛雲和尚自述年譜》，頁 1、427。

8

葉青眼，＜雲南雞足山祝聖寺虛雲和尚略傳＞，《佛音》8、9 期合刊（1924 年 11 月），
頁 6。

9

無住，＜鼓山虛公禪行述聞＞，《世界佛教居士林林刊》36 期（1932 年），頁 2、9。

10

《海潮音》11 卷 4 期（1930 年 4 月），頁 6。《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175 卷，頁 123。
另見宗舜、馬德，＜虛雲老和尚佚文拾零＞，《中國禪學》第 4 期，頁 338。

11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前附虛雲序。

12

《覺有情半月刊》8 卷 19、20 號合刊（1947 年 6 月），《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89 卷，
頁 177，另見《海潮音》28 卷 5、6 期，又見宗舜、馬德，＜虛雲老和尚佚文拾零＞，《中
國禪學》第 4 期，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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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不衰，如五六十許人，口操湘鄉音，人極謙退…（楊樹
達《積微翁回憶錄》）13
7.…不慧繼席又經七年，愧無大建白，而波折之經屢矣。行年
八十，還鄉日短，甚望來嗣之轉法輪者，展此一編…（民國
24 年《增校鼓山列祖聯芳集》虛雲按語）14
根據第一則資料，虛雲生於同治十二年（CE. 1873），迄民國四十八年
去世，僅活了八十六年。若照第二則記載，則虛雲生於咸豐十年（CE. 1860），
享壽九十九歲。至於楊樹達的記載，反映虛雲誕生於道光二十六年（CE.
1846），得年一百十三歲。
以上三則記載，都是教外人士得自與虛雲頗有關係者的聽聞，值得參
考。但最具關鍵性的證據是虛雲的自述。目前所知，虛雲最早提到自己年紀
是上引雲棲寺募捐啟所說的「自念年將古稀」。據此，則可推知虛雲大約生
於咸豐九年（CE. 1859），剛好活了百歲。若依民國三十六年的自述，則虛
雲生於道光二十六年，享年一百一十三歲。值得注意的是，民國二十四年，
虛雲在鼓山時，編《聯芳集》，他在序及後記按評中提到自己的年紀。對此
印順法師是這樣評說：
虛老出家、受戒，都在鼓山湧泉寺，對出家人來說，鼓山是他
的家鄉。民國十八年，他回鼓山，任湧泉寺住持，二十四年離
職，只有七年，所以說「又經七年」，「還鄉日短」。虛老明
說「行年八十」，可論定他在民國十八年（還鄉），已是八十
高齡了。這樣，到四十八年示寂，是高壽百十歲了！如把「行
年八十」，解說為辭去鼓山住持那一年（二十四年），那就只
有百零四歲了。這是不太可能的！15

13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錄》，與《積微居詩文鈔》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年 12
月），頁 281。

14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虛雲按語（鼓山湧泉寺，1936 年），頁 34-35。

15

印順，＜鼓山與虛雲和尚＞，氏著《永光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4 年 6 月），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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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虛雲是八十歲才回鼓山任住持，虛雲就不會說是行年七十餘才回
山，由此可見，印老這樣的解讀，是有問題的。從上引文文脈來看，虛老所
謂「行年八十」是指他到鼓山，又經七年的年紀，也就是他在民國二十四寫
後記的年紀，並非指來鼓山時的年紀。如果我們的解釋能成立，那虛雲是在
七十三歲回到鼓山任住持，正符合他在《聯芳集》序中所言：「行年七十餘，
始策杖還山，謬主山席」16。
既然如此，那虛雲的生年，就是咸豐六年（CE. 1856），同治十三年至
鼓山出家（詳下），至民國四十八年（CE. 1959）去世，共活了 103 歲。當
然，這樣的推算，是建立在虛雲的自述是正確的基礎上。如果虛雲誤記或是
誇大其年紀，那其生年，又另當別論了。我個人認為岑學呂等編的《虛雲自
述年譜》固然錯誤，虛雲本人的自述亦充滿疑點，不甚可靠。這一點可從虛
雲的師公鼎峰、師祖妙蓮（詳後）的出家年代看出。目前所見鼓山妙蓮的傳
記，有二種，一是《聯芳集》中的妙蓮記載，另一是《檳城鶴山極樂寺志》
（1923）的＜妙蓮和尚傳＞。前者提到妙蓮三十二歲時，禮「奇量繁公」披
剃出家，受戒後助「量公經營大殿，光緒九年癸未量公退席」，妙蓮繼任鼓
山住持。光緒二十八年以「山席屬古月朗公」，光緒三十三年七月十二日去
世 17。而後者則說：妙蓮三十三歲「出家鼓山，禮奇量和尚為師，越年受具
戒於本山懷忠和尚」，光緒甲申（10 年，CE. 1884），奇量年老退職，由妙
蓮繼任。光緒丁未年（三十三年，CE. 1907）七月十二日去世，世壽六十三，
戒臘二十九 18。
由此可知，妙蓮生於道光二十四年（CE. 1844），光緒元或二年在鼓山
湧泉寺出家，光緒四年受戒。
至於虛雲的師公鼎峰，二十八歲在鼓山禮妙蓮為師，隔年從奇量受戒，
民國十二年時，六十五歲 19。循此來看，鼎峰生於咸豐八年（CE. 1858），光

