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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問過筆者：「沈家楨是一位理工科畢業的工程師，又做過政府官員和大企

業家，按理說，比一般人還入世，他怎麼會對佛教那麼熱衷呢？真是有點令人難

以理解。」 筆者認為佛教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幫助人「出世」，而在於幫助世

俗社會變得更乾淨、更美好。筆者找出科學大師愛因斯坦的兩段話供朋友參考。 

愛因斯坦的第一段話是：「當我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時，我就已經深切地意

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而且，我不

久就發現了這種追逐的殘酷，這在當年較之今天是更加精心地用偽善和漂亮的詞

句掩飾著的。每個人只是因為有個胃，就注定要參與這種追逐。而且，由於參與

這種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滿足的；但是，一個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卻不能

由此得到滿足。這樣，第一條出路就是宗教，它通過傳統的教育機關灌輸給每個

兒童。」 

愛因斯坦說的第二段話是：「僅僅依靠知識和技術並不能使人類過幸福而優裕的

生活，人類有充分理由把對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讚美，置於對客觀真理

的發現之上。人類從像佛陀、摩西以及耶穌這樣的偉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來

說，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設性的見解更為重要。」 

朋友聽了這兩段話，便說：「既然連愛因斯坦都這麼推崇宗教，沈家楨熱衷於佛

教事業也就不奇怪了。」 

愛因斯坦所說的「胃」，是指人類廣義的物質需求，從他的話裏可以看出，這位

大科學家對精神需求有強烈的欲望，而且他也指出，要想滿足精神需求，第一條

出路便是宗教。不過，愛因斯坦本人並不是宗教徒，他讚美宗教卻不參加任何宗

教組織，也許是宗教組織不許跨教的規定阻礙了他，要不然，他說不定會同時加

入好幾個宗教呢。 

沈家楨的性格與愛因斯坦的性格不太一樣，他沒有愛因斯坦那種情緒強烈的語言，

他的性格比較平和淡泊，很看重中道。他對「胃」的需求並不曾厭惡排斥過，相

反，他把創造財富與人類同享，視作神聖的事業之一，滿懷熱情和奮鬥精神去完

成，而且從中體驗其無窮樂趣。他深知固然不能單憑知識技術使人類過上幸福而

優裕的生活，但是沒有知識和技術，人類就更不可能過幸福而優裕的生活了。他

通過為社會創造財富，體現自己的生命張力和蓬勃的生命活力，這與愛因斯坦取



得偉大的科學成就同含一個道理：一個人如果對社會沒有實質的貢獻，他的本性

便無法發掘出來。所以，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就是發掘自己的這種創造本性。

不管是在哪個領域工作（包括宗教領域），道理都是一樣的。 

沈家楨對人類的精神需求也從中道角度看待，與物質需求一視同仁，他認為兩大

需求是人類航船的雙槳，缺一不可，並無高下貴賤之分。本著這種正確的觀念，

他在工程師、政府官員、企業家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幾十年，做出成就。他也

通過創造美國佛教文化，在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方面做出成就。一個人能以如此

不偏不倚的態度對待人生，實在是不簡單。 

與處理航運方面的事情一樣，沈家楨在創造美國佛教文化方面也喜歡深謀遠慮。

他在五大湖與底特律愛迪生電力公司簽訂的是二十五年的運煤合同，謀求的是美

國百年的資源合理配置，而在建設美國佛教文化和弘揚佛法方面，他的眼光放得

更遠更寬，謀略更深。 

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涵蓋人類一切活動和一切社會現象，特定的文化則涵蓋特

定的活動和現象。文化的形成也有其規律，主要有兩種形成方式，一種是自發無

序的形成方式，一種是自覺有序的形成方式，美國佛教文化註定也會在這兩種方

式下逐步形成。 縱觀美國佛教文化，雖然尚未形成完整的體系，但是已經具備

相當的規模，初期階段多是自發無序的形成方式：亞洲各國都有佛教僧侶和居士

移居美國，傳播各自的佛教宗派教義及修行方法，建立各具特色的寺廟，組織各

自的佛教團體，實行各自不同的內部制度，對美國不同的社會群體施加影響……，

所有這些，從宏觀角度來看，他們之間並無約定的共同行動，都是自發的、在全

局上是無序的，但不管各自具有何種特色，佛教文化的一根綱線卻牢牢地拴著他

們，使他們的活動成果都成為美國佛教文化的組成部分。 

在這自發無序的洋洋大觀裏面，也存在著自覺的、有序的創造活動，而且一定會

上升成美國佛教文化的主流。與其他宗教一樣，佛教也是人創造的，美國佛教文

化必須靠人創造才有可能形成。 

據筆者觀察，沈家楨始終抓住「理的契合」、「教義的傳播」、「事的融彙」這

三條大綱，推動創造美國佛教文化。 

理的契合，是指佛教精神與美國社會精神的契合，這是美國佛教文化的核心。理

的契合方法，從根本上說，就是尋找佛教精神與美國精神的契合點。 

眾所周知，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有很大的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是怎樣形成的？

