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漢傳佛教史料蒐尋記
侯坤宏
壹、緣起
2016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5 日，
筆者與佛光大學闞正宗教授和弘冰
法師，一起前往馬來西亞（以下或稱
｢大馬｣）考察漢傳佛教，這是我第四
次到馬來西亞，前三次都是參加旅行
團，只到一般旅遊景點，走馬看花，
不能深入。這次行程在性質上完全不
一樣，主要是為了考察馬來西亞的佛
教，蒐集相關史料，作為後日研究當
地佛教史之用。
出發前，我們曾多次與金寶拉曼
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UTAR）中華研究院黃文斌教
授聯繫，請他幫忙安排相關行程與住
宿處所。拉曼大學成立於 2002 年 8
月，目前有兩個校區，學生依選讀科
系分發，分別是坐落在霹靂州
（Perak）
的金寶校區（Kampar Campus）和位
於巴生穀流域（Klang Valley）一帶
的 雙 溪 龍 城 市 校 區 （ Sungai Long
Campus）。黃教授任職中華研究院所
轄中文系，該院設有中華研究中心，
中心的具體研究工作及領域包括：馬
來西亞華人與文化研究、現代華文文
學研究、漢學研究、當代中國研究、
藝術研究、閩南文化研究等。停留大
馬期間，我們以金寶（拉曼大學）為
據點，先後走訪位於檳城、怡保等地
相關寺院與人士。在這裡，華人多，
閩南話、客家話、北京話都可通，保
存不少華人文化，是中國、臺灣、香
港以外，華人（語）比例最高的地方，
是田野調查的好地方。
我們這次行程，以「佛教學術考
察｣為主，所到之處不是佛教寺院，
就是相關的圖書館，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品嘗到這裡的不少特產，和許多
人交談，也蒐集到不少資料（含照
片），可謂收穫豐碩。以下由：參訪
佛教寺院、蒐集有關馬來西亞佛教的
史料談起，最後再談些此次大馬之旅
筆者的一些觀察與思考。

洞、三寶洞和廣福巖等地，茲一一介
紹如下：
一、三慧講堂、馬來西亞佛學
院：依黃文斌教授聯繫安排，我們在
7 月 20 日由他的高足陳慧倩同學陪我
們，從金寶坐火車再轉搭接駁船到檳
城，到檳城後，入住馬來西亞佛教總
會大樓，這裡也是馬來西亞佛學院所
在處，而三慧講堂就在附近，這兩個
地方，都與竺摩法師有關。三慧講堂
自 1962 年 7 月籌建，1965 年 3 月建
成，1966 年 4 月開幕。1972 年 3 月，
新建大雄寶殿、地藏殿、太虛大師舍
利塔落成。竺摩法師有「大馬漢系佛
教發展之父｣的尊稱，參訪時，繼群法
師接待我們參觀竺摩法師紀念館、太
虛大師舍利塔等處，並贈送我們各一
套竺摩法師的著作全集――《篆香畫
室文集》。馬來西亞佛學院成立於
1970 年 3 月，先是馬來亞佛教總會於
1959 年 4 月在檳城極樂寺成立，1961
年馬六甲舉行的第二屆會員大會中通
過籌辦佛學院，1964 年佛總大廈落
成，1969 年 4 月成立「馬來西亞佛學
院籌辦委員會」，同年 9 月成立董事
會，公推真果法師為董事長，本道法
師、如賢法師為副董事長。祥空法師
為總務，清亮法師為財政。復聘竺摩
法師為院長，白聖法師為副院長。正、
副院長就任後，聘 黃蔭文為教務主
任，陳少英為舍監，並委任其他職員。
1970 年 3 月，佛學院正式開課，以
「慈、慧、勤、捨」為院訓，招收學
生包括出家與在家二眾。
二、檳城極樂寺：始建於清光緒
17 年（1891），由福建鼓山湧泉寺妙
