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世紀牽引　一輩子感念
—憶慎公恩師兼述智海學社的成長

與校園佛法的發展（一）

一、前　言

周宣德老師（以下稱慎公）

於民國四十九年輔導台灣大專院

校第一個佛學社團台大晨曦社之

成立，這是校園佛法的開始，一

直到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往生，此

間三十年可說是全心投入於大專

佛學社團經營之輔導與關懷，引

導大專青年有系統地研討佛法及

學佛，創以往之所未有。

雖然慎公老師於七十八年往

生，唯慎公老師所建立之典範制

度與慎公之風範德澤所奠下的百

年基業，至今仍庇蔭著大專佛學

社團的持續成長與慧炬事業的永

續發展。

二、智海學社與中部社團之成立

在大專佛學社團中，以台灣

中部地區的大專佛學社團最有福

報，北有慎公老師的關愛，近有李

炳南教授（以下稱雪公）的呵護，

南北逢源，倍受滋潤，半世紀來健

康踏實的成長，當年二十歲的年輕

人，如今年近六、七十歲，正引領

著下一代及下下代的莘莘學子學

佛。回顧一生，幸逢兩位恩師的牽

引，一輩子受用，無盡地感念。茲

 紀潔芳

吳鳳技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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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技術學院教授

將興大智海學社及中部大專佛學社

的創立分述之：

民國五十年三月十八日慎公

老師風塵僕僕從台北趕來台中農

學院（今之中興大學）參加智海

學社的成立大會，當時學社的指

導老師是許祖成教授（以下稱寬

公）與雪公老師，另蔡念生居士

（東海大學教授）、朱鏡宙居士

（台灣印經處主持人）、傳益永

居士（台灣農試所主任）、呂佛

庭教授（師專），朱斐居士（菩

提樹雜誌社主編）及興大周邦

道、倪渭卿、李慶麐及羅清澤等

教授皆是座上嘉賓。

成立大會中通過智海社以

「研究佛學義諦、探討人生哲

理、敦品勵志、弼教輔仁」為創

社宗旨，在往後四十七年中「智

海人」一直奉行不輟。雪公老師

在會中勉勵社員「研究佛學從基

層做起，有恆心，不厭不疲，改

造環境，要學而能行。」慎公老

師除勉勵大家外，並贈送了許多

書籍及獎品，其中頭獎是一座檯

燈，喻佛光照破黑暗，由夏庚長

同學幸運獲得，二獎是一面圓

鏡，喻佛性一塵不染，由吳家鴻

同學抽中。

凡佛學社創設之前繁瑣的申

請手續，創設宗旨、章程組織等

之擬定，甚至社團的命名，慎公

老師無不一一透過電話及書信悉

心指導，甚或學校有關單位不甚

了解佛學社團性質或有所誤會，

慎公老師均設法溝通，甚至親訪

學校校長及有關處室主管說明，

幾經說明，學社方得以設立，順

利召開成立大會，而此間社團發

起人等，辦事方法的學習，進退

分寸的拿捏，綜觀大局的能耐均

受教於慎公老師的引領，為學社

發展的宏圖大業立下深厚基石。

三、智海學社特色之探討

大多數中興大學智海學社

的社友均自譽自己是念中興智海

系。當時學社的創辦人是農經所

研究生侯家駒，後來成了國內知

名的經濟學家。當侯學長從澳洲

榮獲博士學位回台灣任教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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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感謝求學時慧炬獎學金的支

