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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潮音永輝】

此身已在
太虛間

再讀太虛大師
編輯祖

玉皇殿裡的韋陀菩薩前，圍著幾位法師與一個十六歲的沙彌，
「在韋天像前占籤，得籤語有：『此身已在太虛間』句，因決用太虛為表字。」
至此，一位時代大師便誕生了。
重新整理的「太虛大師年譜」與「10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與您一起再讀大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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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潮音永輝

啟
蒙
時
期

光緒十五年(1889)(1 歲)

十二月廿八日 （農曆） 誕生於
中國浙江省海寧縣長安鎮。
乳名淦森，家世農工。父呂
駿發，母張氏。

佛教界大事
◎光緒二十年

臺灣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創立。
光緒十六年(1890)(2 歲)

生父去世。

◎光緒二十一年

畫僧虛谷卒，生前為“海上畫派”代表。
◎光緒二十三年

光緒十九年(1893)(5 歲)

生母張氏改嫁，依外婆住在大
隱庵中。舅舅在庵中辦學，太
虛跟著讀書，學名沛林。常患
瘧疾，發病則纏綿數月。由於
體弱多病，學習也斷斷續續，
沒有什麼成果。

清僧妙蓮在馬來西亞檳城建極樂寺弘傳佛
教。
◎光緒二十五年

道士王圓籙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發現大
量佛教經卷。

時代大事
光緒二十二年(1896)(8 歲)

跟隨舅舅於錢塘江邊蒙館學習
四書。除聽講解外，也讀今古
奇觀之類的書，理解力日漸萌
發。

◎光緒二十年

因朝鮮東學黨之亂，引發中、日甲午戰
爭。
◎光緒二十一年

清軍戰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
澎湖割讓予日本。
◎光緒二十三年

光緒二十三年(1897)(9 歲)

隨外婆至九華山進香，這是太
虛遠遊的開始。

八月，戊戌政變。
◎光緒二十六年

中國義和團之亂。
八國聯軍之役。

光緒二十四年(1898)(10 歲)

隨外婆朝普陀山，順道禮寧波
天童寺等名剎；對於寺僧生
活，深致歆慕。冬，外公卒，
舅家日趨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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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潮音永輝

啟
蒙
時
期

光緒二十七年(1901)(13 歲)

春，入長安鎮沈震泰百貨行
為學徒。夏，生母去世。
光緒二十八年(1902)(14 歲)

瘧疾發作，離開百貨行重依外
婆生活，調養身體並溫習所
學。
光緒二十九年(1903)(15 歲)

入長安「朱萬裕百貨行」當學
徒，但因體弱不堪為店主做繁
瑣家事，無法安心學習。時時
憧憬於佛門的自在，私自儲蓄
著盤纏錢，作為到普陀山出家
的準備。

佛教界大事
◎光緒二十七年

八月，政府令各省州縣設學堂。佛教的寺
院寺產，開始有被強佔的現象出現。
◎光緒三十年

日僧水野梅曉等來華。誘寺僧歸投真宗本
願寺，保護其免於官紳之佔寺奪產。事
發，清廷才有相關保護佛教，立僧教育會
的措施。

時代大事
◎光緒二十八年

發
心
出
家

光緒三十年(1904)(16 歲)

離長安，擬往普陀山出家。五
月於蘇州小九華山依士達和尚
剃度，法名「唯心」。後依師
祖奘年和尚於鎮海縣團橋鎮之
玉皇殿，為立表字「太虛」
。
十一月於寧波天童寺受戒，戒
和尚為寄禪。後前往寧波永豐
寺歧昌和尚處讀經。
光緒三十一年(1905)(17 歲)

從歧昌和尚受《法華經》。間
閱讀《指月錄》、《高僧傳》
等，並開始對著禪門語錄中的
「話頭」默默參究。

8

香光莊嚴【第九十期】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中國詔廢八股。
中俄訂「東三省撤兵條約」。
◎光緒三十年

日俄戰爭爆發。
◎光緒三十一年

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成立。
民報創刊。
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
。

專輯

10

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訪道虛雲

大師的出家與修行

◎出家
「我是一個鄉下貧窮人家的小孩，幼年時父母已不在身邊，性情怯弱且體弱
多病，沒有什麼特別的長處可以拿出來說的。」為了避免後人在自己身世上憑
空添些神異的色彩，太虛大師在自傳的開頭這樣寫著。
太虛年僅 16 歲時就出家了。年紀輕輕的他，為什麼想出家呢？除了長期跟著
歡喜修行（道、佛）的外婆同住，常隨同朝禮佛教名山而欣羨出家人的清閒快
樂、逍遙自在外，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卻是想求神通而出家。
年少的太虛，對於神、佛還分不清楚。看到師父房裡有本《萬寶全書》，認
為這是本學習神通的密寶，每天捧著書練習著所謂的「隱身術」等，因此還惹
了不少笑話。「當時，不管受戒、讀經、參禪，都是想得神通。出家的最初一
年，是在這樣莫名其妙的追求中。」之後，在親近善知識的學法聽教中，太虛
開始認識佛法，奠基修學與思想的厚度與廣度。
◎修行—禪律密淨
太虛大師認為佛法的修行不離律（持戒）、禪（禪觀）、密（密咒）、淨（淨土）四
種方法。舉自己修行的過程為例，提到：初出家時，從參究話頭及閱讀祖師語
錄中漸增疑悶，此疑悶直到循序閱讀《大般若經》而初得悟境時破，可以說因
勝解而對佛法產生了確信。
當時，有著弘揚佛法捨我其誰的豪氣。但在漸覺身心不入律行後，於普陀山
閉關勤修戒定，藉著探究律藏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研讀法相經論來整理自己的
思想，身心因此而嚴肅有依。「志在整僧制，行在菩薩戒。」便是此時確立的
想法，這可以說是修行上由禪而著重律的過程。
民國十二年元旦，在《慈宗三要》的序文中，將禪觀歸納於＜真實義品＞，
攝律行於《瑜伽戒本》，特發揮《彌勒上生經旨》，從此，彌勒內院淨土成為修
行的專趣。這是由禪、律而淨。幾年後，因為不同的因緣，受習密咒，但最後
所歸仍在回向兜率淨土。如此由禪而律而密，最後回歸於淨，可以作為學習四
種法門次序上的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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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潮音永輝