蓮、得如、本忠等法師創建，屬鼓山
湧泉寺下院。1904 年清廷曾頒賜《龍
藏》給當時尚在建設的極樂寺，可見
其對極樂寺的重視。極樂寺的開山，
不只代表臨濟、曹洞二宗法脈的南
來，也代表漢傳佛教在東南亞地區有
了正式的廟宇。難得的是在 1923 年
（民國 12 年），極樂寺還出版了《鶴
山極樂寺志》。在此之前，筆者也曾
來此造訪，但此次參訪承住持賢觀法
師親自接待，除了請我們品嘗榴槤之
外，還為我們做了詳細的解說，並贈
送他本人錄製的《往生咒》、《大悲
咒》、《阿彌陀佛聖號》等光碟，還

貳、參訪佛教寺院
此次行程我們先後參訪了：三慧
講堂、馬來西亞佛學院、檳城極樂
寺、寶譽堂、洪福寺、菩提學院、檳
城佛學院蘇曼迦羅法師紀念館、佛光
山怡保禪淨中心、怡保靈仙岩、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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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們釋寶慈纂輯的《鶴山極樂寺
志》和演本法師的《人間天眼指南：
宅運撮要》。
三、寶譽堂：原是檳榔嶼楊姓富
商豪宅，其夫人邱素譽奉佛有年，晚
年獻豪宅一方土地，禮請寶月宮根泳
法師協助，建寺以供十方信眾禮佛修
行。邱氏晚年出家，法號「慧光｣。
慧光尼師圓寂後在寶譽堂一隅建有
紀念塔一座，有伯圓、法舫法師等人
所題的碑記。在檳城停留期間，我們
曾兩度前往，拜訪了開諦法師，他除
向我們介紹寶譽堂史蹟外，還用投影
片向我們介紹與馬來西亞相關佛教
史料與史實，他所編著的《南遊雲水
情》（檳城：寶譽堂教育推廣中心，
2010 年 4 月）和《南遊雲水情續編》
（檳城：寶譽堂教育推廣中心，2013
年 11 月），圖文並茂，是研究馬來
西亞佛教史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四、洪福寺：始建於 1914 年，
原名 Wat Sawan Arun，由現存舍利塔
造型與佛殿四周所建的結界（Sima）
塔，可知本寺在二次大戰之前屬於南
傳佛教寺院。二戰開始，因原住寺僧
回泰國而荒廢，土地捐獻人陳西祥將
寺交由華僧接管，並易名為洪福寺。
1940 年，太虛大師組織中國佛教國際
訪問團赴南洋，慈航法師為當時成員
之一。自 1941 年起，慈航法師長住
南洋，7 年間曾駐錫馬來亞檳榔嶼，
往還於星洲、麻六甲、吉隆坡、怡保
各地。洪福寺大護法兼信理人檳榔嶼
殷商林耀椿先慈（陳西祥）禮請慈航
法師駐錫。日治期間慈航法師曾擔任
洪福寺住持。慈航法師赴臺後，本道
法師接任住持。1964 年本道法師因重
修三寶萬佛寺，委遠明法師為監院。
1979 年間文建法師從吉隆坡廣福亭
移錫檳城寶譽堂任住持，1985 年受遠
明法師委託接任洪福寺住持迄今。我
們前往參訪時，文建法師為我們講了
許多開示，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們在
這裡「巧遇｣林碧雲、孫來發賢伉儷，
他們得知我們來自臺灣，專程來此蒐
集佛教史料，熱心地成為我們義務嚮
導，開車載我們到菩提學校和檳城的
佛光山道場參訪。對來自異地的我們
而言，有如海外逢知己般，感到非常
窩心。
五、菩提學院：成立於 1935 年
農曆 2 月，由來自福建廈門的芳蓮尼
師開山，曾先後禮請道階、慈航二法
師蒞院開示佛法，芳蓮尼師於 1937
年農曆 7 月 22 日示寂後，其後繼承
主持院務的是陳寬宗（後剃度名慧持

尼師）、吳寬定（後剃度名繼蓮尼師）、