助，並倡導當受獎人能力具足

時，可考慮捐回獎學金，俾能幫

助更多的大學生，故侯學長在澳

洲唸書時期

率 先 捐 回

獎 學 金 ，

此 舉 甚 獲

慎公老師肯

定。後來許

多慧炬受獎

的學長在社會工作後，紛紛以不

同方式，如紀念先人等捐助獎學

金以之回饋。侯學長一直到智海

二十五週年社慶，總是每逢五週

年大生日時回興大與社員、社友

歡聚，給了大家不少鼓勵。

興大智海社從民國五十年

三月十八日創社至今用心經營了

四十七個年頭，仔細回顧，還有

諸多特色可分享，茲分述之：

（一）雪公恩師與智海

雖然雪公老師心存平等，

對任何佛學社皆是一視同仁，唯

獨與智海的因緣最為深厚。雪公

老師長年於興大中文系兼課，於

日夜間部開授唐詩、李杜詩等課

程，又於民國五十四至五十八年

四年間，雪公應興大課外輔導組

韋玉華主任邀請於興大主講國學

講座，由智海學社負責辦理，當

時筆者為智海社長，即義不容辭

挑起承辦重任。這是恩師非常有

系統講授國學的一段時期，每週

一次，所講授的課程有大學、中

庸、曲禮、樂記、禮運大同篇等

有關中華文化等課程。雪公恩師

講課不但內容精湛，風趣幽默，

且直扣人心，發人深省。當時除

了興大師生聽課外，外校的師生

及社會人士都前來聽講，大家都

是風雨無阻，從不缺課。

在筆者念大一時，智海幹

部幾乎每一星期有四個晚上可聆

聽恩師講課。星期二晚上在恩師

家中念佛（當時恩師住和平街台

中家商旁二樓木屋，毗臨菩提樹

雜誌社），參加的人士有淨空法

師、蔣俊義老師、周聖遊老師、

徐自民老師、朱斐居士、江逸

子、鄭勝陽、廖玉嬌、何美枝、

半世紀牽引　一輩子感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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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富枝、鄧慧心、謝正雄等居士

及筆者。念佛後大家席地而坐，

圍著恩師請教修學疑惑，那股安

寧、清涼、圓滿的氣氛，至今常

縈繞心頭，這聚會一直到恩師

到興大主持國學講座才停止。又

星期三晚可到慈光圖書館聆聽恩

師講《楞嚴經》，《楞嚴經》圓

滿後續講《圓覺經》、《華嚴

經》。另恩師每週五晚在蓮社

（改建前）榻榻米教室為蓮友講

古文及唐詩，星期六晚參加慈光

圖書館大專佛學講座，一直到恩

師於民國七十五年往生，大多智

海社員及畢業後社友都是風雨無

阻的參加。

在智海創社最初八年，恩師

時間較寬裕，凡智海之迎新送舊、

社慶，恩師均撥空參加，令人永

難忘懷是恩師於五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應第四屆謝正雄社長邀

請，隨同大家一起到后里毘盧寺

郊遊。午齋後，清風徐徐，大家圍

坐毘盧寺塔前，恩師慈悲為大眾開

示：「學佛的目的是為求學問，為

求解脫，為轉移汙俗，為弘護正

法，又，一個純正的佛教徒必須有

所不為；不藉佛法貪名圖利，不以

佛法受人利用，不昧佛法同流合

汙。」這四為三不的明訓深植智海

人心中，代代相傳，後亦列為台中

明倫社訓。

（二）寬公恩師與智海

寬公恩師從民國五十年創

社到民國六十八年往生，一直擔

任學社指導老師，智海同學最幸

福的就是隨時在校園中可找到老

師，向老師請益學問及請教社

務，而且有求必應，圓滿歡喜。

十九年來智海之迎新、送舊、社

慶、郊遊參訪、學術講座、新舊

幹部交接等活動，老師都是親臨

指導，不曾缺席，老師比任何人

都熟悉智海。民國六十八年十一

月恩師於台北往生，由許公子及

智海社友隨侍助念，一路送回台

中靈山寺，台中智海社友已跪地

迎靈。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智海

出版《許寬成教授往生十週年紀

念專刊》，將恩師行誼、遺著、

墨寶，生前留影及弟子追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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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編彙專刊以念弘恩，老師銅像

亦安置於學社中。

寬公老師往生，師母秦孟

莊女士深知老師心中最惦念的就

是智海學社，師母慨將老師的佛

儒書籍、講經筆記、手稿墨寶悉

數捐贈學社，德被青年學子研

究。而一向深居簡出，內向寡言

的師母，鼓起勇氣挺身而出，承

老師心志，繼續護持智海，凡有

活動，師母總是在精神及物質上

給予最大支持，每屆幹部經常出

入師母家中，倍受師母關懷、指

導、鼓勵及撫慰，直到師母往

生，猶事先準備好送給學社四十

週年社慶的生日禮物。師母常說

「智海」是寬公老師留給她最好

的手尾，不但排遣了寂寞的歲

月，亦讓生命更有意義。

（三）智海幹部傳承

智海另一特色是每屆社長及

幹部都一直有良好的傳承。一個

社長在任內很稱職，只能算是成

功了一半，若他能將這棒子交到

適當的人手中，讓社團能持續運

作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智海對

新社長及幹部的遴選及幹部的培

訓，一直是相當審慎。慎公老師

在民國六十年三月十九日對北部

大專佛學社負責人聯誼會中即開

示道：「新社長宜具備的條件是

熱心佛學、活動能力強，二、三

年級的同學最適宜。」（參閱慎

公師年譜）故智海在遴選幹部時

會先查聽講十四講表紀錄，凡能

出席七、八次以上的同學，多半

是將佛法聽進去了，能聽完佛學

概要十四講表的同學，幾乎日後

都是學社得力幹部，百試不爽。

另到智海圖書室查借書的紀錄也

是輔佐的參考資料。

智海新舊幹部的交接典禮是

非常神聖莊嚴的。新社長及幹部

所接下的不止是學社及各組的印

信及資料，而是一個有傳承、活

半世紀牽引　一輩子感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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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的生命，如何讓學社成長茁