其根本原因首先就是理的契合。中國佛教有很多宗派，奉行不同的教義，大乘佛

教主張「五戒」、「慈悲」、「自利利他」，儒家主張「仁義禮智信」，道家主

張「無為而治」，一開始三教相爭，各說各的好，互不相讓，後來發現相爭無益，



改為三教合流。宋朝有位契嵩法師極力主張三教合流，他說：「五戒，始一曰不

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

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他認為三教都是

「聖人之教，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

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契嵩的言論把佛、儒、道的

基本理論都融合在一起，反映佛教精神與中國傳統精神的契合，契合之後成為中

國佛教文化的核心，有了這個核心，才逐步形成完整的中國佛教文化，佛教才在

中國蔚為大觀。 

美國與中國大不相同，美國的基本精神是「平等、自由、博愛、民主」，講究極

其嚴謹的法治和科學精神。中國佛教進入美國，必須把佛教的精神與美國的精神

相契合，否則行不通。這一番契合，絕非短時期能夠完成，會有相當艱難的歷程。 

沈家楨為尋找契合點，下了很大的功夫，讀者只要閱讀他的著作，或者聽他的佛

學演講，就不難發現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拉近佛教基本精神與美國基本精神之間

的距離，他對佛教基本教義「空」的闡述 ，讓人猛看上去還以為是現代哲學、

物理學、倫理學的論述，他甚至引用愛因斯坦的「能」的概念解釋佛陀的「空」，

這在佛教理論上是一大突破。美國是超級大國，一流的專家學者燦若群星，而佛

陀在對宇宙和人類本源方面的論述是整個佛學的基礎，頗具啟發性，美國佛教文

化的核心必然會因一流人才的不斷參與探討而逐步成形，沈家楨開創了此一前景，

這是他對創造美國佛教文化的重要貢獻。 

教義的傳播需要五大條件：完善的佛教組織機構及規章制度、佛教經典翻譯、飽

學的法師和居士、多功能的佛教寺廟、古今結合的傳播方式。沈家楨在這五個方

面投入了幾十年的時間精力和上千萬美元的財力。 

（一）完善的佛教組織機構及規章制度 

美國佛教會成立之後，沈家楨並不滿足於組織機構在形式上的存在，更重視其實

質內容。他多次強調組織應高於個人的原則，並拿基督教在這方面的成功範例解

釋他的道理，意在建立美國佛教「鐵打的營盤」。他的這番苦心，短時期內可能

會有一些人不理解，甚至誤解，但是時間長了，肯定會被所有的人認同。為什麼

呢？因為美國佛教目前實際上只是少數族裔的宗教，如果在美國不求發展，實行

佛教傳統的宗派組織形式，當可以湊合維持小小局面。但是，如果要想發展成為

對美國社會真正有影響力的大宗教，非走沈家楨指出的道路不可。佛教徒目前在

美國華人中只佔大約百分之十的比例，而華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祗占百分之一的比

例，也就是說，美國人裏面祗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加入佛教，洋法師洋居士的人

數就會超過華人佛教徒的十倍，有百分之十的人加入，就會超過百倍，如果沒有

一個鐵打的營盤和一整套符合美國精神的規章制度，美國佛教豈不是又要出現無



數山頭宗派的一盤散沙局面嗎？所以，沈家楨不斷強調組織結構之重要性，主張

實行徹底的民主法治，是有著深遠意義的，這個意義現在還不特別明顯，等到佛

教徒的族裔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候，就會凸顯出來。 

（二）佛教經典翻譯 

前面已經有章節專門介紹沈家楨如何投入鉅資創辦美國佛教會駐臺灣譯經院，如

何在紐約華美協進社設立大乘佛教獎助金，資助翻譯出版佛經，如何在世界宗教