陳慈華等。在菩提學院發展過程中，
王弄書的角色值得留意。1929 年慈航
法師游化仰光，駐錫龍華寺，她以聽
經因緣，皈依於慈航座下，法名「弘
法｣。二次大戰前，她離開仰光到檳
榔嶼，在菩提學院創辦義務學校，教
育失學兒童。胡文虎夫婦曾到義學參
觀，深受感動。抗戰勝利後，王弄書
又到檳城，胡文虎捐款，菩提學院得
以重建，又創建菩提小學，1952 年在
小學的基礎上，成立中學部職業班。
1954 年，胡文虎夫人陳金枝又捐資，
加上僑界善信支持，成立菩提中學。
我們到菩提學院時，賴文祥校長和他
幾位同仁，陪同我們參訪校區，這裏
的大雄寶殿是一圓形建築，頗具特
色，賴校長除贈送我們《檳城菩提創
校七十周年紀念特刊》，也提供我們
有關學院的電子檔資料。
六、檳城佛學院蘇曼迦羅法師紀
念館：這是檳城佛學院為紀念蘇曼迦
羅法師（Sumungalo）而設立的紀念
館，這次參訪由主持規畫展覽的連惠
慧博士為我們導覽。蘇曼迦羅，美國
籍，1903 年生，1935 年 32 歲時到日
本京都落髮為僧，1957 年在老撾（寮
國）受上座部僧戒，1957 年 11 月落
腳檳城佛學院。蘇曼迦羅先創立「佛
教週日學校｣（Sunday school），又
於 1958 年聯合馬來亞 12 個佛教青年
團體，促成馬來亞佛教青年聯誼會
（Federation of Malaya Buddhist Youth Fellowship，FMBYF），被尊為「馬
來西亞佛青之父｣。在東南亞英語世
界中，他兼有的南傳僧人的身份，比
起美籍日本僧人的身份較容易為人
接受。加上檳城佛學院不是寺院，是
在家居士的組織，很容易接納蘇曼迦
羅，不必像一般寺廟必須根據宗門或
師承去考慮接納常住僧人。透過參觀
蘇曼迦羅法師紀念館相關文物，除可
了解蘇曼迦羅法師的生平，也可以了
解檳城佛學院的歷史。
七、檳榔嶼廣福宮及檳州華人大
會堂：7 月 24 日這天，檳州華人大會
堂有供僧活動，黃文斌教授為讓我們
了解大馬的供僧情況，特別安排我們
前往觀禮，得以看到漢傳、南傳、藏
傳三大系僧人共同參與的盛會。馬來
西亞華人多，社團組織完善，按其性
質可分為：地緣性、血緣性、業緣性
以及學術、娛樂、宗教、慈善等類，
許多社團都有自己的會所，檳州華人
大會堂是地緣性的組織，其前身是平
章會館，創立於 19 世紀末葉，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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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是為了協調華僑會黨與民間糾
紛。1975 年，會堂開始籌建 10 層大
廈，1978 年 12 月 19 日舉行奠基典
禮，1983 年落成。難得的是，這裡設
有圖書館，我們也抽空入館閱覽，發
現不少可供研究參考的資料。
廣福宮在大會堂旁，創建於 1800
年，據《重建廣福宮碑記》，這裏是
英國占領檳榔嶼後南下北馬的中國
僧侶最早落腳的地方，雖然廣福宮是
以「觀音佛祖｣為主祀，但這間座寺
廟一開始便是根據民間信仰的意願
而建立，宮內奉祀的聖像，包括佛
教、道教和一些地方性的神明。當我
們到廣福宮參訪時，正好有善心人士
在宮外作布施活動，發放食品及紅
包，引來有不少民眾排隊領取，聽說
這種活動由來已久。
八、佛光山怡保禪淨中心：國際
佛光會馬來西亞協會於 1992 年 3 月 7
日正式成立，4 月 10 日星雲法師在吉
隆坡國家體育館舉行弘法大會，為馬
來西亞佛光協會發展「掀開歷史新章