壯，如何將社務發展當作事業來

辦，如何讓事業成功，要相當發

心及有相當能耐才行。

交接典禮後老社長會引領

新社長及幹部拜訪雪公老師，親

受恩師祝福及聆聽開示。通常在

新學期開學前會舉辦三天的幹

部培訓，課程有十四講表（一~

八表）、學佛與辦事、社史、儀

規簡介、學佛行儀、早晚課介紹

等，通常都請畢業的老學長回來

分享。智海從創社社長侯家駒學

長（九十六年往生），謝正雄學

長等一直到今年第四十七屆社長

都有很好的聯繫。社友大會，在

縱的方面聯絡社長，在橫的方面

社長很順利召集到同屆的幹部，

一起參加社友大會，聯絡系統是

很活絡的。近年來E - m a i l的方

便，在訊息的傳遞及研經修持心

得的分享上，更是交流頻繁。在

社長與幹部傳承上，輔大大千社

及中醫醫王社亦有良好的傳承。

甚至醫王社每年均出版《醫王學

刊》，至今已出版至四十五屆學

刊（九十六年），內有師長墨

寶、文章、學長文章、社員學佛

心得及幹部辦事心得，是社友、

社員間以學術聯誼的最好橋梁。

（四）學術與康樂聯誼活動的舉辦

1.紮根的佛學講座

雪公及慎公老師咸認為

大學生是知識分子，資賦好，

可塑性強，未來是社會中堅，

在學佛的路上務必要從解理入

手。雪公恩師特為大專學生佛

法研究編訂了六門功課，雪公

老師認為聽完這六門課算是打

下了學佛基礎，方稍具研經及

修持能力，這六門功課可分為

四個單元：

（1）佛學概要認知。

課程有：1.佛學概要十四講

表。2.佛說八大人覺經。

（2）佛法精髓。

課程有：3.法相―唯識簡

介，百法明門講表。4.法性―

般若經。

（3）修持方面。

課程有：5.佛說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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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菩提心辦事

課程有：6.普賢行願品。

在學期中間每星期六晚上在

慈光圖書館開辦佛學講座，通常

大一新社員參加初級班佛學概要

十四講表講座，聽過十四講表的

同學參加進階班八大人覺經等講

座。十四講表通常於上學期講七

表，下學期講七表，講座結束須

參加考試，出席次數佔百分之

五十，考試成績佔百分之五十，

總成績優秀的同學頒發獎學金

以為獎勵。猶記得大一聆聽雪公

老師講解十四講表，真是大開眼

界，許多同學大都是因家中拜拜

而參加佛學社，以往從未聽佛

理，在此講座中能有系統的認識

佛法，才體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

且能觸動心靈深處，助益其探討

生命意義及釐定人生方向。最重

要的是，研習十四講表後，對於

一些佛學名相有了大略的認識，

對往後自己看佛書也有很大的

幫助。

近二十年來，學期中佛學

概要十四講表的課程，由各學社

自行開授，其中智海與醫王均將

之列為社課，無論多困難及參與

人數多少，都用心為大一新社員

講授，暑假再引領社員參加明倫

講座，有系統聽完六門課程，如

此，社務傳承不怕找不到人才。

除學術講座外，智海社亦不定期

舉辦專題講演，如近兩年來舉辦

之「大學生壓力調適與情緒管

理」、「學佛同學的理財觀」、

「勸發菩提心文研讀」及「了凡

四訓研讀」等皆廣受歡迎。

又中醫王學社的幹部更是令

人佩服，因為中國醫藥大學的新

生分布在北港校區及台中校區上

課，醫王幹部均不辭辛苦兩邊開

講十四講表，而早期畢業社友及

其他學社畢業的社友，念及早年

慎公老師不辭辛苦，全省各地走

半世紀牽引　一輩子感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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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透，都義無反顧，共襄盛舉。