研究院設立翻譯叢書，如何幫助其他地方的佛教團體翻譯佛經。翻譯佛經是創造

美國佛教文化的首要環節，不過，翻譯有「直譯」和「意譯」之分，直譯是照原

文翻譯，不加一點解釋，即便解釋，也是「以經解經」，解釋不清楚的，就乾脆

照搬原來的梵文發音。意譯裏面就有譯者己見的成份，從不少中文經典裏能看出

來。最徹底的意譯，就是完全用自己的語言和事例比喻解釋佛教教義，中國的古

人就是用這種辦法把印度佛教變成中國佛教的，《六祖壇經》以及眾多的大師論

著都是例子。與中國當初的情形一樣，這種徹底意譯的方法在今日美國要比直譯

重要，沒有這種徹底的意譯，美國人就看不懂直譯的佛經。但既然是意譯，譯者

怎樣翻譯，裏面的學問可就多了。沈家楨的演講稿，表面上看起來都是他自己的

語言，實際上在佛經裏能找到不少出處，他的這種學風影響很多人，如今翻開美

國佛教會出版印行的雜誌和圖書，就會看到有很多法師和居士都是用這種方法翻

譯解釋佛經，這種主流化的譯經傾向必然會在將來導致美國佛教經典的產生，既

然中國能產生《六祖壇經》那樣的中國佛教經典，美國早晚也會產生有如棟梁的

美國佛教經典。 

（三）飽學的僧眾和居士 

佛教是人的宗教，是人創造的宗教，傳播者是人，作用對象也是人，佛教的一切

都離不開人。因此，人是佛教的主體。佛教「三寶」裏面，「佛」和「僧」都是

人，「法」是靠人弘揚的，千轉萬轉都轉不出人的圈子。佛法教義深奧，需要眾

多飽學的法師和居士才能弘揚出去。所以，沈家楨非常重視幫助法師和居士解決

實際困難，盡力為他們創造弘法的方便條件。他的措施有幾種：一是請進高級人

才。自從居和如捐建大覺寺，前來美國佛教會弘法的高僧和居士就絡繹不絕，美

國佛教會的歷任會長和不少副會長、董事，大覺寺、莊嚴寺的曆任方丈都是從美

國境外請進來的，為了使他們能夠在美國安穩紮根，沈家楨發邀請函，安排飛機

票和在美國的生活條件、幫助辦理永久定居身分等等，無微不至。二是從教會內

部培養，如今已有一大批年輕有為的弘法人才。三是走出去幫助，比較典型的例

子有美國西部的宣化上人、西藏佛教噶舉派（俗稱白教）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

巴（Kamapa）、臺灣居士周宣德。 



臺灣的于淩波先生所著《中國佛教海外弘法人物誌》一書裏面有一篇文章〈創辦

美西萬佛城的宣化上人〉，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宣化上人是少數最早來美弘法

的僧侶之一，早在六十年代，中國僧侶來美國本土弘揚大乘佛教的，第一位是來

自臺灣的妙峰法師（他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來到舊金山），第二位就是由香港來的

宣化上人了。宣化上人於一九六二年四月抵達舊金山，最初在華埠一處地下室中，

主持佛教講堂，一九七○年在華埠創設金山寺，七五年在洛杉磯創設金輪寺，七

六年在北加州創設萬佛城，以後又在西雅圖創設金峰聖寺，在加拿大卡城創設華

嚴聖寺，在溫哥華創設金佛聖寺。此外，並成立國際譯經學院、《金剛菩提海》

雙語佛教月刊、法界佛教大學、僧伽居士訓練班等文教機構，對美國佛教發生了

相當的影響。」 

沈家楨幫助宣化上人是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的，那時候正是宣化上人創大業的起步

階段，那一年，沈家楨在舊金山華盛頓街買了一座市價二十三萬五千美元的樓房，

捐給宣化上人使用，國際佛學譯經學院便設立於此。一九七四年，沈家楨又捐給

宣化上人二十萬美元修建金山寺。一九七八年，沈家楨從世界宗教研究院拿出大

批珍貴的圖書，委託兩位居士幫助宣化上人，派到紐約取書的法師運了兩卡車到

舊金山辦法界大學，這批圖書重三千一百五十磅，共八十一箱。為了表彰沈家楨

多年來的義舉，宣化上人未事先徵求沈家楨的意見，便在《金剛菩提海》月刊上

宣佈沈家楨為該刊發行人和法界大學董事，沈家楨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刊登在雜