發
心
出
家

光緒三十二年(1906)(18 歲)

春，受《楞嚴經》，兼習詩經
古文。
夏，聽道階講《法華經》。曾
複講「十如是」章，思辯敏
銳，聽者無不驚歎。受道階
器重，命移住法師寮。

佛教界大事
◎光緒三十二年

印順導師出生於浙江海寧縣。

於天童御書樓與圓瑛法師訂
盟為弟兄。
秋，回永豐寺續讀《楞嚴
經》
，兼閱四書、五經。
冬，奘年和尚購滋補蔘藥令
太虛服用；多年的疾病霍然
痊癒，身體也日趨健康。

光緒三十三年(1907)(19 歲)

夏，再前往天童寺聽道階講
《楞嚴經》。閱《楞嚴蒙鈔》、
《楞嚴宗通》
，愛不忍釋手。同
時跟隨道階學習《相宗八
要》、《五教儀》
，在教義上奠
下了初基。
秋，入西方寺閱大藏經。遇戒
兄昱山同在此閱藏。
冬，閱《般若經》獲得第一次
悟境，於佛法得新生自此開
始。
秋冬，眼睛忽然患了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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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大事
◎光緒三十二年

清廷下詔預備立憲。
廢科舉。
◎光緒三十三年

秋瑾遇難。
東三省改制。
革命軍第三到六次起義。

專輯
潮音永輝

第
一
期
思
想

光緒三十四年(1908)(20 歲)

在西方寺結識華山，華山談
及當今世界新趨勢及佛教當
力圖革新等觀念，太虛因此
萌發以佛法救世的宏願。
夏，於小九華寺遇革命僧棲
雲，此為與黨人來往之始。

佛教界大事
◎光緒三十四年

楊仁山在南京成立祇洹精舍，為僧俗講經
說法。
◎宣統二年

頻伽版藏經：大日本校訂縮藏經複製刊
行。
宣統元年(1909)(21 歲)

前往南京楊仁山所辦的祇洹精
舍就讀半年。楊仁山教授《楞
嚴經》，蘇曼殊教英文。
秋，任普陀山化雨小學教員。

時代大事
◎光緒三十四年

光緒帝及慈禧太后卒，溥儀即位。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1910)(22 歲)

隨棲雲前往廣州協助組織僧教
育會，後未成。
夏，大師組設佛學精舍，按時
講說。後編出「教觀詮要」、
「佛教史略」，為大師講學著述
之始。

各省咨議局成立。
三月八日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為世界婦女
解放運動之始。
◎宣統二年

廣州新軍起義。
日亡朝鮮。

被推舉為廣州雙溪寺住持。為
住持寺院之始。
與革命黨人、達官名要等來往
密切。並閱讀托爾斯泰、馬克
斯等譯著。其政治思想，由君
憲而國民革命，而社會革命，
而無政府主義。

香光莊嚴【第九十期】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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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潮音永輝

第
一
期
思
想

宣統三年 (1911)(23 歲)

太虛與黨人往還日密。黨人
間多豪放不羈，大師自稱不
像以往般拘謹，在各種黨員
的祕密集會中，鍛鍊出敢於
入險的勇氣豪膽。
三二九廣州之役失敗，太虛
所作詩「弔黃花崗」，涉革命
嫌疑。官方發兵圍捕；太虛
得訊匿居報館。
退雙溪寺住持。

佛教界大事
◎宣統二年

江蘇成立僧師範，由月霞、諦閑法師主
持。
◎民國元年

4 月 1 日在上海留雲寺舉行「中華佛教總會」
成立大會，寄禪任會長，虛雲任雲南分會
理事長。臺灣成立「愛國佛教會臺南齋心
社宗教聯合會」
。
楊仁山居士逝世。
◎民國二年

民國元年(1912)(24 歲)

抵南京，晉謁孫文，發起組織
「佛教協進會」，設辦事處於毗
盧寺。太虛並與仁山等，開佛
教協進會成立會於鎮江金山
寺。發生「大鬧金山寺」事
件，震動佛教界。
應寄禪和尚召，前往上海參加
「中華佛教總會」
。

寄禪入寂於北京法源寺。
獲政府批准，「中華佛教總會」正式在上
海成立，冶開、熊希齡為會長。會刊＜佛
教月報＞創刊。

時代大事
◎宣統三年

3 月 29 日廣州起義失敗。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
◎民國元年

民國二年(1913)(25 歲)

一月，寄禪請願受阻，於北京
法源寺圓寂。太虛於上海靜安
寺寄禪追悼會演說三種革命。
三月，「中華佛教總會」正式
成立於上海，太虛任《佛教月
報》主編，出刊 4 期後，因無
經費而停刊。太虛離職，從此
不過問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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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 月 1 日孫文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
2 月，袁世凱就總統職於北京。
第一屆國會於北京召開。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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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潮音永輝