｣，截至目前（2016 年 9 月），佛光
山在馬來西亞已經設有道場 24 處，
佛光山怡保禪淨中心位於霹靂州
（Perak）首府──怡保（Ipoh）市郊
萬里望順安花園住宅區，面向升旗
山，為佛光山功德主殷國源居士捐
贈，2001 年農曆 7 月初 1 正式啟用。
禪淨中心住持慧性法師熱心弘法又
有幹勁，他得悉我們要考察馬來西亞
佛教，特別請沈潤美師姊開車陪我們
在怡保附近參訪。
九、怡保靈仙岩、南天洞、三寶
洞和廣福巖：怡保是有名的山城，四
周均被岩石包圍，附近有不少山洞，
其中靈仙岩、南天洞和三寶洞相當接
近，也是我們參訪的目標。靈仙岩創
辦人是羅志民，這裏有不少充滿色彩
的塑像，設有涼亭、放生池和許願
池。南天洞內有三清殿，屬道教洞
窟，龔善德是「第一世開山祖師｣。
三寶洞屬於佛教洞，現任住持會慶法
師對我們談到，他曾親近過臺灣的道
源、戒德、真華、廣元等法師，他受
戒時得戒和尚是白聖法師。法師非常
認同中國傳統文化，洞裏有許多名人
字跡，充滿文化氣息。離開三寶洞，
我們轉往廣福巖，這裏的阿姑帶我們
看水晶岩洞，內部奇觀可謂「別有洞
天｣，據傳慈航法師在二戰期間為躲
避日本人追捕，曾來此避難。
我們在怡保時，還拜訪了邱寶光
居士；參訪紫竹林，接待我們的繼舜
法師，祖籍潮州，曾到臺灣就讀過佛

光山東方佛學院。在金寶時，我們也
就近參訪了奉祀觀世音菩薩的金寶
古廟，和霹靂近打佛教會。在要進去
金寶古廟的路口，有金寶古廟圖書
館，由金寶古廟華人聯合會籌建，做
為一座社區圖書館，典藏的中文書不
少，其中有不少有關當地歷史的書，
讓我們聯想到檳州華人大會堂和其
他一些屬於地緣性的團體，也常會設
有圖書館，可見此地華人對教育文化
之重視。霹靂近打佛教會就在我們住
的附近，據林孝平總務說，此會始於
1989 年，2013 年遷入目前的處所，
我們前往參訪時，適有來自臺灣的隨
佛法師，在此傳授禪法。
參、蒐集有關馬來西亞佛教史料
除參訪佛教寺院外，蒐集有關馬
來西亞（或南洋地區）的史料（尤其
是佛教史），是我們此行的重點工
作，除前述及釋寶慈纂《檳城鶴山極
樂寺志》（1923 年）、開諦法師編著
之《南遊雲水情》》（正、續編）外，
我們在各地佛教道場或圖書館，還蒐
集到如下史料：
一、竺摩法師與陳義孝居士的著
作：前文提到，我們在三慧講堂時，
索贈得竺摩法師著作全集――《篆香
畫室文集》，及《雁蕩山僧――竺摩
法師傳（修訂本）》。竺摩法師是太
虛大師的弟子，對於馬來西亞漢傳佛
教發展極有貢獻，他的文集對於了解
他個人或是馬來西亞佛教，都非常具
有參考價值。筆者在許久以前就知道
有一位陳義孝居士，他編寫《佛學常
見詞彙》，在臺灣及中國大陸均已流
傳多時，但不知他就住在馬來西亞。
此次在怡保禪淨中心，經慧性法師聯
繫，得以到他府上拜訪，特別引人注
意的是，在他二樓住房上懸掛著一個
卐字符號，樓下大門兩翼共鑲有 24
個卐字，陳居士還為他自己住的地方
署名「淨念居｣。自他完成《阿彌陀
佛和他的極樂世界》一書後，就專心
念佛；他書法寫得很好，常寫「信彌
陀，念彌陀，此生中，了生死，離輪
迴，出三界，生淨土，見彌陀，成佛
道，作佛祖。｣與人結緣。除淨土法
門外，他對《金剛經》下的功夫最深，
訪問陳居士除聽他談論佛法，他也不
吝分享其全套佛學著作給我們。
二、拉曼大學圖書館與馬來西亞
佛教總會圖書館蒐集所得：此次行程
中，除到檳城及怡保外，我們主要在
拉曼大學校園外的宿舍，一走出去就
可以看到美麗的湖泊，往東是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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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風景極優美。拉曼大學校園內的
