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佛教人物口述訪問經驗談
侯坤宏

壹、前言
臺灣史學界著手推動口述歷史
工作，起自 1959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至今已歷半世紀，並已累
積不少成果，但其中卻少見有人以佛
教界人士為訪問對象者。
在西方，已有人針對衛理公會教
派作過口述歷史記錄，內容偏重於個
人經驗與生命史。在美國，摩門教於
鹽湖城楊百瀚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建立口述史學系，學子可
以透過家庭的回憶了解先人當初長
途橫越美國的艱辛、建立教堂的過
程，以及重建鹽湖城社會秩序的歷
史，藉以強化教徒的信念。1戰後臺
灣佛教號稱極盛，其發展與臺灣政、
經、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為了解佛教
在此期間之演變歷程，評估其歷史地
位，除利用檔案及一般報刊資料外，
口述史料也是不容忽視。爰此之故，
筆者與過去國史館同仁卓遵宏、高明
芳、賴淑卿等人，自 2002 年 3 月起，
開始進行「臺灣佛教人士口述訪問計
畫」
，210 幾年來，先後訪問 60 餘人，
訪問對象包括出家僧人與在家居
士，截至 2014 年底止，已出版臺灣
佛教人物訪談錄 17 冊，其中 15 冊為
個人訪談錄，3《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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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冊為訪談錄合集。另有昭慧法師、
鄭振煌教授等人文稿，陸續整理中，
預計將由國史館出版。
佛門中有所謂四眾弟子（出家男
眾、出家女眾、在家男眾、在家女
眾），為完整掌握臺灣佛教，我們訪
問的對象也包括這四類。6佛教人物
口述訪問是口述歷史的一環，其進行
方式與原則與一般口述歷史並無不
同。因訪問對象是佛門人士，對主訪
者而言，除了在佛教義理上要有相當
程度之理解，對當代佛教史實與受訪
人基本背景，都要能有所掌握，才能
使口述訪問順利進行。透過前列各案
訪談，筆者對於佛教人物口述訪問稍
有體會，以下擬由：佛教人物口述訪
問應依循的特殊法則、佛教人物口述
訪問與佛教史研究兩方面，談論有關
佛教人物口述訪問的個人體會，最後
再說明為甚麼把佛教人物口述訪問
看成是審視自己內在生命的歷程加
以說明之，以突顯訪問佛（宗）教人
士的深層意義。