誌上，只好暫時接受這些頭銜，旋又全部奉還，他並不是為了得到這些頭銜。宣

化上人有一段名言：「凍死不攀緣，餓死不化緣，窮死不求緣；隨緣不變，不變

隨緣，抱定我們的三大宗旨。」這位法師是從來不主動化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

沈家楨捐獻給宣化上人的那些房子、現金、圖書，都是他主動捐獻的。沈家楨非

常心細，善察人意，知道人們需要什麼。 

西藏噶舉派（俗稱西藏白教）的大寶法王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八日首次來美國，同

來的西藏喇嘛有十人，沈家楨到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迎接。大寶法王及其隨從下

榻於沈家楨的「菩提精舍」，招待居住期間，大寶法王談到在美國弘法的計劃，

沈家楨主動表示願意把博南郡肯特鎮的三百二十三英畝土地捐出來建西藏寺廟，

這三百二十三英畝即是捐給美國佛教會一百二十五英畝之剩餘部分。大寶法王大

喜，於是派一名喇嘛專門負責聯絡建寺之事，而這位喇嘛的生活費用全部由沈家

楨提供。一九七六年，大寶法王第二次到美國，在菩提精舍住了十六天，期間與

沈家楨簽訂了土地轉讓合同，沈家楨在土地附近買了一座房屋專門供大寶法王的

建寺人員使用。一九七八年，因建寺所需投資太多，一時籌集困難，大寶法王決

定改變計畫，另在紐約上州的伍德史多克（Woodstock）選中一座旅店，有三四

十間房子，土地十一英畝，店主因年老退休要出售，大寶法王認為買下這裏便可

以很快利用，沈家楨幫大寶法王買下這個地方，改建成西藏風格的寺廟，美輪美

奐，這座寺廟成了西藏佛教在美國東部的弘法重鎮。一九八一年，大寶法王罹患

胃癌，在香港住院治療，沈家楨和夫人專程前往探望。大寶法王不久轉到芝加哥



國際醫院治療，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沈家楨再次去芝加哥探望，得知大寶

法王需要輸血，便要求醫生抽他的血，醫生檢驗了他的血型，認為兩人的血型不

能相容。大寶法王聽說沈家楨的血不能用，面露失望之色，六十八歲的沈家楨心

裏也十分難過，為無法挽救大寶法王的生命而遺憾。十一月五日，大寶法王在醫

院圓寂，遺囑將自己的舍利子分作兩分，一半供在西藏的本廟，一半贈送給沈家

楨，這一半舍利子至今一直供奉在沈家楨家中的佛堂兼書房裏，從這件事可以看

出兩人的友誼是多麼深厚。 

周宣德居士是臺灣佛教界的重要人物，被尊為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之父，臺灣佛教

今日之鼎盛，佛學研究層次之高，周宣德推動的大專院校青年學佛運動功不可沒。

周宣德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化工系，曾任教北京燕大、廣東英華、江西工專、並

曾擔任教務長、校長等職。台灣光復之初，應邀來台擔任台糖公司月眉廠廠長，

後調總公司人事處副處長兼執行秘書、及任正工程師、顧問等職，他尊崇儒術，

精研佛學，弘揚佛法不遺餘力。一九六○年，他突破當時的戒嚴禁令，在台灣大

學首創佛學組織「晨曦學社」，這是臺灣第一個大學生研究佛學的社團，之後，

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像雨後春筍般湧現，竟然達到八十餘個，臺灣知識界許多人

崇信佛教就是從這個運動開始的，目前臺灣有很多高學歷著名的青壯年法師和居

士，當時就是由於參加這些社團接觸佛教，歐美各國的臺灣留學生裏面也有很多

人參加過這類社團，他們定居異國之後，成為那些國家佛教界的骨幹力量，對佛

教傳播全球作出貢獻。一九六一年，周宣德創辦《慧炬》雜誌，後又創辦慧炬出

版社，這兩個機構為弘揚佛教、培育佛學人才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周宣德弘法