16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5。

17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3。

18

寶慈輯，《檳城鶴山極樂寺志》卷二（極樂寺印行，1923 年），頁 21-22。

19

寶慈輯，《檳城鶴山極樂寺志》卷二，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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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十一年在湧泉寺出家，光緒十二年（CE. 1886）受戒。
不管是妙蓮或鼎峰的出家時間，居然都晚於虛雲自述的出家時間：同治
十三年，顯見虛雲所述有誤，他報多了年齡。最樂觀來說，虛雲最早也是在
光緒十二年其師公受戒後出家。若保守地講恐怕是光緒中期。如果我們的推
測正確，那虛雲生於同治中末期，活了九十歲左右。

二、虛雲主要事蹟
（一）出家與受戒
確定了虛雲大約的出生年代，其主要事蹟就有了相對明確的定點。首先
來談虛雲何時到鼓山出家。早期的虛雲略傳都提到他十九歲到鼓山出家，至
於其師父則有二種說法：
1.

妙蓮

2.

常開

20

《聯芳集》所附虛雲傳則說他「年十九潛至鼓山，依建津開平寺常開老人披
剃，圓具本山妙蓮和尚」21。前已論證，虛雲生於同治中末期，所以他是在
光緒十餘年到鼓山出家。對照虛雲所編的《星燈集》記載，他是「善慈之徒」22。
所謂的「善慈」是字，其諱是常開，湖廣武昌人，係鼎峯之徒 23。依此來看，
《聯芳集》記載是正確的。至於妙蓮，則是鼎峯的師父，諱聖華，光緒九年
或十年任湧泉寺住持，是近代鼓山湧泉寺著名的法師 24。按佛教慣習，一般
來說，以某法師為戒師，是指此師在所開的傳戒會任傳戒大法師，通常是舉
辦戒會寺院的住持或退休住持任傳戒大法師。從目前掌握的鼓山湧泉寺同戒

20

＜虛雲禪師事蹟紀略＞提到虛雲禮妙蓮出家（見頁 1），而《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則
說常開是虛雲的剃度出家師父(見頁 35)。

21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5。

22

《星燈集》，頁 7。

23

《星燈集》，頁 6。

24

《星燈集》，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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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來看，湧泉寺在光緒十～二十年間的傳戒記錄是這樣：
光緒甲申（十年，CE. 1884）

傳戒大法師

奇量

光緒十一年

傳戒大法師

妙蓮

光緒十三年

傳戒大法師

妙蓮

光緒十三年

傳戒大法師

奇量

光緒十七年

傳戒大法師

妙蓮

光緒十九年

傳戒大法師

妙蓮

25

將此對照虛雲師公受戒時間，可知，虛雲由妙蓮圓具（傳戒）應是在光緒十
二年之後至光緒十九年間。

（二）在清代的活動與外出參學
關於虛雲出家後的生活，據說是修頭陀苦行，相當清苦、簡單，他除擔
任各職事外，常「冬夏一衲，隨身用具但一笠，一拂，一鏟，一繩床。恆處
巖石樹下禪坐，長髮不剃，居無定止」「如是者數年」26。
虛雲是那一年離開鼓山，外出參學呢？虛雲在＜鼓山湧泉寺重訂安單規
則序＞中自述「薙戒茲山，愧未久往，少時參學諸方」。顯見，虛雲在出家
後幾年後出外參學，對照前述出家時間，約在光緒二十餘年左右，參照他自
述在光緒二十二年在金山與高鶴年碰面，可知，他在光緒二十年即外出參
學。保守來說，其出外最晚時間，根據湧泉寺山崖摩崖石刻上一段宣統元年
虛雲刻字「嶺山猿啼傷客心，昔余緇鼓屢登臨。閑別十年無來去，恍惚世情
異古今…」27。可知他是在光緒二十六年離開鼓山的。至於虛雲到外地參學
的情況，民國二、三○年代出現的＜虛雲禪師事蹟紀略＞有詳盡的描述：
25

這是結合民國六年《勅賜鼓山湧泉禪寺同戒錄》以及民國十二年和十三年的《勅賜鼓山
湧泉禪寺同戒錄》所做的整理（見頁 4-5）。

26

鼓山侍者＜虛雲禪師事蹟紀略＞，收入理真居士編輯《虛雲禪師事略》
（上海大雄書局，
1949 年 2 月再版），頁 2。此書另收＜雲公卓錫南華事蹟紀略＞，附＜虛雲禪師法語＞、
＜虛雲禪師覆屈映光居士書＞。