佛教的三種革命

清朝末年，中國內部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這樣力圖革新的熱情，也在佛教
知識青年中鼓動著。中國佛教走過興盛的唐朝，自宋、元以後，寺院多為禪宗
或淨土宗，漸漸走入隱遁或死後求解脫，教義已不為人所注重。
另一方面，僧院制度在多年的沿襲中也漸生弊端。加上當時北洋軍閥政府鼓
吹「廟產興學」，造成教界的不安。在這些內、外因緣的推促下，太虛大師的
革新思想因此點燃。
太虛以「革命僧」為人所識，在他的佛教革命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是
他一切革命基本思想，就是所謂的三種革命。民國二年，大師在上海靜安寺演
說了三種革命—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也是我們所知的教理、教
產、教制革命。這三種革命中思想、制度、經濟並重，是緊扣當時佛教脈動而
提出的整體論題。
◎簡釋三種革命
一、教理革命：著重於現生問題，使佛教能作為人生問題的指導，進而不斷
提昇，而不只是討論及解決死後的問題。
二、教制革命：改革原有的佛教組織。僧伽的集團生活，必須適應近代社會
的發展，成為合理化的近代組織，從而能夠真正住持弘揚佛法。同時，組織正
信會，以攝化在家信眾，使佛法深入民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做一個
佛教徒。
三、教產革命：是關於佛教的寺院財產，要使成為十方僧眾公有—十方僧
物，打破剃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佔惡習，以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
僧材，及興辦佛教各種教務之用。
這三種革命提出的觀點，幸運地飄洋過海。在前人的努力下，許多都已在台
灣的佛教社會中落實多年。但對當年年僅 25 歲的太虛而言，接踵而來的，卻是
佛教新舊派系之間的分歧、改革上的種種爭議阻礙，與一次次的挫敗。直至太
虛 59 歲捨報前，仍為著佛教的革新運動奔走著。
大師或許知道，花總有要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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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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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期
思
想

民國三年(1914)(26 歲)

自「佛教協進會」及「中華
佛教總會」遭受挫折以來，
太虛於佛教感覺灰心失意。
春，太虛決定收拾身心，於
佛法再做一番沈潛鑽研的工
夫。
十月，於普陀山錫麟禪院閉
關，印光法師為其封關。在
關中，坐禪、禮佛、閱讀、
寫作，日有常課。
冬，一夜聞前寺開大靜的一
聲鐘下，忽然心斷，豁然悟
入楞嚴心境。此為第二次悟
境。

佛教界大事
◎民國三年

政府頒令全國：尊重信教自由，嚴禁攘奪
寺產。
◎民國四年

日本提出 21 條條約，其中有派傳教僧至中
國的條文。袁政府接受此 21 條條文，唯獨
排拒傳教之特權。
袁政府公佈「管理寺廟條例」
。
◎民國五年

台灣日本曹洞宗別院創設「台灣中學
林」。臨濟寺佛教道友會創設「鎮南中學
林」
。

民國四年(1915)(27 歲)

關中著作，首成《佛法導論》
時涉覽律部，留意於僧制。
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以樹立
佛教改進運動；＜人乘正法論
＞為在家信眾的道德軌範。

時代大事
◎民國三年

日侵山東，佔膠濟鐵路及青島。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民國四年

袁世凱稱帝。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
◎民國五年

民國五年(1916)(28 歲)

完成《首楞嚴經攝論》，太虛
本《楞嚴》以總持大乘，得中
國佛學綱要，是當時思想的結
晶。
閱《述記》，於唯識義有所悟
入，理論風格為之一變。此為
第三次悟境。自稱死於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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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卒。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
黃興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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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遊台灣

台灣於日據時期，佛教有本土四大法脈崛起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觀音山凌雲
寺、苗栗大湖法雲寺、高雄大崗山超峰寺)，主事僧侶多加入日本佛教宗派，並被延攬

為佈教師。在家佛教則以齋教三派（先天、龍華、金幢）為最普遍。當時的佛教，
大抵摻雜著濃厚的民間信仰及日本佛教色彩。
民國六年秋，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三塔落成，啟建法會並設講演臺。主事善慧
和尚原邀請圓瑛來台，圓瑛因事忙而轉請太虛。 10 月 19 日，太虛抵基隆，在
台期間主要以發表演說及參訪為主。
◎ 10/28~11/4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法會：與日本佈教師輪流演說，太虛講「真
常之人生」及「佛法兩大要素」，善慧翻譯。善慧並將太虛帶來的一些書及論
著分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社、台南新報社等。當時台南新聞記者連雅堂
來信：「……＜駁人性＞論，鞭辟精微，已刊於三十一日之報，尚望續寄下
段！承天為全台首闢之地，如蒙卓錫而來，自當合十以待。」太虛在靈泉寺法
會期間並遇佛教中學林教授熊古泰壽，曾與之筆談，詳細詢問了日本明治後的
佛教、佈教歐美、各宗研究及日本僧制等的狀況。
◎遊基隆公園及水族館、臺北新北投溫泉：「基隆拱山環海，無日不雨，台
北則否。車近台北，天現暮晴色，回視月眉，則正在霧氣瀰漫中也。暮投宿佛
教中學林，……中學林之右，即為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別院。晚間、由善慧學監
導遊台北街，整齊宏潔，洵為台北首善之區。次晨微雨，發中學林，乘淡水行
車赴新北投溫泉浴，……新北投山水俱佳，清雅閑靜。」
◎嘉義義德佛堂、彰化曇華堂、彰化柑子井善德佛堂：彰化曇華堂法會演
講。與龍華派佛教徒耆德許普樹居士見面。期間太虛曾提及：「台灣齋友頗
多，信心亦足，甚望有智德之士結一佛學社，發心研究佛教大乘諸經典，互相
講說，開導未知，令了解佛法之精義，皆真正皈依三寶而造成一完滿無間之佛
教團，以發揚佛教之精神。」
◎台中展覽會之佛教演講：期間應台灣中部望族林紀堂邀請，遊阿罩霧 （今
霧峰），並於林獻堂家略說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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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年(1917)(29 歲)

二月出關，從此剃髮留鬚。
十月代圓瑛赴臺灣月眉山靈
泉寺講經，遊訪台灣數日，
後往日本參訪。
民國七年(1918)(30 歲)