貳、佛教人物口述訪問應依循的
特殊法則
為使口述訪問順利進行，主訪人
在訪問之前一定要做足必要的功
課。當我們以「臺灣當代佛教人物」
為範圍，準備進行訪問時，首先面臨
的問題是：那些人是我們應該納入訪
問的對象？選擇口訪對象的依據與
標準是甚麼？通常我們考慮的標準
是：這些人在臺灣佛教界中應具有某
方面的代表性或獨特性，他可以是某
大道場的創辦人，也可能因為他在修
持上有其特殊之處，或者對佛教義理
有獨到的體會。
談到戰後臺灣佛教，一般人很容
易聯想到佛光山、慈濟功德會、法鼓
山、中台山四大教團，除此之外，分
布在全臺各地的更多中、小型道場，
不應受到忽視，所以我們在進行歸劃
時，特別留意有些知名度不高的道場
負責人。我們對於出家法師的訪問，
提問重點包括：個人出家因緣、剃度
師、修學過程與修學法門、住持道場
之興革、經濟來源與開支、對臺灣佛
教的看法及未來的展望等項。對於居
士方面，提問重點會包括以下各項：
家世與背景、接觸佛教的因緣、與道
場或僧人的關係、修習過程與法門等
項。由於每位法師各有其特性，所以
事先的準備，以及訪問時的提問，需
針對不同對象做適當的變通。
在從事佛教人物口述訪問時，到
底應該稟持怎麼的原則，才能做好這
記錄當代佛教史的一項工作？此與
臺灣佛教人物口述訪問的特殊性這
一問題有關。佛教人物口訪是口述歷
史的一環，進行訪問當然得依口述歷
史應有的規範，但依筆者多年來經
驗，想做好佛教人物口述訪問，應依
循一特殊法則，即要能以「佛法」來
從事佛教人物的口述訪問。
印順法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
一文中，曾標舉以「三法印」來研究
佛法。中華佛研所杜正民在從事
CEBTA，也同樣是秉持著三法印的精
神。7三法印是：「諸行無常」、「諸
法無我」與「涅槃寂靜」，是佛教印
證真理的一種方法。依「三法印」原
則來事佛教人物口述訪問，也頗為必
要，以下依個人之體會與心得，說明
如何運用在佛教人物口述訪問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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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從事者，或有一些參考的作用。
一、「諸法無我」法則：諸法無
我，是緣起三法印的中心，「無我」
是離卻自我（神我）倒見，不從自我
出發去攝取一切，是完成學佛目的的
樞紐。「一切法無我，唯是相依相成
的，眾緣和合的存在」。不管是為人
或處理人世間任何事務，應有無我的
精神，不固執自我成見，不存一成見
去看待一切。因若主觀太強，就很難
公正客觀。8口述歷史能否客觀呈現
口述者個人或者是他所經歷那個時
代的歷史？從事口述歷史工作者是
否也要有部份的主觀涉入才能把口
述工作做好？這涉及立場與角色問
題。
「無我」的原則，可以貫穿整個
口述訪問的過程，佛教人物口述訪問
是否能有成效，繫乎主訪者與受訪者
能否「兩相合和」？沒有受訪者，就
沒有口述歷史，受訪者是口述歷史的
主角，訪問者只是擔任推動、促成者
的角色。從聯絡受訪人，正式訪問之
進行，到訪問後的整稿及出版工作，
訪問人在基本心態上，都要排除以
「我」為中心的想法；尤其在訪問進
行時，要能適時、適當地「導引」受
訪人，讓受訪人講出其一生中投入最
多，最有心得的那一部分，在這些過
程中，都要秉持「無我」的精神。筆
者以為，主訪人的話不能太多，最忌
「反客為主」，只顧發表自己的經歷
或看法，讓受訪人變成聽眾，這樣就
失去訪問的目的了。當然，口述訪問
能否順利進行，受訪人與主訪人間的
互動，極關重要，主訪人要以「無我」
的心境，讓受訪人就著設定的主題暢
所欲言，才能讓口述訪問的內容充實
又精彩。整稿時，要能順著主訪人所
談的理路與脈絡修改，不能照著自己
的意思，喪失或歪曲主訪人的談話內
容。出版過程中，也要與受訪人或相
關參與人員充分溝通協調，才能將訪
問稿完美呈現。
二、「諸行無常」法則：無常是
生滅的，「生」是緣起（有其條件）
的生起，「滅」不是沒有，而是因緣
和合（各種條件都具備）中的一種現
象，它與「生」是同樣的存在。滅也
是緣起，所以它必然要影響未來，成
為後來的思想生滅的因緣。雖然，滅
去的已經滅去，歷史不會重演，但歷
史的事實，在緣起的演化中，對未來
始終有著密切的影響。因為無有常
性，所以豎觀一切，無非是念念不
住，相似相續的生滅過程。一切都依
於因緣，依緣就不能沒有變化，應把
握無性緣生的無常觀。9
如將此原則運用到佛教人物口
述訪問時，也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無
常」感，口述訪問有時要和時間賽
跑，有些值得訪問年紀較長的法師、

