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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專佛學社團之父────────周宣德 

 

 

釋 光 持 ∗ 

 

摘要： 

四、五十年代的台灣佛教，與初期大專青年學佛的推展，有著密切

的關係。現今台灣佛教第三代領導人，大部分都出自於當時的大專佛學

社團。而首位真知灼見、推動開啟成立大専佛學社團的創始者，是周宣

德居士。他為接引青年，不僅首創空中弘法，也將自己的六十壽辰賀禮

匯集印贈佛書，轉贈大專院校學生閱讀。同時設置各項「獎學金」，吸

引一批大專生投入研究佛學，進而推動全台第一個佛學社團——「台大

晨曦學社」的成立。接著輔導其他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創辦針對大

專生的一本月刊《慧炬月刊》、舉辦「慧炬粥會」增進「佛學社團」的

凝聚力與交流的平臺等等。周宣德居士積極的推動接引大專生研究佛學，

也逐漸提高台灣佛教的知識水準，對台灣佛教的發展有廣泛貢獻與影響，

故被稱為「大專佛學社團之父」。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促使周宣德居士推動「佛教青年化」的背

景和源由。探討他採取哪些做法，竟能讓大專青年對佛教，從過往的悲

觀、落伍、迷信、無知的刻板印象，轉為積極、先進、睿智的良好形象，

                                                 
∗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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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入正法的實踐與弘傳行列。他培養了許多優秀青年投入僧伽或護法

居士的行列，為佛教帶來一股新的生機與力量。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周宣德、佛教青年化、佛學社團、台大晨曦學社、慧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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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Xuan-de -- Father for the Promotion of 

Buddhist Socie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ih, Kuang-chi ∗ 
 
 
 

ABSTRACT：：：： 

In the 1950s to the 1960s, Buddhism in Taiwan wa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efforts encouraging college youths to study Buddhism. The third 

generation leaders of Buddhism in Taiwan at present mostly come from 

Buddhism societies and clubs organized in colleges at that time. Zhou 

Xuan-de was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these college Buddhist societies and 

clubs. To attract youths, Zhou first used the radio to spread the messages and 

teachings of Buddhism. He used monetary gifts received on his 60th 

birthday to print books on Buddhism and gave them to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for further study and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 Zhou 

established various scholarships which attracted the first batch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to study the religion. This act then propelled the 

formation of NTU Sunrise, Taiwan’s first Buddhist association. Zhou then 

provided counseling to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Buddhist societies and clubs, and created a monthly publication titled Huiju 

Yuekan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as well as Huiju Zhouhui (Torch of 

Wisdom porridge meeting)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cohesiveness and 

exchange of Buddhist societies. Zhou’s active encouragements exposed 

man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helped to 

improve knowledge levels of Buddhism, and resulted in wide ranging 

impac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igion in Taiwan. Many people therefore 

gave him the title of Father of Buddhist Socie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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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 

for Zhou Xuan-de to encourage youth participation in Buddhism. The study 

then reviewed Zhou’s actions that transformed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Buddhism as a pessimistic, backward, superstitious and ignorant belief 

system into an active and advanced study that promoted wisdom, and the 

measures that Zhou had adopted to convinced many youths to start 

practicing Buddhism and spread its teachings. Zhou helped to see many 

youths of excellent standing joining Buddhism as its ordained monastics (the 

Sangha) or lay Buddhists, which reinvigorated the religion and gave it new 

life.   