一月，編《東瀛采真錄》，由
基隆靈泉寺印行。
與陳元白、章太炎等人共創
「覺社」，開始弘揚佛法的新運
動。於主編之覺社叢書，發表
＜整理僧伽制度論＞。

佛教界大事
◎民國六年

章嘉、清海修改「中國佛教總會」章程，
成立「中華佛教會」。
◎民國七年

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號弘一。
《印光法師文鈔》輯印流通，歸心念佛者
日多。
◎民國九年

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創支那內學院。

民國八年(1919)(31 歲)

與胡適會面，談到宋明儒的語
錄體，創自唐朝的禪錄；胡適
因此考究壇經及禪錄。
結束覺社。駐西湖淨梵院，擬
改覺書季刊為海潮音月刊。
民國九年(1920)(32 歲)

作〈太虛宣言〉，陳述整理僧
制之志願。
《海潮音》創刊。
講經時參用通俗學校演講方
式，開佛門新例。八月，至香
港講學三天，開香港宣講佛學
之風。
發起成立漢口佛教會、長沙佛
教正信會，佛化運動日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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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大事
◎民國六年

中國對德奧宣戰。
俄國發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後列寧
取得政權，成立「蘇維埃政府」
。
◎民國七年

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
。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民國八年

中國發生「五四運動」。
巴黎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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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音月刊

一日，太虛到上海陪同友人拜訪朋友，怎知這位老兄明著說支持，暗地裡卻
處處阻礙佛教的推廣。言談中此老兄大言不慚地批評某僧如何如何污濁。只見
太虛臉色一變，大聲地呵斥：「你每天深陷在污濁中不自知，竟還敢說僧污
濁。大概因為僧人像一張白紙，稍微染了一點墨就引起旁人的注意，而像你這
樣的人就像一塊抹布，雖然佈滿了污穢，卻好像理所當然應該如此，一點也不
自覺。」這位老兄連忙辯稱：「我說這些的意思是為了敬僧，不是在罵僧。」
太虛聽了大笑起來，接著說：「所以，我現在不是在罵你，是在稱讚你。」
像這樣的，每遇佛教遭受不明的毀謗，太虛總是挺身辯斥，透過他鋒利的筆
及無礙的辯才來護法衛教。民國初年，太虛大師創辦了海潮音月刊，不僅傳布
推廣了佛教知識、破斥外道及不正信的佛法，也催化了中國佛教的革新運動。
◎海潮音一開始不叫海潮音
民國七年，大師創辦了以宣揚佛法為宗旨的團體—覺社。覺社主要的工作
是（1）出版專著；（2）編發叢刊；（3）講演佛學；（4）實習修行。這樣將
佛法以文字和口語廣為宣傳的方式，帶動了當時全國各地講經及組織佛教團體
的熱烈風氣。民國九年，覺社結束，原每季發行的叢刊改為海潮音月刊，繼續
為佛法發聲。
◎海潮音的意思
太虛大師曾為「海潮音」下了這樣的定義—人海思潮中的覺音。以「發揚
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為宗旨。海潮音自民國九年創刊以來，經
對日抗戰、國共內戰等種種動盪不安的情況，雖有經濟與人事等困難，但從沒
有中輟過。民國三十八年，負責的大醒法師將這分刊物遷台繼續發行。
海潮音雜誌發行至今，已經 87 年了，它一路陪著走來顛顛簸簸的近代中國佛
教，見證了期間的歷史。文字雖然無聲，卻默默地釋放著它的力量。儘管已處
不同的時空，那些印在紙上的文字，現今讀來卻仍令人熱血激昂。在以文字弘
法的路上，前方，是大師頭也不回獨自行走著的背影，那孤絕堅毅的身影彷彿
是一聲聲無言的催促：「跟緊腳步！為佛教的正覺之音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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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1921)(33 歲)

三月，任西湖淨慈寺住持，
著手革新，籌辦永明學舍作
育僧才，並計畫以淨慈寺作
為其整僧建制的模範道場。
但淨慈寺由於腐僧、土劣、
惡吏相互勾結，訟諍不斷，
最後只好放捨。
民國十一年(1922)(34 歲)

九月，在武漢與梁啟超、李隱
塵等武漢政商各界，成立武昌
佛學院，此為中國佛教界有佛
學院之始。太虛任院長，梁啟
超為首任董事長。
在當時，以諦閑、印光、太虛
為中國佛教三大派，新、舊派
形勢已經形成。
民國十二年(1923)(35 歲)

三月，「佛化新青年會」成
立，奉太虛為導師，以「農
禪 」、 「 工 禪 」、 「 服 務 社
會」、「自食其力」、「和尚下
山」為號召，推行佛化運動。
四月，漢口佛教會成立宣教講
習所，太虛任所長。
太虛之武昌佛學院，與歐陽竟
無之內學院，每有法義之諍。
秋，於廬山大林寺發起「世界
佛教聯合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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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大事
◎民國十年

＜海潮音＞社遷北京，史一如任主編。北
京洪國維等創辦＜佛學＞月刊。
當時教界以以諦閑為舊派、太虛為新派，
另加印光而稱為佛教三大派。
◎民國十二年

上海成立世界佛教居士林。

時代大事
◎民國十年

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
「中國共產黨」成立。
◎民國十一年

中國陳炯明叛變。
史達林就任俄共總書記。
蘇聯成立。
◎民國十二年

曹錕賄選。
臺灣開始適用日本內地法。
希特勒發動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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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院的創設