27

轉引自宗舜、馬德，＜虛雲老和尚佚文拾零＞，頁 330-331。由宣統元年，往前推算十
年，是光緒二十六年（CE.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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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詣天台華頂，禮雲鏡老法師…並令往國清寺參學禪制…復
至方廣習法華寶訓，天童聽楞嚴宗通，育王拜舍利四藏，燃一
指以報親恩。及至毘陵天宙，參清光長老。金山參觀心，大定
性林，焦山大水，寶華山聖性，高旻朗慧，茅山朗山，宜興顯
親寺仁智等諸善知識。更至杭州半山參天老人，西天目長松西
堂。會楊仁山居士以及南嶽、海岸、默庵諸公於金陵。在四明
七塔寺聽講法華後，復東朝南海，北禮五台…下山…禮西岳華
山，香山，復還終南，五台，與覺朗、法性、冶開、法忍、諸
公結菴。後公禮峨嵋，住寶光寺，參真應上人。至武昌洪山，
參摩老和尚，授持大悲法。於廬山海會寺，參志老和尚，精究
念佛。與自慧、持力、印魁諸師，於慈谿金仙寺，溫州頭陀寺
伴諦老法師講經。九華參寶武和尚，與普照、月霞、印蓮諸師
結茅於九華翠峯，習賢首教，研究華嚴…公次年出堂，眾同道
邀公至焦山聽通智法師講楞嚴。法師諭為大眾講偏座。法會畢，
適康有為戊戍政變，佛教亦受影響，公乃退隱銅官山茅菴。後
為同道者偵知，往訪者日眾，公厭其煩，潛行北往，謁東嶽五
台，旋返終南…庚子歲，公纔到北京，適遇義和團起事，五台
路絕不能成行。及後八國聯運進攻，德宗蒙塵，公繼御駕同行，
出長城，到西安，上終南，結茅獅子巖中。公恐人知，改名虛
雲，為杜外擾…有老宿青山者，湘人，亦在後山結茅，相去數
里，見公知見高深，相與往來。次年八月，復成、月霞、戒塵，
三師至菴，一見稱奇，曰：「幾年不知你的消息。誰知你睡在
這裏。」公不得已，招之共住破石山。月師曰：「赤山老人厭
煩…」，一日，公著芋於釜中，未熟，即跏趺靜坐以待，不覺
深入禪定。鄰棚某僧造公賀年，見門棚邊虎跡徧蒲，進門見公
入定，乃以磬開靜。問之曰︰「已食否？」公曰：「未食。適
曾煮芋在釜，度已熟矣。」啟釜視之，則霉高寸許，已逾半月
餘矣。自是每一坐數日以為恆。遠近聞其事者多詣公。公厭其
酬答，遂遁至太白山。數月後，下山朝峨嵋，至西藏，見藏地
不嚴戒律，遂由藏至滇，禮雞足山…全滇僧規墮落僅存子孫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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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處。山周四五百里，不為山中子孫者不准住，公欲結茅而
不可得。乃即下山至昆明，因護法士女之邀請，至興福寺閉關。
癸卯年，笻竹寺夢佛上人請講楞嚴經及傳戒。事畢，大理提督
張松林請至大理三塔崇聖寺講法華經。講畢，皈依者數千人。
李將軍福興留公，公復於滇垣碧雞山興雲栖寺…後公至暹緬印
度，以及南洋群島等處，在檳榔嶼極樂寺與妙蓮老人聯座講《法
華經》…公在暹邏，始至數月，無有應者。掛單某寺中，終日
不出，惟踞坐蒲團，一定九日，似死非死，而端坐屹然。於是
哄動暹京，自國王大臣咸來羅拜。旋請入王宮誦經。因得募集
鉅款回滇，整頓雞足山各寺。
公在吉隆靈山寺講經時，得滇中各寺來信，謂政府徧提寺
產，求免不准，請公設法挽救。公乃不得不離吉隆回國，道經
台灣日本，順道參觀彼地佛教情形。在滬約寄禪和尚赴京上訴。
前因庚子歲赴西安時與王公相契者多，此次得蒙其為護持，因
獲上諭准免提徵…公因在京之便，商諸護法為滇省寺院請頒龍
藏…旋由肅親王發起與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奏請…於本年六月六
日准奏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念日。公奉藏回鷄山未久，清帝遜位，
民國肇造，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28
大致來說，以上這些敘述，反映虛雲一些情況：
1. 虛雲曾至江浙著名禪剎學習。
2. 他朝拜普陀、五台等佛教名山勝地。
28