 

 

Keywords: Zhou Xuan-de, promotion of Buddhism amongst youths, 

Buddhist societies, NTU Sunrise, Torch of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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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45 年戰後的台灣佛教，非常重視培育人才。而培育的對象有二：

（一）戰後初期僧侶的教育，（二）大專青年學佛。談起大專青年學佛，

就不得不提起發起推動大專佛學社團之父——周宣德。 

印順導師曾在《平凡一生》言：「周宣德對現代佛教的年青化，是

有貢獻的！五十年代，成立慧炬社，發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專院校內，

成立佛學社團，共六十多所，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1這一些大

專青年學佛後，在台灣佛教界佔非常重要的影響力，為佛教帶來一股新

的生機與力量。如現今台灣佛教第三代領導人，大部分都出自於大專佛

學社團的有：逢甲「普覺社」的慧律法師、中興「智海佛學社」的果清

法師、北醫「慧海社」的惠敏法師、台大「晨曦學社」的果暉法師、東

海大學「覺音社」的大航法師等。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促使周宣德推動「佛教青年化」的背景和

源由。其是抱持著何種信念和動力，讓他願意在戒嚴時期的各個大專院

校推廣成立佛學社團。他採取那些途徑和做法，讓許多大專青年對佛教

的刻板印象，從過往的悲觀、落伍、迷信、無知的刻板印象，轉為積極、

先進、睿智的良好形象。在推動學佛的過程中，有面臨到那些問題和困

境，以及如何思考和解決。而後續在周宣德往生前，全國大專佛學社團

結構的開展，在大専院校所占的比例有多少，做為本文的研究成果。 

二、周宣德生平與入佛門因緣（1899～1952） 

（一）出生、教界服務二十年 

                                                 
1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5 年 6 月），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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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德，號子慎，1899 年 9 月 18 日生於江西省南昌市，在家中排行

第九。自幼入私塾，繼入南昌高小之後，又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學就讀。2
 

1922 年，周宣德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化工系，旋即在大學任教，在教育

界服務超過二十年，經常與年輕學子接觸，中間也曾在軍旅服務過六年。

也因其學經歷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特別瞭解年輕人的想法，對其日後

推動大專青年學佛運動，開始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大陸期間，受親人影響而學佛 

1946 年，周宣德 47 歲以化工技術人員身份，受到政府派遣到台灣

擔任台中月眉糖廠廠長、糖業公司工程師等職，之後又勝任為人事室主

任。 

 

 

 

 

 

 

 

星雲法師在《百年佛緣——「我與青年的因緣」》提到，周宣德尚

未來台前，最初的信仰是基督宗教，後因與台灣佛教界第一位傑出的優

婆夷——楊秀鶴女士辯論數次後，終於改信仰佛教。3 而聖嚴法師也多

                                                 
2
 周宣德，〈佛緣故事索憶〉，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七日在「現代青年佛學講座」

中講話，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台北：中華學術院佛學

研究所、中華大典編印會、台北慧炬出版社，1986 年 9 月），頁 178。 

 

【圖 1】：劉勝欽（右）與

周宣德居士（中）、吳修齊

居士（左）之合照（六十

一年於台南紡織公司董事

長辦公室）。圖片出處：慧

炬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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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到周宣德是由虔誠的基督徒而改宗入佛教之事。3
 

周宣德……他是由虔誠的基督徒而改宗佛教的，所以頗有基督徒

的辦事熱忱，奔走接洽，宣傳演講，利用公餘，將全部的精力乃

至物力，奉獻給這項佛教的獎學事業，……他之進入三寶，也是

由於台灣高僧智光和尚的接引……。4
 

另，聖嚴法師在〈台灣佛學研究的紮根者——聖嚴長老談周宣德居

士〉也提到： 

……在我的印象中，周居士是非常熱心的一位菩薩。有一次我對

我的師父說：「周居士這麼熱心，在居士之中，很少有這樣的人，

可以說僅僅只有他一個。」 

師父卻回答我：「你不知道嗎？基督徒都是這樣熱心傳教的。」 

我很驚訝地說：「周居士不是佛教徒嗎？」 

師父說：「他曾經是基督徒，但現在是佛教徒，而且是一個虔誠

的三寶弟子。」因此，我注意到周居士在跟我們互動的時候，不

會稱自己是弟子，而是自稱「僕人」……而「僕人」這個名稱，

實際上是基督徒對上帝的自稱。5
 

對於周宣德尚未來台灣前，被認為是基督宗教徒，筆者為進一步確

                                                 
3
 星雲，〈周宣德居士 普設大學佛學社〉，摘自《百年佛緣》48，http://www.merit- 

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32960，2016.1.21 查索。 

4
 聖嚴，〈今日的台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收於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