過程中，沈家楨始終給予他財力方面的有力支援，幾十年不曾中斷，他曾長期擔

任慧炬出版社的常務董事，直到現在仍然擔任慧炬雜誌社的名譽董事長。沈家楨

幫助臺灣佛教發展，等到莊嚴寺大佛殿需要資金的時候，臺灣的佛教界就伸出了

援手，幫助美國佛教會解決財務問題，因果報應絲毫不差。美國佛教會的副會長

李祖鵠、董事賴金鳳、張鴻洋及莊震威、苟嘉陵都是周宣德培育出來的佛學人才，

他們都對美國佛教有大貢獻，等於周宣德對沈家楨的回饋。 

看待佛教弘法人才，沈家楨的眼界寬闊，他不計較對方是屬於哪個佛教宗派，也

不計較對方屬於哪個族裔，只要是弘揚佛法，他都盡力幫助。他希望能夠有更多

的機會幫助美國歐裔、非裔、西裔人士學佛，期望從他們中間湧現大批的法師和

居士，甚至出現方丈這樣的人才。美國佛教會資助的天主教徒漢斯．海倫巴克

（Haus Hallundbaek）是丹麥移民的第二代，他正在攻讀以美國佛教為主的博士

學位，和沈家楨交情最為融洽。 

（四）多功能的佛教寺廟 

沈家楨的建廟，概括來說，很注意把握三點：質量、數量、結構。 



質量：山林型園林佈局、一流建築家的設計、先進的建築材料和工藝、美國首屈

一指的巨型木結構建築、創造歐美記錄的大佛像、千年古觀音木雕像、配套齊全

的現代化服務設施，構成高質量的美國佛教會寺廟群。 

數量：大覺寺、觀音殿、大佛殿、和如紀念圖書館、齋堂、印光樓、太虛齋、退

而不休寮、鐘樓、鼓樓、報恩亭、淨月亭、淨成園、曲橋、千蓮台……美國佛教

會已經擁有了這些，計劃興建的還有很多：地藏菩薩殿、山門牌樓、國際學院建

築群、女眾寮房、接待休息大廳、大寮、殿前通橋、菩提道左右護法神獸等等。 

結構：美國佛教會現在已經有了兩座寺廟，大覺寺和莊嚴寺。一座在紐約市區，

一座在紐約上州，兩廟相距八十英里，互不隸屬，關係平等，但都歸美國佛教會

管轄，這種寺廟結構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平行寺廟結構」，比中國佛教傳統的「叢

林寺廟連續體結構」更符合美國國情，比較容易在美國發展壯大。叢林寺廟連續

體結構是佛教宗派以其代表性寺廟作為中心，師徒相承，不斷分衍，層層遞級，

上下相屬，最後形成寺廟連續體，其結構形式是祖庭││傳法主寺││傳法子寺││
傳法孫寺，即所謂的「子孫廟」，它的基本特徵就是以宗派為依托，兩個不同的

宗派很難形成寺廟連續體。而美國的平行寺廟結構是在民主原則下形成的，沒有

宗派之分，建廟只考慮在某一地區弘法之需要，而不考慮任何宗派因素。因此，

只要弘法方便，且經濟力量具備，不管是哪個宗派的佛教徒，都可以在其所在地

區建廟。從美國佛教會的發展趨勢來看，將來歐裔、非裔、西裔會員的數量達到

一定程度，必然會要求在各州興建新的寺廟。美國基督教的教堂有三十多萬座，

與其相比，美國佛教的寺廟數量還差得很遠很遠，理應成千上萬地興建，等到美

國佛教擁有幾萬個寺廟的時候，這種平行寺廟結構將會發揮關鍵性的平衡作用，

使得所有寺廟都能夠在民主體制下健康發展。 

（五）古今結合的傳播方式 

有了佛教組織機構和規章制度，有了佛經譯本，有了飽學的法師居士，有了功能

齊全的寺廟，弘法就方便多了。然而只有這些還不夠，還必須有很多具體的傳播

方式，才能把佛法弘揚開來。 

1.法會。 

這是古老的傳播方式，主要在寺廟裏舉辦，佛教信眾聚集在寺廟裏，舉行特定的

佛教儀式，聆聽高僧大德宣講教義和修持法門。法會的名稱內容很多，美國佛教

會每年固定舉辦的有釋迦牟尼佛聖誕浴佛法會、觀世音菩薩誕辰法會、觀世音菩

薩出家法會、觀世音菩薩成道法會、清明法會、盂蘭盆法會、春季祭祀安靈法會、

秋季祭祀安靈法會、地藏法會。非固定的法會有水懺法會、梁皇懺法會、禪七、

準提七、精進佛七、般若法會、消災法會、周日共修、英文佛學法會、摩訶止觀、

傳戒法會、密乘淨土法門千手千眼觀音消業閉關法會、西藏彌陀灌頂法會、地藏



法門占察善惡業報經行法法會、四臂觀音閉關法會、泰國動中禪修、日本臨濟宗

禪研習會。 