台灣佛教界近年來辦學情況興盛，其中專為栽培提昇僧眾素質的佛學院或類
似的教育機構，超過五十所以上。其感發與思想的啟蒙，與民國初年太虛大師
提倡僧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太虛在提出「改革僧制」的想法後，受到保守人士的反對。後來他將重心轉
移，從推動僧伽教育著手。在太虛的觀察裡，中國佛教界長期不重視佛典律
儀，導致僧人素質低落。於是在辦學的過程中，始終堅持教義與律儀的基礎養
成。佛學院的開辦，為佛教人才的養成教育，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格局。
◎武昌佛學院：民國十一年創立。目的為普遍推廣佛法，使一般僧眾均受基
礎的佛學教育，及有一般常識的國民教育，以養成佛教師範人才。在課程的設
計上，除了教義的教授外，另有哲學、國文、英語、日文等科目。管理方面採
叢林教育，早晚課誦、坐禪等，僧俗兼收。學制為三年。
第二期學院招生時，太虛因應學生學習狀況擬作變革。但在提出後，卻遭受
反對力量而無法推動，終辭院長一職而離開。民國廿一年武昌佛學院改為世界
佛學苑圖書館，並設立研究部，於秋天因絀於經費停辦。
◎閩南佛學院：民國十六至廿一年，太虛任院長。後因學院與南普陀寺間的
摩擦日深，辭院長職。民國廿六年抗戰爆發停辦。
◎世界佛學苑柏林教理院：民國十九年於北平成立。設立「錫蘭留學團」。
一年後因經費籌措困難而停辦。
◎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民國廿一年於重慶成立開學。主要為增進漢、藏
語系佛教間的溝通交流。太虛命法尊法師主持。民國三十四年漢藏教理譯場成
立，從事漢藏重要典籍間的互譯。
◎巴利三藏院：民國三十四年於西安成立。在時局動盪，辦學資金來源不易
的年代，太虛奮力為佛教教育留下依循的典範。
除了台灣外，中國於 1985 年閩南佛學院恢復招生； 1994 年 4 月 8 日，武昌佛
學院重建完成招生； 2006 年 9 月閩南佛學院青年佛學進修班開辦，發展佛學信
眾教育。大師撒下的佛教教育種子，已然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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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三年(1924)(36 歲)

作〈志行自述〉，表明其「志
在整興僧會，行在瑜伽菩薩
戒本」
。
編「慈宗三要」。弘持彌勒淨
土。
於武昌與泰戈爾、徐志摩會
面暢談。
初擬武昌佛學院徹底改革辦
法；志在建僧，以樹立整理
僧制之基礎，但遭院董反
對。夏，於廬山召開「世界
佛教聯合會」。
北京「佛化新青年會」狂熱
之佛教革新精神，引起諸山
長老的不安，新、舊之爭益
顯。十月，以僧界反對，被
迫停頓。
秋，辭去武昌佛學院院長之
職。

佛教界大事
◎民國十三年

佛教新青年會革新的激情，引發教界新舊
之爭。
印度詩哲泰戈爾抵北京。
◎民國十四年

僧會泉在廈門南普陀寺禮請常惺創辦「閩
南佛學院」
。
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成立。
東亞佛教大會於日本召開。
覺力法師於台灣開辦女眾研究院。

時代大事
◎民國十三年

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宣布「建國
大綱」
。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
段祺瑞任臨時執政。
蘇聯領袖列寧逝世。
◎民國十四年

民國十四年(1925)(37 歲)

佛化方針乃朝向國外。欲以中
國文化格化西人，希望國人因
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佛。
冬，任「東亞佛教大會」中華
佛教代表團團長，率團赴日本
開會並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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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濟南慘案。
「國民政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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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五年(1926)(38 歲)

講〈佛學概論〉，以「因緣所
生法」為五乘共學；「三法
印」為出世三乘共學；「一
實相印」為大乘不共學。條
理佛法之義理為三階，是為
晚年定論。
八月，往新加坡說法，倡建
「南洋佛教聯合會」。當時圓
瑛也在星島，有言輕抑太
虛，二人晚年之隔礙由此漸
起。

佛教界大事
◎民國十五年(1926)

北京法源寺創辦中華佛學院。
胡適發現神會語錄。
北京佛學研究會成立。
◎民國十六年(1927)

馮玉祥破壞佛教寺院、道教宮觀。

時代大事
民國十六年(1927)(39 歲)

開講「佛之修學法」。
一月，因革命軍事擴展而教難
日益嚴重，太虛知《僧伽制度
論》已失時效，乃作〈僧制今
論〉
。
二月，於上海創辦「佛法僧園
法苑」，改良經懺，推行社會
化佛教活動。太虛在「法苑」
依佛式婚儀主婚，引起舊派猛
烈反對。四月法苑結束。

◎民國十五年

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電視機發明問世。
◎民國十六年

國民黨清黨。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
寧漢分裂。
蘇聯史達林派得勢。
台灣首屆美展。

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任閩
南佛學院院長。
九月，太虛於奉化雪竇寺晤見
蔣中正，竟日長談，使國民政
府下之佛教，得以從狂風暴雨
中轉危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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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七年(1928)(40 歲)

政府有改僧寺為學校之議，
及「廟產興學」之具體方
案，僧界大受震動。太虛發
表〈對於邰爽秋廟產興學運
動的修正〉；向內政部提出
〈呈內政部整理宗教文〉。
二度會晤蔣中正。希望能組
織一個統一僧俗兩界的佛學
團體，蔣氏深表贊同。
七月，於南京毘盧寺成立
「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編行
《中國佛教》旬刊，並成立佛
教工作僧眾訓練班。中國佛
教始有正式組織雛型。
月，弘化歐、美。在法國
巴黎商擬建立世界佛學院，
並與羅素等討論佛學。

佛教界大事
◎民國十七年

章嘉大師設立駐京辦事處。
內政部長提議廢寺興學，蔣總司令指示保
護寺院安全。
中國佛學會成立。
圓瑛法師任江浙佛教聯合會主席。
◎民國十八年

內政部頒佈神祠存廢標準。
容虛、寄塵二師創辦九華佛學院。
〈監督寺院條例〉頒佈。
在北京成立「蒙藏宗教整理委員會」。上
海佛學書局成立。上海仿宋印書局出版支
那內學院編＜藏要＞。

時代大事
◎民國十七年

第
三
期
思
想

民國十八年(1929) (41 歲)