叢刊》87 期（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0 年 10 月），頁 169。 

5
 聖嚴，〈台灣佛學研究的紮根者——聖嚴長老談周宣德居士〉，收於陳肇璧總

編輯，《台灣佛學研究的紮根者——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台北：慧炬出

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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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此事，特別拜訪親近周宣德四十餘年的慧炬雜誌社執行長周寶珠，周

寶珠的回應： 

應該是說，周夫人是基督宗教徒。周宣德本身一直都是佛教家庭。

反到是周師母她因為在南開大學是基督宗教大學關係，所以，那

時候她是基督宗教徒，後來因為周宣德的關係，她也就改變信仰，

全心扶持周宣德這樣。在周宣德的紀念集，也有一些明確的交待。

也許看這個你會比較準確一點。6
 

筆者翻閱〈南昌周子慎居士年譜〉有提到周師母是基督徒，而後隨

夫周宣德信仰佛教之事。 

周師母……曾就讀金陵大學二年、南開大學三年畢業。先後膺任

杭州及煙台基督宗教女青年會總幹事。遷台後，任職於美國駐華

開發分署十餘年。原信仰基督宗教，嗣以學養精進，且受周老居

士薰陶，遂皈依學佛，精持念佛法門……。一生默默協助周宣德

開創國內外大專青年學佛，弘揚正法……。7
 

 

  

 

 

                                                 
6
 周寶珠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慧炬雜誌社，日期：2016.1.4。 

7
 陳肇壁總編輯，〈南昌周子慎居士年譜〉，《台灣佛學研究的紮根者——慧炬創

辦人周宣德居士》，頁 87。 

【圖 2】：周宣德居士

與夫人於八秩大壽時

留影。圖片出處：慧炬

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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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釐清，在美國養病的周宣德，年已八十八歲，曾寫過一篇〈佛

緣故事索憶〉，將其生平與佛有緣的事蹟，與全國北、中、南部各大專

佛學社幹部共同分享，希望能引發大家對佛法的一些興趣。而其內文有

提到「家中設有佛龕，供奉西方三聖像」此事，同時，內文有十二事標

題，都是其在大陸期間所遇與佛有緣的例子： 

出生時有瑞兆……、命乳名受寵愛……、父失財不生心……、庭

訓勸修福慧……、身溺波臣搭救……、圓垢上人指點……、成都

欣聞佛法……、長親念佛生西……、車禍重傷脫險……、親近慈

航獲益……、影印寶典藏美……、樂助芳鄰生西……。8
 

以上十二事，都表明了周宣德學佛的因緣，與其家庭環境有著一定

的關係，他的父親是位儒、佛兼弘的長者，家中設有佛堂。如以下文中

說明親人的播種與啟發，讓周宣德奠下學佛的基礎，而決心學佛的實例。 

外婆許氏嚴持齋戒，虔誠念佛。……常住南昌我家，對我鍾愛異

常。幼時，夜裹帶我同床而眠，移乾就濕，白天數我念佛禮拜，

菩提種子早植心田。9
 

他（周海德）曾就佛教大乘八宗的要旨，向我多次講解。但我前

半生都是屬於化學的範疇，只知事物的變化皆具有循環性的軌

則，……然後他就趁這個機宜，說明宇宙成、住、壞、空的的道

理，……漸漸又說到人的變異是在生、老、病、死中輪迴而很難

解脫的。……佛陀訓導弟子們要自我修正宿世的業報，……以聞、

思、修三慧，證得永恆不變的「大般涅槃」。……約四十年前先

                                                 
8
 周宣德，〈佛緣故事索憶〉，頁 178-188。 

9
 周宣德，〈佛緣故事索憶〉，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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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給我這些啟示，使我將近中年後期決心學佛前，就已奠下了基