鼓山侍者，＜虛雲禪師事蹟紀略＞頁 2-12。需要説明的是，＜虛雲禪師事蹟紀略＞中尚
有虛雲碰上文丐、渡河等神異部份。至於其請藏經，呈文是這樣：「奏曰：『為請旨事。
據僧錄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呈報雲南省大理府賓川縣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住持僧人虛
雲呈稱：本寺係屬名山古剎道場，缺少藏經，願欲請領龍藏一分，永遠供奉。查此山者，
即迦葉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剎道場，請領龍藏經，為崇佛法。民政部尚書肅，柏林寺
住持澄海，龍泉寺住持道興等，痂結前來。查寺實係古剎。據情奏請，如蒙俞允，應由
臣衙門傳知僧錄司，轉飭辦理。為此謹奏請旨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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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到終南山苦修。
4. 他在雞足山修復佛寺。
5. 他積極參與政府打交道，保護寺產與迎取藏經。
6. 他與皇室關係良好。
從目前資料來看，尚無法證明虛雲與清皇室的關係是否友好。不過，王小航
（王照）的《方家園雜咏紀事》等資料 29，可以告訴我們，義和團運動，八
國聯軍攻入北京前，慈禧、光緒倉惶逃走的情況，連當時肅親王善耆都未被
告知，以致於善耆抛下其太太，隻身騎馬追趕聖駕 30。由此可見，＜虛雲禪
師事蹟紀略＞談到虛雲跟隨光緒逃難或是《虛雲自述年譜》提到與善耆同行
的情況，都非事實。至於虛雲在光緒三十二年獲清帝頒賜《龍藏》一事，高
鶴年《名山游訪記》上一段記載，可做參照：
（光緒）癸卯四月十日，偕高旻月朗諸老乘輪往天津，渠等進
京請藏經也…十四日乘火車…直達北京正陽門，俗呼前門下
車…進城，由北新橋往雍和宮間壁柏林寺。寺內有大藏經板。
住持崑峯迎入，送往行宮，治開觀月長老約會於此。南省入都
請頒藏經者，共有九家，一常州天峯寺治開長老…一常州清涼
寺靜波方丈，一上海海潮寺觀月老人，一揚州萬壽寺主人寂山，
一高旻寺退居月朗，一如泉定慧寺主席悟…一東台三昧寺住持
海霞，一鎮江竹林寺…一寧波西方寺退院淨果…以上諸山長老
同寓此寺，外有五台山南山寺廣慧和尚。首由諸山請僧祿司具
呈內務部轉委，御批知道了，僧祿司始出示開印，每部共約費
洋三千元之譜…31
一般來說，佛寺中擁有《大藏經》，有二種可能，一是寺方請來的，一
29

王照，《方家園雜咏紀事》＜其八＞，頁 93-94，與《樂齋漫筆》、《崇陵傳信錄》合
刊（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6 月）。另見王照，《德宗遺事》頁 174，與《陶廬老人隨
年錄》、《南屋述聞》合刊（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 6 月）。

30

王照，《方家園雜咏紀事》＜其八＞，頁 93。

31

高鶴年，《名山遊訪記》卷二＜天津北京遊訪略記＞（台北佛教會出版社，1983 年 10
月再版複印本），頁 67-68。此書敘及清代部份原刊於 191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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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皇帝御賜。後者的例子在明末清初頗多，但在清末頗為罕見，通常是寺方
主動請藏的，如福建名剎鼓山涌泉寺住持妙蓮在光緒九年後整理復興涌泉
寺、漳州南山寺、檳榔嶼極樂寺「各請龍藏，奉旨賜紫」32。時任光緒老師
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則提到光緒七年七月七日「蕭山和尚淡如來請藏經」33 之
事，他在七月十日並記錄內務府「掌儀司幫印恆潤談請經事，以為由僧錄司
掌印幫，經板在柏林寺，該僧自備工本往印」34。這個柏林寺，是北京名剎，
位在雍和宮旁，雍正時徵集、開雕，迄乾隆完成出版的《大藏經》（又稱《龍
藏》），即在柏林寺進行。當《龍藏》刊印後，其經板就留在柏林寺。資料
記載：「舊例，凡請經者，牒由部題奏，奉旨頒給，需費三、四千金，寺供
刷印。」35
結合以上資料，可知僧侶在清光緒中期來京請藏經的僧侶，要先到柏林
寺，經由僧錄司發公文至內務府，再轉呈皇上核可。如皇帝同意請經，就下
旨頒給《龍藏》及相關物件，但印經經費，要由請經者自出，約三、四千金。
依此來看，虛雲取得《龍藏》應如冶開等一樣，是花三千元取得，而不是透
過關係由皇上真正「御賜」的。
虛雲曾自述在光緒年間到金山參學，在那裏他碰上了高鶴年。而在高鶴
年的《名山游訪記》則提到在壬子年（CE. 1912）：寶秀向他詢問：虛雲在
終南茅蓬入定多日，是否有其事的情況 36。
值得注意的是，高鶴年《名山游訪記》還提到虛雲光緒三十年時的活動：
余…問：上面茅蓬誰住，答：前有德清師居之，常常入定一、
二日，去春回雞足山去…37

32

民國丙子年（1936）鼓山涌泉寺重印《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3＜妙蓮＞鄀份。

33

陳義杰整理，《翁同龢日記》第 3 冊（北京中華書局，1998 年 6 月，2 印），頁 1590。

34

陳義杰整理，《翁同龢日記》第 3 冊，頁 1591。

35

周肇祥撰‧趙珩等點校，《琉璃廠雜記》（北京燕山出版社，1995 年 4 月），頁 92。

36

高鶴年著‧吳雨香點校，《名山游訪記》卷三＜五台山游訪記＞（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年 1 月），頁 122-123。

37

鶴年，＜名山游訪記＞頁 7，《佛學叢報》第 10 期，1914 年 3 月，《民國佛教期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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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謂的「德清」，指的就是「虛雲」。文中說，他在去年春天回雞足山，
因此可推知虛雲是在光緒二十九年到雞足山。