四月底返國。講〈甚麼是佛
學〉，開始組織、架構其世界
佛學苑之「新佛法體系」，並
重講當年的〈大乘宗地圖〉，
增入其後期對世界佛學之新看
法。南京「中國佛學會」選太
虛為會長。參加執監委員會，
與舊派意見衝突。
作三寶歌，弘一法師譜曲。
巴黎籌設「世界佛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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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完成，中國統一。
◎民國十八年

甘地在印度發起不合作運動。
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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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三寶歌

國有國歌、學校有校歌，有沒有一首也可以代表佛教義理與精神的歌曲呢？
民國十九年，在廈門閩南佛學院，大醒、芝峰等諸位法師，看到佛教缺了一首
代表性的教歌。當時精通美術、音樂的弘一法師到福建南安小雪峰過春節，太
虛大師也到那裏度歲。於是請弘一大師撰定曲譜，由太虛法師依曲譜，把整個
佛教教典鎔成讚歎三寶的功德，作成這首微妙精深、流傳至今的三寶歌。
◎三寶歌的歌詞
人天長夜，宇宙黯暗，誰啟以光明？三界火宅，眾苦煎逼，誰濟以安寧？
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陀耶！昭朗萬有，

席眾生，功德莫能名。

二諦總持，三學增上，恢恢法界身。淨得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槃城！
眾緣性空唯識現，南無達摩耶！理無不彰，蔽無不解，煥乎其大明。
依淨律儀，成妙和合，靈山遺芳型。修行證果，弘法利世，焰續佛燈明。
三乘聖賢何濟濟，南無僧伽耶！統理大眾，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
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處。盡形壽，獻身命，信受勤奉行！
三段歌詞，各有歸旨，莊嚴而神聖地再現了佛教徒皈依時的寬宏心境和堅定
意志。每段歌詞的結尾處再三強調的「今乃知……信受勤奉行！」如同一個人
生宣言，它是佛教徒們在宣告：大徹大悟、濟世利生的生命開始了。
弘一大師的曲共 24 個小節，音調平和，節奏方整、徐緩，其大調式的旋律可
以使人在詠唱之時產生莊嚴崇敬的心情。歌曲結尾處是在高八度的主音上完成
終止的，但音調升高並非意味著感情衝動，而是內心得到感化，從而嚮往皈依
之情更為熾烈。
《三寶歌》一經創作，即成了當時泉州慈兒院兒童早晚禮佛時的讚歌，太虛
大師還題贈一偈：「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
後來，此歌在《海潮音》等佛教刊物上發表，由法尊法師譯成藏文，塵空法
師也曾為此歌撰寫緣起和廣釋。如今，《三寶歌》已成了佛教界內外廣泛傳唱
的弘法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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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九年(1930)(42 歲)

十二月，第三次開講《維摩
詰經》。太虛對此經有獨到的
解釋。由「人乘」而「佛乘」
的理論亦建構於此。
民國二十年(1931)(43 歲)

中國佛教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選舉委員。因新、舊派諍，中
佛會再陷於分裂。時圓瑛等辭
職，諸山採不合作運動，陷會
務於無法進行；圓瑛為江浙諸
山叢林、名流居士所擁戴，反
對新派之革新。太虛鑒於諸事
難行，亦聲明辭職。

◎民國十九年

世界佛學苑教理研究院成立。
慈航法師因倡改僧制為諸山所拒，辭迎江
寺住持遠走香港。
◎民國二十年

中國佛教會起紛爭。
班禪受政府冊封。
政府公佈維護寺產之令。
海潮音文庫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1932)(44 歲)

時代大事

九月，重慶世界佛學苑漢藏教
理院，正式開學。太虛致書留
藏學僧法尊，回川主持。

◎民國十九年

九月，改武昌佛學院為世界佛
學苑圖書館，並設立研究部，
研究員有印順等。
十月，應蔣中正先生之邀，住
持奉化雪竇寺。
十二月，辭南普陀寺住持。
民國二十二年(1933)(45 歲)

五月十四日，太虛致電甘地，
勸其進食（甘地被英國政府監
禁，為賤民階級實行絕食三星
期）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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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霧社事件」
。
甘地被捕引發印度動亂。
◎民國二十年

九一八事變。
◎民國二十一年

一二八事變。
偽「滿洲國」成立。
◎民國二十二年

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
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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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佛教

您常聽到「人間佛教」嗎？戰後台灣佛教，開始有了人間佛教、人間淨土的
意識，這些都與太虛大師所提出的「人生佛教」有關。那什麼是人生佛教？
◎人生佛教講什麼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人生佛教，是以
人為主，兼修菩薩行。太虛大師說：做一個人，首先要做一個完人，提昇個人
的人格與道德，然後要做「超人」，比人還超人一等，精勤修行、少欲淡泊，
求身、心、慧解脫。超人後應該做「超超人」，就是菩薩，發大乘心救度一
切。這就是成佛的因。
◎人生佛教要對治什麼
1.回應世俗各學派及一般人，常誤解佛教主張虛無寂滅，消極厭世，而非重
視現實，大師倡導佛教要關懷現實。
2.佛法以眾生為對象，佛所說的一切學理和道德，都離不開人間。中國佛教
徒普遍漠視對人群痛苦的化度，注重出世，忽略化導世間，造成佛教與社會脫
離的怪象，於「佛出人間」、「佛說人身難得」等義，缺乏正確了解。人生佛
教，並不是教人離開人的立場去做神、做鬼，或都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出家人的
佛教，而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促使人類進步，改善世界的佛教。
◎人生佛教怎麼進行
1.菩薩行：中國佛教徒，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向國家民族、世界人類，
實際地去體驗修學。這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是「菩薩行」。這要能適應
「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而今菩薩行的努
力方向，就是建設人間淨土。
2.人間淨土：雖然人世有煩惱生死、痛苦鬥爭等危險，但若有適當方法加以
對治、改進，就可以在人間建設淨土。建設人間淨土的方法有：一、治本之
法：勵行十善，修人間增上善業，並以十善為業，鼓勵人行十善。二、治標之
法：由全球各國佛教徒聯合成一國際組織，平時安分行善，遇有天災人禍，則
聯合救護。並依「法界無盡」、「自他不二」之三寶威力，修真言密宗祈禱
法，息災增福，或舉行悔罪祈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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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三年(1934)(46 歲)