居士，若沒有及早聯絡進行訪問，可
能會因年歲太大，或其身體狀況出問
題，而喪失訪問的機會。過去我們曾
計劃訪問李世傑教授，但聯絡時，他
已重病，不久就往生了。楊白衣教授
夫人楊林寶璧女士年紀並不很大，原
本也是我們想要訪問的對象，但沒多
久，她也往生，我們只能怪自己動作
太慢，未能及早進行。另外，對胡秀
卿中醫師的訪問，基本上已告完成，
訪問稿正整理中，沒想到她也因病逝
世！讓人深感人命的脆弱。我們訪問
過的戒德法師、悟明法師，已分別於
2011 年 5 月及 7 月間先後圓寂，白雲
禪師、菩妙法師、成一法師、源靈法
師、見如法師、大詮法師、傳道法師、
葉阿月教授，也都已不在人世間！
三、「涅槃寂靜」法則：涅槃，
有真實、解脫之意，是學佛者的歸趣
所在。涅槃寂靜，也可以說是緣起法
的寂滅性，是有情離卻顛倒戲論而體
現到的真實自在的聖境。佛法的探求
真實，在解脫自他的一切苦痛，這需
要兌現。因如果只是把真理放在書本
上、口頭上，不能用來淨化自己的身
心，治學、辦事、待人、接物，還是
和從前一樣，這顯然沒有把涅槃一事
放在心中，沒有體驗真理。10
將「涅槃寂靜」法則使用到口述
訪問時，可以把整個口述訪問看成是
一趟學習之旅，對佛門人士作口述訪
問，更是一種極為難得的「心靈請益
的過程」。當主訪人從事口述訪問
時，應該懷抱著《華嚴經》〈入法界
品〉「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善知
識（指社會上各行各業人士）的精
神。經文中，以善財童子為機，敘述
修行者如何為饒益一切世間，為救護
一切眾生，勤求一切佛法，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在修行的過程中，
善財經過文殊師利菩薩指引而參訪
的善知識，上至菩薩、比丘、比丘尼、
婆羅門、國王、公主、居士、長者．
下至：廚師、設計師、航海家、商人、
醫藥家、外道、老人、小孩等一般平
民，都能念念不離菩提之心，恭敬親
近善知識，廣學多聞增長智慧，不捨
凡夫法，等持佛法，不捨一切智心，
自利利他。
從事佛教人士口述歷史，我們可
以從不同的佛門大德中，了解他們是
如何進入佛門？修學歷程如何？主
修法門為何？從他們言談中，可以發
現其中應有不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地方，但受訪人的經驗雖值得重視，
還是得檢驗：這裏遷涉到「口述歷史
對主訪者可能的影響」這一問題，就
佛（宗）教人物訪問而言，因佛（宗）
教人物是社會分工中的「專業宗教
師」，他（她）們在佛（宗）教實踐
與修行上，理應有超於常人之處，所
以他（她）們的經驗是值得重視的，
不過他（她）們的修行經驗，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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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對，還應以經論上所談的義大利理
來加以檢驗才是。
參、佛教人物口述訪問與佛教史
研究
個人從事臺灣佛教人物口述訪
問，基本上是站在歷史研究者的立場
來進行。由於研究當代臺灣佛教史，
深感史料上的不足，乃有著手進行口
述訪問佛門人物的必要；因為唯有深
入了解當代佛教，才能談到未來的佛
教要如何發展。在佛教發展過程中，
不管是光明的一面，或是黑暗醜陋的
一面，都有值得讓人借鑑之處。11
前文提到，臺灣佛教人物訪問的
對象不應僅限於大道場的住持，而應
關心一些在各地方默默從事弘法利
生的佛教工作者。臺灣佛教在日治時
代，有所謂本土四大法脈，即基隆月
眉山靈泉禪寺（月眉山派）、臺北觀
音山凌雲禪寺派（凌雲寺派）、苗栗
大湖法雲禪寺派（法雲寺派），以及
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大崗山派）。
12
戰後臺灣隨著政、經型態的演變，
佛教形成了四大道場，分別是高雄星
雲法師的佛光山、花蓮證嚴法師的慈
濟功德會、臺北聖嚴法師的法鼓山，
以及埔里惟覺法師的中台山。13從臺
灣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雖然四大
道場在全臺甚或在海外，有許多分支
單位，形成極為龐大的佛教組織，但
四大道場並不能涵蓋全體臺灣佛
教。四大道場之外，臺灣各地仍存在
著不少的中型道場（如高雄元亨寺系
統、嘉義香光寺系統、臺南關廟千佛
山系統、臺北華梵大學系統等），以
及更多的小型道場。此外，日治時代
四大法脈在經過戰後臺灣歷史變遷
過程中，原在各地之寺廟，仍存留
著，並發展出不少的寺廟道埸。通常
在比較大的寺廟道埸中，由於占有人
力、物力、財力及組織上的優勢，為
加強文宣，出版了許多資料，研究者
在運用上頗稱便利；相對於分散在各
地比較不為人知的一些小寺廟，在資
料上就顯得極為缺乏。所以，過去筆
者從事臺灣佛教人士訪問，除了重視
較具規模、知名度的道場外，更關心
分布在各地較不為所知的寺廟。
口述史有其悠久的歷史傳統，但
我們更重視在當代的發展，它可以激
發歷史學的生命力，所以歷史研究者
應該好好利用口述史料。14佛教史研
究專家江燦騰曾經說：每一個時代能
探討當代佛教史的人，都是少數。在
中國佛教史上會寫佛教史的，大抵是
他本人認為佛教的典範經驗和感人
事蹟，必須透過較具體的記載，才能
夠傳承後代，所以才從事於研究或寫
作。15但探討當代佛教，常會因資料
不足而難以下筆，口述歷史正好可以
用來彌補其不足。以筆者研究「戰後
臺灣佛教寺院經濟」為例，在這課題
研究上，曾利用了前述受訪人透露的