（三）民國初期（CE.1912-1929）虛雲的動向
1、虛雲與「中華佛教總會」
鼓山侍者的＜虛雲禪師事蹟紀略＞提到虛雲在民國初期的活動是這樣：
時滬上所辦佛教會，其淨土菴章程與叢林牴觸，致引起諸
山反響，公即返滬，晤寄禪、治開諸公，暨諸山長老，共籌對
策。商妥後，見孫中山先生，請政府撤消佛教會，重訂章則，
改為佛教總會，附設於靜安寺。公為會務要事，復同寄禪往北
京，見袁世凱，不料寄禪坐脫於法源寺。迨各事辦妥，仍伴寄
禪靈柩轉滬。事畢，公回滇見蔡鍔，組織滇黔兩省佛教總會滇
藏支部，又辦佛學院及診療所，施醫布教…民國九年春，公方
興造祝聖寺大殿，開坐講楞嚴，四眾雲集，法會甚盛。甫及半，
唐督繼堯忽遣人入山迎公…
民國十五年，丙寅，暮春，時值戒期，十方緇素雲集雲棲禪寺…
…唐督既敬事公，有大事，或就公決，公一以道德勗勉之。庚
申秋，滇軍倒唐，唐督尚有勁兵二十餘團直隸指揮，力足抗拒。
公勸之遜避，唐督遂假道越南，寄寓香港。年餘…唐督復位，
即請公建醮禱雨…
鼓山…雖號為十方，而各以披剃相承，及公於民國十八年己巳
住持，實行十方之制，一切舊習革除殆盡…38
從寄禪一名來看，文中所謂的「佛教總會」是指「中華佛教總會」。該會由
寄禪、道興、清海等人於西元 1912 年二月成立39。當時曾呈請南京臨時政府

獻集成》第 4 卷，頁 147。
38

鼓山侍者，＜虛雲禪師事蹟紀略＞，頁 14-20。

39

《佛學叢報》第 4 期，專件，頁 1‧＜中華佛教總會公函＞，《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2 卷，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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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案。同年十月，開會修改會章，具文交該會顧問熊秉三（希齡）呈大總統
袁世凱，籲請「保護佛教」40。當時，「中華佛教總會」的相關人員如下：
正會長

敬安

副會長

清海、道興

陜西支部長

國清寺了全

浙江支部長

接待寺圓瑛

福建支部長

涌泉寺本忠

南洋支部長

極樂寺善慶

雲南支部代表

笷竹寺塵空、蓮華寺純誠

貴州支部代表

高峰山了塵

……

41

虛雲並不在其中，又照當時《佛學叢報》報導，陪同寄禪進京請願的是本忠、
文希暨各省代表42，亦非虛雲，由此可知＜虛雲禪師事蹟紀略＞所述，頗有
問題。不過，虛雲確實參與「中華佛教總會」的成立，是該會發起八十位僧
人的一位43。另在在民國二年，他也以德清名號，為中華佛教總會出力：
雲南省城僧界於陽曆正月十六號，在太西門外藥師院，開中華
佛教成立大會。緇素四眾鼓舞贊成，頗極一時之盛。二十日又
由德清上人開特別談話會，邀請各界到場。當即公議，將昆明
縣全境寺院七八十所、僧眾三百餘人，合為一大共和團體。所
有寺產悉充僧界教育慈善，及自辦各種公益事業經費。時民政
司李梓暢君亦蒞會與議，極力贊成，並允為申明中央政府立案。
聞此議發自滬上頻伽精舍講經月霞法師，亦由德清上人至誠感

40

《佛學叢報》12 期＜紀事一＞頁 1-2，《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2 卷，頁 489。

41

《佛學叢報》12 期＜紀事一＞頁 2，《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2 卷，頁 490。

42

《佛學叢報》4 期＜中華佛教總會公函＞事件頁 1，1913 年 2 月，《民國佛教期刊文獻
集成》第 2 卷，頁 79。

43

＜敬安、清海等組織中華佛教總會的有關文件＞，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
案資料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年 6 月），頁 71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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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德望夙著，始得有此美滿之結果云。

44

2、民國九年虛雲與高鶴年的會面
資料記載民國九年虛雲除興造大殿外，更與高鶴年在雲南碰面，其自述
云：
民九，居士來雞山，相晤於九重岩下，獅子林間，七里松陰，
能猿巢窩。居士住一破殘茅蓬經夏，深受瘴毒，余請其來滇池。
時粵省諸公，送余主持華亭寺，余乃為之改名為雲栖，開辦道
場。法侶稀少，居士發菩薩心，即赴江浙，邀約戒成、修靜諸
法師等相助弘揚法化45。
對於此事，《名山游訪記》有清楚描述。不過，與虛雲所述不太一樣：
九年某月，因欲遊雲南雞足山…抵雲南省城與靜修法師同
寓忠烈祠…次朝，虛雲法師來，邀往江右會館。虛老談：自終
南一別，由峨嵋朝雞山。山中好道者稀，今非昔比。故發起勇
猛心，以廢庵舊基，募建祝聖寺。奔走南洋，募修大殿樓閣並
請《藏經》，開單接眾。春天傳戒，開學戒堂。夏則講經，冬
則參禪。瞬目間過十餘載，無常迅速可畏也。
時有王竹村，張拙仙二先生亦來。虛老談古人作事，純公
而無私，今人純私而無公，所以是非顛倒也。靜師云：其病根
在不明心地。竹村曰：或明而不行也奈何？拙仙云：學一分道
義，有一分進步。虛老云：大著肚皮容物，立定腳跟做人。暢
談經日，皆謂若要挽回世道人心，非和極提倡道德不可。彼時
有歐陽竟無先生，由唐督軍聘來講經，提倡道德。
次日往訪，旋同虛老游圓通寺。後坡上新建念佛堂，全城