五月，班禪於杭州建時輪金
剛法會，太虛詣壇受金剛阿
闍黎灌頂。
民國二十四年(1935)(47 歲)

一月，太虛將二十年來所留髭
鬚，一齊剃卻，有感體力漸
衰。
四月，《佛教日報》於上海創
刊，太虛任社長，范古農任總
編輯。
民國二十七年(1938)(50 歲)

三月，戴季陶訪於縉雲山，萌
發「菩薩學處」之構想。
四月，太虛於漢藏教理院成立
編譯處。

佛教界大事
◎民國二十四年

台北召開台灣佛教徒大會。
日華佛教會於東京召開。
◎民國二十五年

宋磧砂藏經出版。
寺廟登記規則頒佈。
章太炎居士逝世。
◎民國二十六年

上海成立僧侶救護隊。
佛誕日起爭議。
◎民國二十八年

陳垣＜釋氏疑年錄＞出版。
西藏第十四世達賴轉生。
圓瑛法師於上海蒙難。
◎民國二十九年

印光法師圓寂。

民國二十八年(1939)(51 歲)

移居雲南雲棲寺，著手寫〈太
虛自傳〉。
組織佛教訪問團赴南洋、印
度。

時代大事

民國二十九年(1940)(52 歲)

◎民國二十五年

在錫蘭，曾商議派教師宣揚大
乘，並派學僧前往修學巴利文
佛教。九月，得教育部認可協
助，以「世界佛學苑」名義，
派法舫等赴錫蘭。
講述「菩薩學處」、「我怎樣
判攝一切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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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三年

中國新生活運動。
中國西安事變。
◎民國二十六年

中國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
南京大屠殺。
二次大戰亞洲戰爭起。
◎民國二十八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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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的抉擇與整理

中國佛教自唐以來形成宗派—大乘八宗。其中天臺、華嚴、三論、慈恩宗
較偏重教理的闡釋與解說；禪、密、淨土、律宗則較注重行持。長久以來，各
宗派間相互比較與論辯。太虛大師對各宗派作有系統的研究與比較，進而提出
對佛學的判攝與統整，希望能梳理出一條人人可依循的由人而成佛之路。
太虛在教理上主要提出三方面新的觀點：
◎ 八宗平等：太虛認為各宗在行持上（念佛、參禪、持戒、學經、修密等）雖有差
別，但在大乘境界及佛的果報上都是平等的。各祖師也都依循佛經所說的教理
在行持及心得上發揮，並不違反佛陀的教義，同屬大乘佛教。中國佛教的特點
在大乘佛教，離不開八宗，學佛的人學一宗同時也涉及其他宗，八宗是應該平
等無二，圓融無礙的。
◎ 對佛法的判攝
判攝要點
教

概述
佛教本於佛說

整理歸納
三期： 1.小（乘）行大（乘）隱期
2. 大主小從期
3. 密（宗）主顯從期

理

教理符合佛陀本懷

三系：巴利語系、漢語系、藏語系。
三級： 1.講因緣生法（五乘共法）
2.講四諦、三法印（三乘共法）
3.講法相、法性、真如（大乘不共法）
三宗：將八宗融匯成三宗
法性空慧宗（講般若，為龍樹一系中觀派）
法相唯識宗（講唯識法相，為無著世親一系）
法界圓覺宗（根據起信論、楞嚴圓覺經，
直講真心，轉妄成真。）

行

根據根機來弘法

三依三趣：依聲聞乘行果，趨發大乘心。
依天乘行果，趨向大乘果。
依人乘行果，趨向佛乘。

◎ 人生佛教：以人乘為主，兼修菩薩行。
大師佛學思想的珍貴處，不在將佛學作系統的整理判攝，而在將佛法用之於
實際的人生。在此時、此地、此刻就能因學習而練習佛法，得到當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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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二年(1943)(55 歲)

二月，於金劍山 （漢藏教理院屬
寺） 創設大雄中學，太虛任董
事長。

佛教界大事

太虛與馮玉祥等發起「中國
宗教徒聯誼會」。於五月正式
成立。

◎民國三十一年

內政部頒布「寺廟興辦公益
慈善事業實施辦法」，對僧寺
每年收益徵收 50 ％的經費代
辦；十一月，太虛書函〈致
蔣主席〉，作悲憤之陳辭。書
上，得停止實行。

◎民國三十三年

弘一法師圓寂。
◎民國三十二年

上海徵收迷信事業物品稅，引起反對。
在莫高窟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民國三十四年

圓瑛法師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
。
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成立。
法尊法師成立漢藏教理譯經場。

民國三十三年(1944)(56 歲)

三月，太虛訪教育部長陳立夫
及軍政部長，請求全國僧侶免
服兵役，從事救護工作。六
月，政府准免漢僧服常備兵
役。
編集「人生佛教」目次。
大師患輕度中風。
民國三十四年(1945)(57 歲)

一月，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論
和平之道。
西安「巴利三藏院」開學，太
虛任院長。
十二月，漢藏教理譯場正式成
立，太虛任場主。由法尊初譯
《大毘婆沙論》為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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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大事
◎民國三十年

臺灣總督府推動皇民化。
中國國民政府對日德義宣戰。
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爭發生。
◎民國三十二年

開羅會議召開。
◎民國三十三年

最後一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就任。
◎民國三十四年

雅爾達密約。
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脫離殖民統治。
德國投降，希特勒自殺身亡，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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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利他的現代僧團（1）—僧伽新制度