如下資料：
一、在談到戰後初期土地改革運
動對擁有大批土地之寺院影響時，據
圓光寺住持如悟法師說，苗栗法雲寺
在雲林地區原有 20 甲土地供放租，
土改放領雖換來一些股票，但對寺院
毫無助益；臺北觀音山凌雲寺在日治
時代，因捐獻多，再加上自己買了不
少土地，甚至在中壢最熱鬧的地段，
整條街都屬凌雲寺所有，土改後，這
些土地都被徵收。中壢圓光寺原亦有
許多土地，土改時也被徵收。16
二、據屏東市東山寺天機法師口
述，戰後初期新、舊交替過程中，臺
灣部分寺廟，還是以「農禪」方式，
但維生並不容易。如屏東東山寺（加
上東山佛學院），共有 100 多人，連
基本的吃穿都有問題，所以要自己種
菜。除自食外，剩下的就拿去賣。平
時早、晚兩餐稀飯，中午才能吃白米
飯。17
三、法會多是臺灣佛教的特色，
也常是寺院的主要收入來源，每年例
行性的法會，常配合佛、菩薩聖誕、
出家、成道日舉行，據豐原慈龍寺常
露法師口述，其寺院重建所需經費，
除托缽外，主要靠法會，包括：大年
初一到初七的「點燈祈福法會」，或
每月初一、十五誦《藥師經》為信眾
消災的「藥師法會」
；農曆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辦「觀世音法會」，每星期
辦大悲懺、水懺……等。18
四、中壢圓光寺是以打水陸法會
籌措辦學經費，據住持如悟法師說，
1970 到 1990 年代這 20 年間，臺灣每
年舉行的水陸法會大概有 200 場，後
因股票、房地產價跌，辦水陸的場次
減少。以前辦一場 7 天的水陸法會，
大概有上億元收入，現在辦一場只剩
下 1,000–2,000 萬元。以圓光寺言，
每年打一次，最起碼也有 2,000–
3,000 萬元的收入。19
五、據筆者訪問華梵文教基金會
護持委員柯美玉、汪百生、陳重光
後，得知該會主要經費，是用在支持
華梵大學上，財源從募款而來，有長
期出錢或一次出錢的會員，募款的人
稱為「委員」。會員定期(通常是按
月)一次交 100 元、200 元，或 500 元、
1,000 元，也可以每年一次各交 1 萬
元。基金會與會員間的聯繫是透過委
員，每月辦一次聯誼會，會員和委員
都可以參與。20
六、據臺北士林普宜院照印法師
透露，內湖金龍寺的金龍寶塔，於
1970 年竣工，幾乎變成經懺道場，甚
至一天有 4 位齋主，他們都會在寺裏
吃飯，所以法師不但要誦經，也要忙
著買菜、辦桌。21