44

45

《佛學叢報》6 期＜僧界共和之模範＞紀事頁 1，1913 年 5 月，《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2 卷，頁 481。
高鶴年著、吳雨香點校，《名山遊訪記》頁 15 虛雲序，另見高鶴年《名山遊訪記》序，
頁 13-14 虛雲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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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次日，往聽竟無先生講經，聽眾數百人，軍政教育各界
皆備。竟無先生精研相宗，辨才無礙。
次日，與虛老、靜師往游真詢寺。相傳善財童子南詢至此，
故名。寺院宏敝，有同善社人在此開壇。再觀南城外東西二塔、
金馬碧雞二坊，雄跨大街，頗為壯觀。城中公園、湖心亭風幽
雅。回時告辭，虛老云：望君日久，何得遽行？余因腦氣二傷，
幻驅難支，欲往雞山修養，虛老不允，將余之衣單川資密藏，
余不得已。
次早候伊靜坐時，不辭而行，並向中華書局經理借洋數
元。由大觀樓搭舟…
里宿祝聖寺，乃虛雲禪師開山。虛公初募化還羅，數月無
應者，人定數日，端坐不動，國王大臣，咸來羅拜，旋請入宮
誦經，乃募得羅金、 鎮此寺。歷十餘年建築山門，大殿，藏
經閣，各廂房等。
次早，寶山方丈同遊悉檀寺…次日回祝聖寺關房，乃虛老
退居寮…46
根據印光所寫的信件，唐繼堯原本是邀請他和諦賢到雲南講經，因有事，印
光轉推薦歐陽竟無前往47。由此可知，高鶴年的記載是可信的。對照印光的
信函，高鶴年是民國九年三月到雲南的48。實際上，虛雲在《名山遊訪記》
的序提到他於民國二年北上取《大藏經》之事，亦與其自述矛盾不合49，由
此來看上引所謂虛雲的序是有問題的。

3、虛雲到鼓山任住持的時間與緣由
至於民國十七年或十八年，虛雲到涌泉寺任住持，有多種說法。《虛雲
46

高鶴年著、吳雨香點校，《名山遊訪記》卷六，頁 217-230，另見高鶴年《名山遊訪記》
卷六，頁 293-309。

47

黃常倫主編，《方外來鴻：近現代高僧致高鶴年居士信函手迹》所收 1920 年 3 月初 4
日印光來信（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年 4 月），頁 46。

48

黃常倫主編，《方外來鴻：近現代高僧致高鶴年居士信函手迹》，頁 46。

49

岑學呂，《虛雲和尚法彙》都說他光緒三十三年由北京取藏經之事，頁 28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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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年譜》則說：民國十七年鼓山住持達公（本）去世，派人到滬商事，隔
一年正月由滬回鼓山海軍部長兼省主席楊幼京（樹莊）率官紳留他任住持50。
對於此事，虛雲在民國二十二年的回憶是這樣：
民十七年，余以寺中人眾缺糧，航海來滬。時居士救災未
回，疊函邀請來申，介紹與王一亭、狄楚青諸公相見，高談無佛
之世，直指當人之心，皆大歡喜。于時福州鼓山首座二人與省主
代表前來邀余復興涌泉寺，居士再四相勸。諸公與我送行，余亦
勸居士集稿速印《名山游訪記》，引人入勝。51
對照其他資料可知，虛雲的道場在民國十七年經濟出現困難。當時，他的徒
弟修圓，還特地到南洋募款，因南洋景氣不好，商家倒閉者多，修圓不僅未
募到款，還由雲棲寺匯款接濟，方得回家52。由此可知，虛雲此述前半段上
海募款一事，頗近實情，但事由及時間都有問題（詳下）。至於鼓山代表來
迎接一事，則有問題。照他的敘述，鼓山高層是在民國十七年到上海遊說他
回鼓山任住持。此時，住持達本尚未去世，即請他任住持，有違常理。最重
要的反證是虛雲的另一自述：
本年夏，因雲栖建樹之緣，赴滬游化。乘隙拜掃塔院，便道契
闊。承諸師以薄德為可，命登講座，勉屏他務，略事敷弘。殊
料圓經未幾，主席西歸，於是兩序海眾，推雲維持。復經各官