民國四年，年方 27 歲的太虛於普陀山閉關中，立下了生平的志願—志在整
理僧伽制度。有鑑於當時僧團的組織制度，已在歷史的堆積中走向陳腐，普遍
流於家族化、法派化，應該順應中國社會所需而有所調整。憑著一股革新的熱
情，太虛寫下了「整理僧伽制度論」，自此致力於僧伽制度的研發與改革，試
圖為新中國的佛教尋求一條與社會脈動緊緊相扣的救世之路。
太虛對僧制的改革，在不同的階段提出主要的四種論述：
◎民國四年《整理僧伽制度論》：以當時全國 80 萬僧眾作規劃，這部論主要
提出 4 個方向：
主題內容
僧依品
宗依品

概要
設立住持部。以僧眾為主，研修律儀，樹立僧人形象。
僧人的學習以佛法為主（大乘八宗），不能偏於世俗知識。

整理制度品

建立包括個人的剃度、受戒及教團、教產、教規等制度，並依制度行事。

籌備進行品

建立法苑（主經懺）、蓮社（念佛專修淨業）、佛教正信會（在家信眾）等。

◎民國十六年＜僧制今論＞：認為僧人在精不在多，而將規劃中的 80 萬僧眾
縮減為 20 萬。這 20 萬僧眾主要分為二部分：
僧眾分工
生產作務

內容概要
16-18 萬僧眾投入農、工、商等生產，自食其力。

弘法

2-4萬僧人修學並弘揚佛法

◎民國十九年＜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以 3 萬 5 千僧眾為主，再提出三
級僧制：
三級僧制
學僧制
(比丘僧制)

內容概要
約 1 萬人。主要在學習。（律儀院 2 年、普通教理院4 年、
高等教理院3 年、禪觀參學等 3 年，共為 12 年的學程。）

職僧制
（菩薩僧制）

約 2 萬 5 千人。主要在辦理佛教慈善事業，及教育、文化等事業。

德僧制
（長老僧制）

戒齡久、年歲亦長的僧人。在本寺或山林專主修持，亦可作為指導師。
另設立養老院等，照護老弱病殘的寺僧。

◎民國廿九年＜建立菩薩學處＞：此為太虛大師建設現代僧團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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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五年(1946)(58 歲)

一月，太虛受國府勝利勛
章 。 深 覺 僧 伽 （尤望智識青年）
應配合政治之革命運動，而
作〈知識青年僧的出路〉。太
虛此時有組黨之意，希望佛
教有一政治性組織，以代表
佛教立場，維護佛教利益。
於上海成立覺群社，創「問
政不干治」之說。
民國三十六年(1947)(59 歲)

佛教界大事
◎民國三十五年

台灣省佛教會成立。
夏丏尊居士逝世。
李子寬居士於南京創辦佛教文化社。
行政院重申維護寺廟權利。
◎民國三十六年

中國佛教會召開勝利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
政府於六月頒令褒揚太虛大師。

於延慶寺開講「菩薩學處」，
是為大師最後說法。
三月十二日再度中風，十七日
於玉佛寺直指軒捨報往生。

緬
懷
大
師

四月八日，舉行荼毘典禮，得
舍利三百餘顆，而心臟不壞，
滿綴舍利！

時代大事
◎民國三十五年

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
憲法」
。
馬歇爾來華調停。
◎民國三十六年

五月廿日，印順等，開始於雪
竇寺圓覺軒，編纂《太虛大師
全書》。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

《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完竣。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

《海潮音》由大醒移臺灣編輯
發行。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

印順編撰完成《太虛大師年
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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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爆發。
國民政府公布憲法。
政府宣布動員戡亂。
印度及巴基斯坦獨立。
◎民國三十七年

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
蔣中正當選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
印度甘地被刺身亡。
◎民國三十八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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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你不可不知的太虛大師
潮音永輝

自利利他的現代僧團（2）—菩薩學處

「我今學修菩薩行，我今應證菩薩名，願皆稱我以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
太虛大師曾以「太虛菩薩」自許，也希望大家都學作菩薩。為了能將「人菩薩
行」的理念落實，太虛晚年再度提出組織制度的新藍圖—「菩薩學處」。除
了出家僧伽外，更將在家佛教徒納入廣義的現代佛教僧團組織中，改變一般人
長久以來認為學佛一定要出家、老年人才能學佛的觀念，使學佛者更能普及。
另一方面透過組織廣大的在家學佛信眾，教導認識正確的佛教信仰，實踐五戒
十善。僧俗和合，行菩薩行以淨化人間。
◎什麼是菩薩學處
菩薩學處，就是修學菩薩行的道場。太虛大師從上契佛陀本懷，下應時代趨
勢的立場，抉擇出「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法門，也就是他所說「學菩
薩」發心修行的意趣所在。這是從適應時代而施教化來說，就是我們說的「人
生佛教」
。
◎菩薩學處對治點
太虛認為：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在空談，不重實行，行
為與教理完全脫節。所以，想革新中國佛教，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去體
驗、去修學，這種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是「菩薩行」。而這菩薩行要能夠
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作為一位
今菩薩行的行者，要養成高尚的道德，精通佛學和科學知識，再參加社會各部
門的工作，使國家社會民眾都能得益，而社會各階級也因有佛教徒的散布，使
佛教與社會民眾不致疏隔。
◎菩薩學處的實踐
作為「出家菩薩」，要在修學律儀二年、教理四年的基礎上，結合修行、止
觀，然後做教育、文化、醫務等佛教事業。在家居士可作「在家菩薩」，分為
結緣三皈、正信三皈，要參加在家菩薩的培訓班，學習在家菩薩的戒律及佛法
的基本教理，然後從事實際工作，也可以做佛教教育等，或可以普遍的到社會
各個階層：學界、教育界、政界、農工、商、軍界工作。以菩薩精神服務社
會、利己利人，也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作一個菩薩應該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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