3

七、東和禪寺源靈法師也提到，
北投中和禪寺靈光塔，納骨費用自戰
後以來，收入達 10 多億元，導致王
姓與孫姓子孫纏訟多年。22
八、由白雲禪師口述得知，他購
買千佛山高雄講堂的經費，主要來自
股票獲利。早年他買唐榮鐵工廠、南
亞塑膠的股票。唐榮股票是用８毛買
來的，賣時最高賣到 170 多元，南亞
塑膠也賺了不少，一度塑膠原料飛
漲，從 25 元升到 75 元，獲利頗豐。
23

八、《南傳大藏經》所花經費，
據主持翻譯的吳老擇居士透露，翻譯
經書花費約 5,000 萬元至 6,000 萬
元，加上辦研究所、雜誌及派學生到
斯里蘭卡留學，總支出約 8,000 萬元
至 9,000 萬元。24
九、據臺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口
述，《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的編纂前
後歷時 11 年，每個月費用以 50 萬元
計，一年含年終獎金共 13 個月，所
有費用超過 7,000 萬。25
十、由臺大佛研中心恆清法師開
始籌募所需經費，並獲「北美印順導
師基金會」與「中華佛學研究所」支
持，於 1998 年 2 月 15 日正式成立。
據恆清法師口述，「北美印順導師基
金會」每年補助 20 萬美元，五年共
100 萬美元。26惠敏法師進一步說，
此計劃經過五年的努力，完成大正藏
1–55 卷建檔工作；第二期（第二個
五年計劃）完成卍字續藏部分，經費
由新加坡黃淑玲居士支持，到第三
期，增錄大正藏、卍字續藏未收部
分，像房山石經、南藏、北藏、嘉興
藏、龍藏等，經費由國科會補助。27
除利用上列史料外，像華嚴蓮舍
早年常實施的夏令義診、冬令救濟等
工作，如遇颱風、地震、大水、大火
等災難，隨即進行臨時性的募捐救濟
活動。28中壢圓光寺的星期假日鄉間
義診，29以及高雄元亨寺各項賑災活
動，30也都因有口述史料的補充，得
以更加完整，也使筆者研究的主題能
夠順利展開。
口述史料除了可以填補歷史的
空白，還可以印證文獻資料的是否可
信，斟別歷史事件的真偽，甚至發掘
鮮為人知的新史料，31對歷史研究不
可或缺。儘管口述歷史因個人記憶的
局限，會有失誤的情況，並不影響其
存在價值與意義。當然，研究者使用
口述史料進行研究時，訪問內容的可
靠度（credibility）與可信度
（trustworthiness）需要進行查證，才
能確保研究的精確度；用在一般史學
研究需要如此，在佛教史研究也是這
樣。

關於如何評價當代臺灣佛教人
士的問題，江燦騰曾說：從事研究當
代佛教史時，不管是對人或對事，有
讚美或批評，都可能招來許多閒話。
一旦他據實讚美某法師的佛教事
業，他的反對者就會說他拍馬屁。反
之，如作批評，則他本人或他的徒
弟，即會視他為「仇敵」。32研究當
代佛教人物，難免涉及歷史判斷的問
題，由於研究個案可能還健在，論斷
當然不易，即使不在，他可能仍有許
多徒弟、徒孫、信徒，因此研究者在
下論定時，就得費心斟酌。此種情形
也同樣會發生在口述訪問後記錄稿
的整理上，當受訪者評論到其他教
團、法師或居士時，如何在文字上做
出合情又不違受訪者原意的表達方
式，並不容易。當然，口訪史料基本
上是以受訪者立場來行文，所以遇到
有問題的部分，除了需要進一步考訂
相關史料外，還得由訪者與受訪者雙
方共同協商解決才好。
肆、結 語
以上根據個人經驗，已就佛教人
物口述訪問應依據的特殊法則、臺灣
佛教人物口述訪問與臺灣佛教史研
究兩方面加以論述，最後想就訪問宗
教界人士可能涉及的人生體驗，進一
步說明個人的想法。
依筆者多年來研究歷史之體
會，研究歷史除了為尋求歷史真相
外，對研究者言，應該還有更深的價
值存在，口述歷史可以在此扮演更積
極的角色。個人以為，透過口述歷史
不僅能夠激發我們的心智，更可以透
過他人的經驗來豐富自己的人生，藉
以發展深層的人類經驗。33身為學術
工作研究者，我們似乎可以把自己生
命中的疑難雜症，變成研究工作的
「問題點」，當然在自我與研究之間
的連結可能有些是難以言傳而深奧
微妙的部分。事實上，有些頂尖的作
品，即可能根植於創作者人生的某段
際遇上。1就此而言，研究者研究的
主體就是「自己」，而不是與自己完
全不相干的「他者」。
就宗（佛）教人士之口述訪問