50

岑學呂，《虛雲自述年譜》，頁 90-91。

51

高鶴年，《名山遊訪記》序頁 14 虛雲序。另見高鶴年著、吳雨香點校，《名山遊訪記》
序頁 16 虛雲序。

52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卷二＜復周伯遒居士書廿三＞（台中青蓮出版社，1994 年 4 月複
印），頁 280-281。另見宗舜、馬德，＜虛雲老和尚佚文拾零＞，頁 333。此書信云：「手
書備悉，經濟艱難，當從簡樸，不可硬撐架子。南洋之行，且祈取消，自民十七，南洋
商家多半破產，有往南洋募緣者，均不敷川資。南洋以橡皮膠為第一出產，英政府把持
不許賤賣，每擔賣一百六十多元。十七年受某國人騙，謂若不賤賣，再過兩年，吾國樹
大，則無人買汝之貨矣，遂偷賣。一家賣而全市賣，不到一月，大商家倒數十家，現在
更賤得不堪。光一弟子將此情景說與光，故雲南雲棲寺虛雲和尚之徒修圓，以雲棲寺虧
空，欲往南洋化緣，光勸勿去，不聽，後由雲南匯款去，方得回國。南洋所化，尚不足
供川資耳。光近年目力大衰，無十分要事，勿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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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正式委任，勉以興利除弊，予奪一切…（中略安單規則）
庚午正月虛雲…53
庚午是民國十九年（CE. 1930）。對照當年的＜勅賜鼓山白雲峰湧泉禪寺同
戒錄序＞：「己已夏以塑像因緣，遊化滬上，歸山掃塔，為眾講經，奈因前
住持達公和尚歸西，首眾聯袂到滬，請余維持，而海軍部長兼閩省主席楊幼
京先生、前主席方聲濤先生率同官紳，亦極敦促主持」54，可知文中的「本
年夏」是指民國十八年夏天，也就是虛雲在民國十八年夏因雲棲寺塑像，需
要大筆資金，到上海募款，後回鼓山掃塔講經，再回上海。十八年九月時湧
泉寺住持達本去世，寺中高層等到上海請虛雲出任湧泉寺住持。
需要說明的是，早在民國十四年，鼓山涌泉寺即曾「匯款來函相聘」他
出任住持，虛雲婉拒55，由此來看，虛雲會回鼓山，涌泉寺長期的善意，也
是重要因素。

三、結語：《虛雲年譜》、《虛雲法彙》的錯誤
以往僅有少數的人對《虛雲自述年譜》的記載，起了懷疑，大多數人還
是相信這是虛雲親口說的，反映他的一生事蹟。不過，我們之前的論證指出
虛雲生於同治中晚期、光緒十餘年才在鼓山出家，迄二十六年（CE. 1900）
方才離開湧泉寺，出外參學，因此《虛雲自述年譜》中的紀年在光緒二十六
年前都是錯誤的，而紀事亦存在問題。至於光緒二十六年之後，紀年、紀事
二者大致相合，惟要注意的是，其中仍有一些事蹟，存在誇大或虛構。姑舉
二例，提醒大家。一是光緒三十三年春正月，虛雲搭船回雲南時接鼓山來電，
謂妙蓮老和尚於正月已在龜山圓寂，至四月十日進塔56。對照《聯芳集》、

53

虛雲，＜鼓山湧泉寺重訂安單規則並序＞，《海潮音》11 卷 3 期（1930 年 3 月），頁
66-69。

54

岑學呂，《虛雲和尚法彙》，頁 285-286。

55

黃常倫主編，《方外來鴻：近現代高僧致高鶴年居士信函手迹》，頁 95，1925 年來信。

56

岑學呂編，《虛雲自述年譜》，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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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鶴山極樂寺志》相關記載，妙蓮都死於七月十二日57，而非正月。二
是民國十七年秋末鼓山達本圓寂之事58，依據《聯芳集》，達本於民國十八
年九月去世59，並非年譜所說的十七年秋末。
至於《虛雲和尚法彙》，亦是問題重重。如光緒二十六年在陜西臥龍寺，
閤省官員慶祝慈禧太后七旬萬壽，啟建道場一事60，依據相關研究61，慈禧七
十歲是在光緒三十年，光緒二十六年只有六十六歲。除此之外，《虛雲和尚
法彙》尚有下列缺失：
1.修改文中字句：如將《聯芳集》中的「行年七十餘」，始策
杖還山，改為「行年九十餘」62。
2.刪去重要段落：民國三十六年的＜祭太虛大師文＞，對照《海
潮音》、《覺有情》相關記載，被編者刪去「余忝長大師四
十二歲」一段63。
3.纂改文字：最顯著的是將妙蓮和尚塔銘中的紀年配合虛雲一
百二十歲的設定，改的面目全非64。
從以上的幾個例子，可以知道岑學呂為了彌縫虛雲一百二十歲的假定，不惜
多處纂改文獻。這樣做不僅圓不了假定，反而造下更大的虛假。而如此的作
為，也沒有維持虛雲的尊榮，倒是讓大家不再信任《虛雲自述年譜》與《虛
雲和尚法彙》，可以說，虛雲成也學呂，敗也學呂。不過，若從另一方面來
看，這或許是重新認識虛雲的契機。