沈家楨對法會非常重視，所有的重要法會他都參加，幾十年來，參加過的法會足

有五六百次，每當舉辦隆重的法會，他都身披黑色縵衣（又叫海青，居士穿的佛

教服裝），以極其謙恭的態度，在佛像前跪拜頂禮，虔誠獻供，他的舉止感染不

少人。宗教有其獨特的儀式，表現宗教之莊嚴。所以在法會上持嚴肅的態度，不

僅是對宗教的尊敬，也對自己正心正念的修行有益處，是培育自我約束力的好方

法。美國佛教會舉辦過多次大型法會，其中兩次選在新罕布夏州的松壇天主教露

天教堂舉行的，每次都有上千美國各族裔人士參加，對佛教在美國的傳播作用相

當大。第三次、第四次大法會是大佛殿的奠基典禮和落成典禮，各有二千五百人

和七千人參加，影響空前。 

2.佛學講座。 

這也是古老的傳播方式，利用寺廟經常舉辦。沈家楨在大覺寺和莊嚴寺舉辦的佛

學講座次數很多，筆者收集了他的部分講座題目：「普賢行願品大綱」、「大手

印願文」、「輪回」、「業」、「佛菩薩及阿羅漢」、「空性」、「緣起」、「各

種教乘」、「各種法門」、「為什勸您念金剛經」、「心淨則國土淨」、「可以

身相見如來不」、「在家人如何修學佛法」、「從因果的觀點來研究忍辱」、「苦

空無我的三個修行階段」、「金剛經的研究」、「修福」、「緣」、「了凡四訓

中的佛法」、「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再談四相」、「逆緣增上」。 

法師和居士在大覺寺、莊嚴寺舉辦的講座也很多，敏智法師的「解深密經」、「東

土初祖菩提達摩」、「談生死問題」。顯明法師的「妙法蓮花經」、「小止觀」、

「法華妙慧」、「法華經中之勸持品及安樂品」、「天臺四教義」。聖嚴法師的

「心經」、「六祖壇經」、「擔柴運水皆是禪」。演培法師的「佛教的正確思想」、

「從聞法勝義談聞法應有的態度」、「維摩詰經方便品」。仁俊法師的「人之價

值與心之勢用，因之啟示與果之創進」、「長爪梵志請問經」、「愛與悲」、「佛

法最重視人類的三勝」、「學佛三要」、「倡導人通學菩薩」。明光法師的「佛

化生活」、「感恩與惜福」、「人間淨土」。星雲法師的「觀音法門」。幻生法

師的「業的力用│行為的價值」。趙真覺居士的「五明」、「金剛經」。楊管北

居士的「儒佛教理相契之種種」。李恒鉞居士的「維摩詰經」、「中觀簡介」、

「中觀的理論和修持」、「解脫與相似解脫」、「歸納各種宗教及佛教各宗派的

基本原理」。繼如法師的「隨信行，隨法行」、「從頭開始」、「宗教、哲學」。

洗塵法師的「為什麼我們要信佛」。曉雲法師的「淺談真如實相」。法通法師的

「因緣為世事之母」。淨心法師的「佛教的基本道理││苦集滅道戒定慧」。悟

幻法師的「知足與忍辱」。朱斐居士的「普賢菩薩的偉大││十願王」、「陰德」、

「色空不二淺釋」。陳健民居士的「淨土五經會通」。張澄基教授的「佛法與科



學漫談」、「觀音菩薩之時代發展」。蓋爾沙仁波切的「西藏佛法要義」。卡盧

仁波切的「觀音觀想法」。圓一法師的「學佛的次第」。深華法師的「妙慧童女

經大意」。賴世培博士的「大乘莊嚴寶王經」。普獻法師的「金剛經」。遊祥洲

教授的「如何契入空性」、「淨土與法身」、「一行三昧」、「世世常行菩薩道」。

薩巴仁波切的「空性與緣起」。陳綱居士的「我」、「你」。苟嘉陵居士的「原

始佛教的理與事」、「佛法與愛情」、「四念處」、「平常心是道」。張鴻洋居

士的「大乘佛法的基本教義」。莊震威居士的「施無威者」、「如何參與社會服

務」。超凡法師的「禪門三觀」。蔡寬靜居士的「生物學與佛學」。宏印法師的

「妙雲集導讀」、「佛法緣起觀」。夢參法師的「佛弟子如何堅定道心」。日常

法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綱要」。傳道法師的「觀音應現種種身度化眾生故事」。

林世敏居士的「快樂自在的學佛」。王守益博士的「佛法與科學」。大寂尼法師

的「阿含經與淨土思想」。昌願法師的「談談唯心」。哥倫比亞大學皮萊（Pillai）
教授的「佛學心理治療」。鮑勃．舍曼（Bob Thurman）教授的「維摩詰經」都