圖書館，中文藏書非常豐富，有不少
關於南洋研究的特藏。圖書館建在湖
畔，往外一望，寧靜安謚，是讀書的
好地方，也是我們常光臨的地方。我
們在這裏找到很多有關南洋地區（尤
其是馬來西亞）的史料，舉其要者如：
蘇慶華《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
選集》（吉隆玻：馬來西亞創價學會，
2004 年）、林水豪、何啟良等主編《馬
來西亞華人史新編》（馬來西亞：中
華大會堂總會，1998 年）、陳秋平著
《移民與佛教──英殖民時代的檳城
佛教》（馬來西亞柔佛，南方學院，
2004 年）、傅吾康、陳鐵凡編《馬來
西亞華文銘刻萃編（三卷）》（吉隆
坡：馬來亞大學出版部，1987 年）、
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寺廟碑銘集錄》
（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13 年）、
何啟良主編《馬來西亞華人人物志（四
卷）》（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
究中心，2014 年）、陳劍虹、黃賢強
主編《檳榔嶼華人研究》（馬來西亞：
韓江學院華人文化館等，2005 年）、
黃存燊等著，張清江編譯著《新馬華
人甲必丹》（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2006 年）、張永和著《胡文虎傳》（新
加坡：崇文出版社，1993 年）、方顯
編著《星馬史》（新加坡：世界書局，
1970 年）、許雲樵主編《馬來亞叢談》
（新加坡：青年書局，1961 年）、林
孝勝著《東南亞華人與中國經濟與社
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協會，1995
年）、劉果因譯《馬來亞華人社會》
（檳城：嘉應會館擴建委員會，1974
年）、謝詩堅《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
潮演變》（友達企業公司，1984 年）
等書。拉曼大學圖書館有不少王慷鼎
博士的贈書，王慷鼎著有《新加坡華
文報刊史論集》、《郁達夫研究論集》
等書，他的贈書義舉對後續研究者，
有很大的功德，值得讚嘆。
三、紀念特刊與期刊：一般佛教
寺院（團體）常為其成立多少週年或
相關慶典活動，發行紀念特刊（或專
刊），這些史料對於研究該團體，非
常重要。此行蒐集所得略記如下：
《菩
提特刊》（1947 年 12 月）、《紀念
王弄書居士辭世週年特刊》（ 1965
年）、《檳城菩提中學慶祝新校舍落
成特刊》、《檳成菩提學院成立四十
五週年報告》（1980 年）、檳城菩提
學院《慶祝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年聖
誕紀念特刊》、《檳城菩提創校七十
週年紀念特刊》（2010 年）、新加坡
《彌陀學校建校十週年暨新圖書館

落成紀念特刊》（1964 年）、馬來西
亞佛教總會《馬來西亞佛教總會 50
週年特刊》（2009 年）
、陳心耕編《雁
蕩嶺南情緣――紀念竺摩大師百年
誕辰》（香港：新新出版社， 2012
年）、陳松青主編《慧海明燈――紀
念竺摩長老百年誕辰文集》（三慧講
堂，2011 年 10 月）、《馬來西亞佛