1

在田野調查傳統中，非常重視「從你的

立足點起步」，在有研究經驗的研究者
手中，駐足於個人的立足點上，可能會
產生意義非凡而深具洞察力的學術精
品。任凱、王佳煌合譯：
《質性研究法——
社會情境的觀察與分析》（臺北：學富
文化事業公司，2005 年 8 月，初版 1 刷）
，
頁 18–19。
4

理解地圖是一回事，航海卻是另一回
言，不論是專業宗教師或是對某
一宗教義理有深刻體會或理解者，都
能給主訪人帶來某種啟發。前文提
及，從事佛門人士口述訪問，可以是
一種心靈請益之旅，當主訪人從事口
述訪問時，應該懷抱著《華嚴經》〈入
法界品〉「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的
心態來進行。如果是訪問基督教或天
主教人士，就可以像John Bunyan
（1628–1688）
寫的
《天路歷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一書所描述的基督
徒的長途人生旅行般，踏上旅程者要
丟棄自己過去的理想、目標、執著、
重擔，改走另外一條難走、險阻又多
的道路，但這趟旅行卻能重重失敗和
煎熬中，因著信心而充滿驚喜、祝
福、更新，逐漸脫胎換骨，止於至善、
臻於美境（天堂）。2如果能夠這樣，
那麼從事口述訪問就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了。

事，一本政治學的書可以學到理論，
然而，談到要治國，卻力有未逮。4
口述歷史兼具理論與實務，光「學
到理論」還不夠，得實地操練才行；有
心體會人類生命經驗者，可以考慮從訪
問宗教人士下手。

為使口述訪問更易見效，在受訪者
與主訪者間，應有一個怎麼樣的互動才
好？個人以前：口述訪談是一種很值得
推廣的「人際互動」，透過受訪者的「深
度訪談」，可以留下許多不為人知的私
密史料，也可建立受訪者與主訪者的關
係。口述訪談之順利進行，有賴訪問人
好的「提問」，提問是一種技巧，也是
一門藝術，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磨
練，才能成為優秀的口述史家；這與人
際溝通的技巧、詢問技巧、語言技巧、
社會技巧、專業技巧都有關係，同時也
要注意上列各種技巧間的關係；3而深入
了解各式各樣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正
是體會人類生命經驗的關鍵。
口述訪問是一種技藝，一種需要特
殊技能和個人本事的專業，經由訓練和
長期實作而發展出來。霍伯格（Ludvig
Holberg，2004）在《政治工匠》（The
Political Tinker）中說：

〈《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2

與人生〉，網址：
http://word.fhl.net/cgi-bin/rogbook.cgi?use
r=word&proc=attach&bid=7&file=M.114
4579540.A.1.doc，下載日期：2012 年 12
月 18 日。
3

張廣智、陳恆著：《口述史學》，頁 91–

4

Steinar Kvale 著、 陳育含譯：《訪談研

92；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

究法》(Doing Interviews) （臺北：韋伯

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過去的聲

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0 年 3 月），頁

音：口述歷史》，頁 7。

187、1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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