如此將近二十年，從未間斷，其

實中部地區各大專佛學社團早期

社友大都留在中部就職，持續追

隨雪公老師學佛，彼此都有革命

感情，彼此互相支援學術活動都

是「一句話」的事情。

另輔大大千社亦將佛學概要

十四講表列為社課，輔大社友會亦

是凝聚力很強的社友會，大千社老

社長簡金武學長，連文宗學長、顏

彩雲學長、賴炯堯學長、呂芳森學

長、鍾清泉等學長都不時關注及支

持大千社的社務發展。

2.在康樂與社會服務活動方面

智海社於民國五十九年增

設社會服務隊，每週定期往啟

明學校報點、赴啟聰及仁愛實

驗學校服務，另不定期到安老

院、育幼院服務，又寒暑假參

加山地服務隊及漁村服務隊，

將菩薩服務精神活用於日常生

活中，直到民國六十九年後，

各項社會服務轉為不定期活

動。另每月赴菩提樹雜誌幫忙

樹刊裝袋及寄發亦是社員樂之

不疲的工作。

智海人不但潛心學佛，玩

的時候也很瘋狂，迎新、送

舊、社慶、中秋晚會、湯圓晚

會，露營野炊等都能燒得一手

好素菜，故學社家當中除佛儒

書籍外，炊具、鍋碗瓢盆也不

少。園遊會設攤位更不用說，

慎公老師在賀智海創社十週年

紀念文中提到（見慎公老師年

譜）：

「智海社員人數之多，幾

為各大專同類學社之冠，不

惟數量一端，歷次參加元旦

壁報比賽也一再奪魁，社員

參加中部講演比賽亦復名列

前茅……，常舉辦青年弘法

會；學校園遊會智海獨設三大

攤位，計有小吃部、摸彩券、

過五關，收入一千二百八十張

園遊券，為全校各社團攤位之

冠。……又歷屆慈光大專佛學

講座，智海學社常克盡地主之

誼，使參加講座的同學得以一

心學佛，飽霑法益。……《慧

炬月刊》，智海社友讀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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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作品之佳，也足以證明智

海學社社友對於學術研究的精

勤。」（慎公老師還不知智海

小吃攤位光是西瓜就賣了幾十

個，幹部都成了切西瓜高手）

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三日，慎

公老師於北部各大專校院佛學

社團負責人聯誼會中亦提及：

「中興大學智海學社積極展開

社會服務，因而贏得全國績優

社團第一名，特別加以讚揚，

希望各社團都能跟進。」智海

多次以踏實的學術及服務活動

榮獲全國績優社團。慎公老師

的慈悲與鼓勵亦督促智海要更

加努力。

（五）智海的社產與家當

相信各佛學社團歷經四、

五十年的歲月，都累積了不少

社產與家當，智海的社產可分

四大類。

1.學社重要檔案：包括章程、

社旗、社徽、社歌、服務隊

隊歌、歷屆活動檔案及社員

名冊等。

2 .師長墨寶：師長墨寶包括

雪公、慎公、寬公、呂佛庭老

師、周聖遊老師、徐自民老師

及懺公法師等惠賜墨寶，學社

奉為座右銘，或於社慶時印製

成書籤分贈社友及社員。

3.佛儒相關書籍：佛儒書籍是

半世紀牽引　一輩子感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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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海最大宗社產，大藏經、各大

部套書及佛教各宗書籍，均按

圖書分類編目，其中不少珍貴

的書籍都是創社之初雪公、慎

公老師贈送的。創社之初，智海

圖書室居無定處，或存放靈山

寺、或存放蓮社，在興大校內亦

搬遷三次，從小禮堂到圓廳到

惠蓀堂三樓，後承學校肯定於

學生活動中心大樓撥給四樓較

大社團空間約十多坪才安定下

來，「智海圖書室」木匾還蒙雪

公恩師題字。這些佛儒書籍長

養了許多智海人的慧命，而書

櫃都是社友捐贈的。

近日台中教育大學勵德社

指導老師許文彬學長亦提及在

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時，

學校部分教室震垮，當時勵德社

友自行花了兩萬元運費將學社

佛書搶救運出，寄存社友家中，

收藏佛書的兩個大書櫃都是慧

炬社贈送的，甚為珍貴。

4 .家具及設備等：學社的桌

椅及家具設備亦不少，佈置溫

馨的圖書空間，可供閱覽，可

供聯誼，而許多社務發展的重

要會議都在此多功能會議室決

定，當然露營野炊等的炊具亦

一箱箱收藏著。

智海社產及家當這麼多，

多次搬家煞費周章，卻也訓練

出幹部事先有周全的計畫及有

效率的執行，這都是在智海學

社所學到的不可多得的歷練。

以上是智海學社一路走來的發

展特色，難能可貴的是四十七

年來，規規矩矩，踏踏實實，

始終如一。畢業學長的定期聚

會，向心力也非常的強。又輔

大大千社，中醫醫王社社務與

社友的發展亦是可圈可點！另

靜宜東哲社、東海覺音社、彰

師大進德社及中教大勵德社，

社員人數雖不多，但亦中規中

矩，用心經營。一個社團要熱

鬧一時是很容易的，要幾十年

恆常運作，不改初衷，在社團

經營及校園佛法上是很值得稱

道的。有關台灣區校園佛法的

發展與特色，將於下節分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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