教青年總會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
紀念特刊》（1998 年）、《人間佛教
的道場――太平佛教會五十週年紀
念特刊》（2009 年）、《國際佛光會
（2011
馬來西亞協會 20 週年慶特刊》
年 10 月）、《馬來西亞金剛乘佛教
總會主辦成立紀念特刊》（2002 年
12 月）、《吉輦佛教會慶祝成立九週
年紀念新會所落成開幕暨佛像開光
典禮特刊》（1988 年 12 月）、《普
愛學園成立 30 週年、普愛四恩樓開
幕暨東方藥師三聖開光慶典紀念特
刊》（2013 年）、《吉隆坡菩提工作
坊 20 週年紀念特刊》（2008 年）、
《吉隆坡檀香基金會 10 週年紀念特
刊》（2003 年）、《修成林百年行願
一百零七週年紀念特刊》（2009 年）
等。此外，如：蕭依釗主編之《星雲
大師大馬好千里法緣》（2012 年）、
馬來西亞檳城鶴山極樂禪寺《護國千
佛大戒同戒錄》（1986 年）、南洋佛
教編輯委員會編《元鎮老和尚永懷
錄》（1977 年）、菲律賓大乘信願寺
《廣範法師永懷錄》（2006 年）、菲
律賓華藏寺《乘願法師七秩紀念集》
（1957 年）、《菲律賓大乘信願寺三
壇大戒戒子名錄》（1984 年）、菲律
賓大乘信願寺《瑞今長老八十壽慶特
刊 大乘信願寺弘傳三壇戒會同戒
錄》（1984 年）等，屬於弘法紀錄、
永懷錄、紀念集、同戒錄的史料，也
都值得研究時參閱。
在期刊方面：期刊史料蒐集，就
翻閱所及，將其中具有參考價值者複
印或拍攝之，其中包括：《南洋佛
教》、南洋學會的《南洋學報》、《無
盡燈雜誌》、《馬佛總會訊》、馬來
西亞佛教青年總會的《佛教青年》、
《馬來西亞佛學院校友會會訊》、鏡
盦法師創辦的《慈悲雜誌》、八打靈
千百家佛教居士林出版《千百家佛教
居士林之友》、怡保報恩寺《觀自在》
季刊、馬來西亞八打靈觀音亭《慈悲》
佛學季刊，及佛光山的《佛光世紀》、
《東禪佛教學院月刊》，讓人驚喜的
是，我們看到「馬來西亞版｣的《普
門》雜誌，此份刊物原在臺灣出版，
後來停刊，沒想到這裡出版的《普門》

4

雜誌，除承襲原有精神，更融入當地
人文特點，辦得極富特色。
又，我們在訪過程中，總會帶著
拍攝器材（平板電腦、照相機、手機）
，
除拍攝人物寺廟建築之外，對一些有
參考價值的圖書或期刊，因考慮環保
及攜帶問題，就盡量用拍照的方式蒐
集，這些拍攝的和前述蒐集的資料，
均有助於我們的後續的研究工作。

西亞正信佛友會發起，與千百家佛教
居士林、士拉央佛教會，以及慈濟雪
隆分會，聯合主辦｢2010 年國際佛教
論壇——印順導師的思想與當代世
界｣，希望將其「人間佛教｣傳承下
去。又在《紀念王弄書居士辭世週年
特刊》中，讀到印順法師所撰〈我對
於王弘法居士的懷念〉一文，本文未
見收入《妙雲集》、《華雨集》或《永
光集》中，讓我想到，透過這篇文章，
再配合其他相關資料，可以將印順法
師和東南亞地區（尤其是馬來西亞）
佛教的關係，作更清楚的釐清。
三、佛教在馬來西亞的宗教地位
問題：馬來西亞號稱多民族多宗教國
家，華人在馬來西亞伊斯蘭國教體制
之下，主要信仰為漢傳佛教，他們是
如何在當地政治經濟環境的框架下
立足發展，並延續漢人社群的族群與
文化認同，一方面又與當地文化產生
調適（或融合）的現象，是一個值得
吾人重視的議題。華人在馬來西亞，
僅次於馬來人，是第二大族群，而佛
教則是第二大宗教，但在透過國家機
器操作，以伊斯蘭「律法」為其世俗
政治體制根基之下，雖聯邦憲法中曾
明白宣示其他族群享有宗教信仰的
自由，但在整體國家體制架構上，只
有馬來族群（及伊斯蘭教）的特殊優
越地位受到保障，做為華人（和佛教）