很有影響。三十五年來，在大覺寺和莊嚴寺舉辦過的大小講座有上千次。 

3.遊方弘法。 

單靠在美國佛教會的寺廟裏宣講佛法是不夠的，聽眾畢竟有限，於是法師居士們

經常到外地宣講佛法，還舉辦菩提巡迴弘法系列活動，聯合美國三十多個佛教團

體參與。沈家楨也在很多地方發表過佛學演講：紐約天主教會學校、新罕布夏州

松壇露天大教堂、德克薩斯州達拉斯佛學社、上海佛學院、上海玉佛寺、華盛頓

佛教會、紐約皇后區世界青年佛教會、新澤西州覺印佛學社、賓夕法尼亞州理海

大學佛學社、美國聖約翰大學、紐約華美協進社、臺北三福公司、花蓮慈濟功德

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臺北實踐堂、台北慧炬雜誌社、台中佛教蓮社、嘉義嘉

商中山堂、高雄佛光山研究院、高雄國軍英雄館、台南市立圖書館、臺北十方禪

林、洛杉磯市政廳、洛杉磯鑽石樓、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政廳、賓夕法尼亞州美

東家庭夏令營等處。 

4.訪問交流。 

莊嚴寺建成之後，聲名遠播，吸引很多佛教界人士來訪，雙方有緣交流，推動美

國佛教的發展。沈家楨接待過的來訪者有中國普陀山普濟寺方丈妙善法師、上海

龍華寺方丈明暘法師、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禪法師、北京居士林理事長楊德能居士、