57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3。寶慈輯，《檳城鶴山極樂寺志》，頁 22。

58

岑學呂編，《虛雲自述年譜》，頁 90-91。

59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4。

60

《虛雲和尚法彙》，頁 9。

61

徐徹，《慈禧大傳》（台北建宏出版社，1995 年 3 月），頁 589。

62

《虛雲和尚法彙》，頁 259。

63

《覺有情》8 卷 19、20 號合刊（1947 年 6 月），第 21 版＜太虛大師奠章＞，《民國佛
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89 卷，頁 177，《海潮音》28 卷 5、6 期，頁 31。

64

《虛雲和尚法彙》，頁 310。關於妙蓮塔銘比對，詳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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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幾種妙蓮傳記
1、＜傳洞宗四十五世妙蓮老和尚塔銘＞
和尚諱地華，字妙蓮，別號雲池，生於道光四年甲申七月十二日子時，
福建歸化馮氏。父書泰，出家福州長慶，離塵後請龍藏奉怡山，母楊氏，受
菩薩戒。師年二十一甲辰，禮鼓山量老和尚出家，得戒於懷公，助量老建鼓
山大殿，經營一切。咸豐甲寅量公老和尚退席，以師繼。時堂宇傾頹，佛糧
缺乏，師募于臺灣及南洋群島。回，建法堂大寮迴龍閣，及闔山各殿堂寮塔
院巖洞茅棚下院，暨城內白石兩塔，煥然一新。又築下院河道礄路，置田供
眾。復以缽襯祀父于長慶，奉母老于千佛庵，助監院達本覺空古月等，興雪
峰崇福林陽各寺，刱建檳榔嶼極樂寺，漳州南山寺。光緒甲辰，請龍藏二，
一安南山，一供極樂。丙午興寧德龜山，丁未功畢，七月十二日，趺坐謂侍
者曰：寄語監院，護持常住，時至吾行矣，合掌向西念佛數聲，暝目宴寂，
逾時頂尚熱，入龕數日，面色如生，身發異香，荼毗後，分骨於鼓鶴二山塔
院…
孫古巖虛雲敬題
—《虛雲和尚法彙》頁 310-311

2、＜妙蓮和尚傳＞
師諱地華，號雲池，為鶴山極樂寺第一代祖。妙蓮其字也，本姓馮，閩
之歸化人。父書泰以茂才出家怡山，好放生。母楊氏亦稟優婆夷戒。師少勤
於商，事母盡孝，年三十三復省親怡山。父謂之曰：汝時至矣，緣在石豉，
勿自棄也。師遂出家鼓山，禮奇量和尚為師。越年受具戒於本山懷忠和尚。
師性行慈柔，見者喜悅。值鼓山大殿頹壞，乃孑身往台灣等處募資助修，旋
領監院職。甲申量公以老退，眾乃舉師繼方丈任。乙酉托缽南洋群島，回山
重修法堂，又修龜山崇熙寺。丁亥復南渡檳榔嶼，則已聲華丕顯，護法雲興。
諸僑紳特請之住持廣福宮，即嶼之香火廟也，徵其歲供為公費焉。師既審知
僑風敦厚，遂有奉法南來之志，及相地既定，即返鼓山措資為建寺謀。歲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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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再至嶼，購所定地於亞逸意淡先，成大士殿於鶴山之下，已復分投募化…
而極樂寺遂成…甲辰北上燕都請龍藏經兩部，荷德宗帝賜以法衣等物，其經
則分供於極樂寺、崇福寺…而師之年亦六十一矣…及丙午，即集眾告退，薦
本忠禪師以自代，曰：南洋佛法將必大興，惟非戒行堅定，能忍能行者未足
與其事…遂返閩而是時鼓山天王殿及南山寺又皆亟待重修，正欲得師以主其
事，故不能復辭，乃兼總其成。迨藏事未數月，而師竟以微疾示寂於崇熙寺，
時在丁未七月十二日也，世壽六十三，戒臘二十有九…
—寶慈輯《檳榔嶼鶴山極樂寺志》頁 20-22

3、傳洞雲宗四十五世妙蓮和尚塔並序
和尚諱地華，字妙蓮，生于道光甲辰七月十二，福建歸化馮氏。父書泰，
離塵後，請龍藏奉怡山。母楊氏受菩薩戒。師年三十三禮鼓山量老和尚…虛
雲
—演愔 2006 年拍攝照片（鼓山湧泉寺藏經閣入口前）

4、＜第百廿六代妙蓮禪師洞宗四十五世＞
諱地華，歸化馮氏，父書泰，母楊氏均奉佛。公卅二禮奇量繁公披剃，
圓具後助量公經營大殿。光緒九年癸未量公退席，以公繼席。寺務敗敝日久，
公經募南洋整理一新，復興白塔、石塔、漳州南山、闢檳榔嶼極樂寺，各請
龍藏，奉旨賜紫。復助古達二公興雪峰、崇福、林陽等處。二十八年壬寅以
山席屬古月朗公，三十二年丙午興龜山，三十三年丁未七月十二日寂。正念
西歸，瑞相具現。荼毘後，分舍利為二。一塔于極樂，一塔于本山寺右隅華
嚴庵故址。公主山席，九十九年。
—《增校鼓山列祖聯芳集》頁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