要如何在這一片安拉庇佑和眷顧的
土地上生存與謀得發展？很值得深
入研究。
四、馬來西亞佛教與臺灣佛教的
關係：在馬來西亞，許多地方都可以
見到中國文化之影子，也有不少地方
可以看到臺灣佛教的蹤跡，例如：
1、慧律法師 2008 年底 2009 年
初，受邀到馬來西亞吉隆坡武吉加里
室內體育館，舉行「跨年萬緣弘法祈
福大會｣。
2、臺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在 2012
年 3 月，受邀到馬來西亞弘法，3 月
20 日晚在馬來西亞佛教總會 3A 禮堂
講 「 人 間 佛 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此
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
3、2012 年 8 月 10 日至 12 日，
來自臺灣擅長佛教企業管講座的見輝
法師，分別在馬來西亞北海佛教居士
林、巴里文打佛教會、大山腳佛學會
等處，宣講金剛經略說及佛教心理學。
4、2013 年 7 月 20 日至 21 日新
竹永修精舍住持寬謙法師蒞臨檳城佛
學講座，在寶譽堂講《八識規矩頌》，
在三慧講堂講「佛教的生命觀｣。
5、201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肆、結語
我們這次馬來西亞佛教考察之
旅，略如上述，由於行程緊湊，時間
有限，還有許多地方（寺院）未能前
往參訪（如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
麻六甲青雲亭、佛光山新馬寺、古晉
佛教居士林等），許多法師與居士尚
待前往拜訪請益，但也只能等待下次
機緣了。以下想進一步就：感謝各方
善友協助、印順法師的馬來西亞佛
緣、佛教在馬來西亞的宗教地位問
題、馬來西亞佛教與臺灣佛的關係、
關於馬來西亞佛教史的書寫等五個
問題，談談個人的一些觀感及想法。
一、感謝各方善友協助：本次參
訪馬來西亞之行程，得以圓滿，首先
要感謝黃文斌教授的細心安排，也感
謝廖秀瑩、陳慧倩兩位同學、檳城林
碧雲、孫來發賢伉儷，以及怡保佛光
山禪淨中心慧性法師、沈潤美師姊等
善知識從中協助，當然也得感恩盛情
接待我們的法師與居士們。黃文斌教
授在此行中，還為我們安排兩場學術
演講：一在拉曼大學，由中華研究院
中文學系主任杜忠全教授主持，講題
是「臺灣佛教組織辦佛教大學之探討
｣；另一在怡保佛光山禪淨中心，黃
教授親自主持，以「人間佛教與當代
佛教發展――以臺灣佛教為中心｣為
題，這兩次演講都是由闞正宗教授擔
任主講，筆者再作補充發言，最後再
自由討論。這樣的安排，可以提供互
相交流的機會，也為我們此行增添不
少學術趣味。
二、印順法師的馬來西亞佛緣：
過去筆者曾出版《印順法師年譜》與
《真實與方便──印順思想研究》，
是研究「當代最具有創見的佛教思想
家｣――印順法師思想的專書，在拉
曼大學認識杜忠全教授，他撰有《印
順導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算是研究
印順思想的同行。在我們蒐集資料過
程中，無意間發現有「佛教文摘｣社
出版的印順法師著《切莫誤解佛教》
（小冊），印順法師生前曾到馬來西
亞弘法，在他圓寂之後五年，由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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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臺灣百丈山力行禪寺創辦人慧