香港法住學會主持人霍韜晦居士、北京《法音》雜誌主編淨慧法師、普城佛學社

訪問團、中美文化協會訪問團、臺灣佛光山宗長星雲法師及弟子慈莊法師、慈惠

法師、永莊法師、紐約市布朗市區天主教學校師生訪問團、賓州大學城佛學社訪

問團、于念慈居士、臺灣新竹圓度法師、紐約曼哈頓大學比較宗教學師生訪問團、

華盛頓佛教會訪問團、康奈爾大學佛學社訪問團、泰國華宗大尊長仁得法師、新

澤西州慈仁念佛會訪問團、紐約慈恩寺拜山團、紐約東初禪寺百人訪問團、紐約



《僑報》員工訪問團、俄羅斯聖彼德堡寺方丈沙瑪耶喇嘛（Tenzin Samayer）、

紐約《美東時報》社訪問團、普城瑪瑞斯特學院（Marist College）歷史系師生訪

問團、韓國佛教訪問團、羅徹斯特（Rochester）佛學社訪問團、臺灣靈鷲山方丈

心道法師、臺灣楊德勝居士、南加州佛友訪問團、臺灣慧炬雜誌社訪問團、中國

國家宗教事務局外事司郭偉副司長、中國宗教學會李平曄博士等等。 

5.出版發行。 

美國佛教會的重要出版物有三類：第一類是英文簡報，每兩個月出版一期，報導

英文弘法活動和學佛心得，此刊由歐裔佛學家參與編發，美國佛教會負擔印刷費，

讀者都是歐裔人士。第二類是英文和中文的佛經及佛學論著，由美國佛教會集資

出版，免費贈送讀者，此事由美國佛教會副會長李祖鵠居士主持，三十多年以來

已向社會贈送佛書一百幾十萬冊。第三類是中文雜誌，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佛教

會的會刊《美佛慧訊》，主編王沈醒園居士、傅麗卿居士，這兩位都是女中豪傑，

學問好、手筆精、編法老練。這本刊物已經辦了十二年，凡是美國佛教會的大事，

在這本雜誌上都有報導，圖文並茂，讀者多，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佛教雜誌之一。 

沈家楨的佛學著作出版不少。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和顯明法師應紐約僑聲廣播電

臺邀請，每周日下午二時在電臺的「菩提心節目」中弘法，顯明法師主講《佛教

大乘八宗概要》，沈家楨主講《金剛經的研究》。每次講十五分鐘，總共講了二

十五次，講詞經莊博慧居士、傅麗卿居士、王沈醒園居士根據錄音整理，集結成

一部三百八十二頁的書《金剛經的研究》，由臺灣慧炬出版社印行，發行數量已

經超過十萬冊。他的中英文佛學著作還有十二部：《沈家楨居士演講集》、《福

慧莊嚴》（與顯明法師合著）、《五月花》、《佛學鳥瞰》、《普賢菩薩十大行

願的提要》、《觀世音菩薩的修行方法及證悟過程》、《學佛緣由》、《緣起性

空與人生》、《五眼》、《佛學一瞥》、《佛教給我們的啟示》、《佛法與內觀

禪》，皆由臺灣慧炬出版社發行。 

6.縮微膠片。 

在七、八十年代，縮微膠片是翻印保存圖書資料的高新技術，也是一種傳播佛法

的好方法。沈家楨購買當時最先進的縮微設備，在世界宗教院設立縮微資料部，

每年向各國研究者供應十幾萬片縮微膠片，絕大部分是佛教的珍貴版本，縮微技

術能夠把原著拍攝製作在膠片上，用放大鏡就可以方便閱讀，這一點是其他技術

不能替代的，所以直到電腦發達的今天，仍然有人購買這種膠片。 

7.電腦光碟。 

電腦網路在九十年代蓬勃發展起來，很多家庭的電腦上了國際網路，坐在家裏就

可以瞭解天下事，很方便與世界各地聯絡，電腦網路使得傳統的傳播方式相形見



絀，沈家楨及時注意到這種趨勢。一九九四年四月，他聽說美國歐裔喇嘛麥克爾．

羅奇（Michael Roach）製成藏文佛典光碟，便邀請他到家裏做客，羅奇來了，從

皮包裏取出一片閃亮的光碟插進他的手提式電腦裏，螢幕上出現藏文經典，這張

直徑只有四點五英寸（十一點四三釐米），厚度一毫米，重量半英兩（十四點一

八克）的光碟，只用六分之一面積，居然儲存進去二萬五千頁的西藏佛教經典。

羅奇對沈家楨詳述他如何以七年的時間，在南印度的幾所西藏喇嘛廟中，訓練出

幾十位年輕的西藏喇嘛使用電腦，還得到美國帕克基金會（Pack-ard Foundation）
的支援，聘用技術專家設計若干軟體，使西藏文得以輸入電腦製成光碟。羅奇認

為世界宗教研究院和如紀念圖書館收藏很多罕見的西藏文佛典，可利用電腦技術

將全部藏文佛典存入光碟。他的提議得到沈家楨的支持，是年五月，世界宗教研

究院聘請羅奇為研究員，請他主持製作藏文佛典光碟。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六日，沈家楨在汪隆、王果賢家裏談到建立一個電腦佛典資訊

庫的計劃，兩人當即表示願意出資贊助。一九九八年，沈家楨告訴筆者：「此為

佛教電腦資訊庫之開始，汪隆、王果賢功德極大。」但是汪隆和王果賢都不願意

張揚自己的善舉，故而多少年來沒有人知道他們是美國佛教會電腦資訊庫的推動

者。九四年七月，洛杉磯大覺蓮社的沈乃宣居士、賓夕法尼亞州的張建雄居士、

對電腦軟體很有造詣的張景全居士（以上三位都是美國佛教會董事）、臺灣的佛

學家朱斐居士、鄭振煌教授、于淩波居士在莊嚴寺聚會，談話中都認為應當盡快

推動製作電腦佛典光碟，因而與沈家楨共同發起成立美國佛教會電腦資訊庫功德

會。九月，美國佛教會會長敏智法師召開董事會討論此案，全體通過，美國佛教

會電腦資訊庫功德會正式成立，會長沈家楨，這一年，他八十一歲，又承擔起一

份繁重的工作。 

電腦資訊庫功德會的目的是為使佛法永住，廣為流傳。總庫設在世界宗教研究院

和如紀念圖書館，在世界各地隨緣設立分庫，最初的分庫有三個：第一分庫，負

責人是洛杉磯大覺蓮社的沈乃宣；第二分庫，負責人是賓州理海佛學社的張建雄；

第三分庫，負責人是臺灣慧炬雜誌社的鄭振煌。該組織採會員制，凡出錢出力贊

助者，不分年齡、性別、國族、信仰，都可以成為會員，會員可以享受免費獲得

光碟的待遇。九四年十月，電腦資訊庫功德會的代表沈乃宣、張景全、陳君珩訪

問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謝清俊教授、佛光山的慈惠法師、謝玲玲居士、大願基金

會的楊國屏教授積極贊助合作，促成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一九九五年五月，分庫

又增加四個：第四分庫，負責人是新澤西州慈仁學社的楊又清；第五分庫，負責

人是紐約州的梅志國；第六分庫，負責人是三藩市的張維英；第七分庫，負責人

是阿拉巴馬州亨城佛學社的曾繁聰。一九九九年，分庫數量增加到十個，八個在

美國，兩個在臺灣，會員人數達到五百四十名。（未完待續）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