門法師，應星洲日報、馬來亞大學、
千百家佛教居士林、彭亨佛教會等之
邀請，在星洲日報禮堂、馬來亞大學
馬大工程系禮堂等處，進行專題系列
演講，並於千百家佛教居士舉辦「禪
二｣，於林彭亨佛教會舉辨「第 11 屆
優游自在禪修營｣。
6、芥子學院蓮懺法師 2016 年 7
月 6 日至 13 日，受邀到馬來西亞主
持「蓮門禪茶禪修｣及書法筆會、弘
法交流等活動。
7、由世界佛教華僧會主催，馬
佛青和中佛青聯辦，2016 馬臺佛教青
年文化交流將在 2016 年 8 月 9 日至
2016 年 8 月 13 日，假馬佛青普照寺
（行政與訓練中心）舉辦，以 17 至
25 歲佛教青年為對象；活動內容包括
佛教青年交流、自然生態之旅、跨國
佛曲創作與社區服務。
8、福嚴佛學院 2016 年度招生，
考試時間及地點分別是：8 月 27 日在
福嚴佛學院，8 月 21 日在馬來西亞洪
福寺。
9、2016 年 7 月 29 至 8 月 6 日，
隨佛法師在霹靂近打佛教會舉辦「原
始佛教十二因緣十日禪｣，傳授「智
覺佛陀真實法｣。
五、關於馬來西亞佛教史的研究
與書寫問題：研究馬來西亞（漢傳）
佛教，到底應以什麼角度與態度來進
行？這是研究馬來西亞佛教史必須考
慮、嚴肅面對的問題。在馬來西亞（或
東南亞），不僅有中國傳去的大乘漢
傳佛教，也有南傳系上座部佛教及藏
傳佛教。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佛教，
因當地民族與文化之差異，當佛教傳
入後，發展出來的佛教各具特色，漢
傳佛教在馬來西亞亦然。漢傳佛教是
隨著華人的移民而進入馬來西亞，移
民與母國的佛教，常透過邀請法師或
大居士前往講經說法，或是透過經懺
法事的方式來維繫。如民國佛教界的
太虛大師，即曾受邀前往演講。二次
世界大戰後，由於中共政權建立和文
化大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
的破壞，臺灣成為馬來西亞佛子嚮往
的地方，紛紛來此學法、受戒。在臺
灣開展的人間佛教，也隨著佛光山、
慈濟與法鼓山等教團的對外弘傳而傳
入，對馬來西亞佛教到底產生了甚麼
樣的影響？其間涉及的族群、文化、
社會等方面之相關議題甚為複雜，均
值得深入探討。漢傳佛教在馬來西亞
的傳播與發展，除需要面對前文述及
之「國家」這個龐大的怪獸外，還要

因應其他像南傳佛教、或藏傳佛教等
不同團體的迎拒。在「全球化」過程，
如何在馬來西亞當地在地化，而又不
落入「山頭主義」，是大馬佛教要面
臨的重要課題，也是研究者應特別留
意之處，這也與「如何書寫馬來西亞
佛教史｣這問題相關。
做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學術主題
――「馬來西亞佛教史｣，可由不同
的角度切入進行研究，在我們短暫的
佛教學術考察發現：馬來西亞佛教充
滿活力，內涵豐富多元，更凸顯了「如
何書寫馬來西亞佛教史｣這個問題的
重要。當然，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依據
他們各自掌握的資料進行研究，以自
己的立場進行解讀，對於這個有待深
入開發的學術園地，希望更多的有心
人能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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