礎。……我問他要怎樣進一步修行的課題，他給了我「阿彌陀經

要解」和「心經講記」各一本……。10
 

從引文可知，讓周宣德心中種下的菩提種子是其外婆許氏，而真正

讓周宣德決定一心學佛，是受五哥周海德的影響。其兄周海德可說是讓

他正式踏入了佛門的啟蒙老師，在他尚未學佛前，送了周宣德《阿彌陀

經要解》及《心經講記》二書，要他仔細研讀，做為進一步修行的課題，

以奠定了良好的佛學基礎。於後，1932 年，太虛大師在廬山居士林宣講

《金剛經》時，周宣德也曾參與旁聽。 

至於，為何東初老人、星雲法師、聖嚴法師都一致如此說明，周宣

德皈依前是基督宗教徒此事，筆者推測，有可能是周師母是基督宗教的

關係，而周宣德曾有一度在基督宗教。而大家自然會把周宣德認為是基

督宗教改信佛教。由於筆者時間有限，只能蒐集現有的文獻呈述，無法

有足夠的時間一一說明，只能把核心重點放在周宣德如何接引大專青年

學佛的領域。 

（三）初來台親近善士獲益 

1946 年，周宣德初到台灣，三年後的秋天，因「聽經因緣」而第一

位親近的在家善知識是，剛從山東來台的李炳南，於台中法華寺講解《般

若心經》，周宣德一聽他老人家講經的時候，非常歡喜，就這個因緣，

凡是李炳南講經的話，他都來參加。之後，經常拜讀李炳南所主持《菩

提樹月刊》之社評及佛學問答。對佛教信仰有更堅定不移，之後也因此

機緣，與臺中佛教人士周邦道、朱斐、董正之等人結下法緣，這些人日

後成為周宣德推廣大專青年佛學運動的助緣。 

                                                 
10

 周宣德，〈佛緣故事索憶〉，頁 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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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周宣德在台灣親近第一位出家善知識，是以專念阿彌陀佛

而具足多種神通的廣欽老和尚。周宣德他最初來台落腳，是在台北萬華

昆明街臺糖宿舍。由於時常到附近的法華寺禮佛，與寺裹的齋姑認識。

也因有鬼魂幹擾寺眾關係，路上遇到廣欽老和尚，為「保寺安寧」，禮

請廣欽老和尚於台北萬華法華寺超度鬼魂之事，在周宣德的回憶： 

我在親近他的初期，總覺得他沒有多研佛典怎能有此神通？屢次

請教他修行的方法。他總是回答說：「你只要淨念佛號，久後達

到一心不亂，自然會有感應。」11
  

周宣德與廣欽老和尚就結下一段法緣。一直到 1951 年元旦，周宣

德五十三歲，在北投皈依於智光老和尚之座下，才正式成為一名佛弟子，

親證了大學暑假期間，因暫住六哥周浴德的家，受到「圓垢上人指點」：

「中年會信仰佛教，會有很好的弘法機緣。」在周宣德的回憶： 

大二的暑假，我首次宋由北平返家和六哥浴德同住鄉下，自修功

                                                 
11

 周宣德，〈佛緣故事索憶〉，頁 290。 

 

【圖 3】：38 年 6

月 21 日講《般若

心經》圓滿合照，

前排正中是雪廬

老人，左二即慎公

周老師。圖片出

處：台中蓮社。 



 
    法印學報 第七期 2016/10 158 

課。其中有一位日食一餐，年過九十，祇重修行，平常不說話的

上人，法號圓垢，道行超人而不易展露。有一天，他和我們共餐，

忽以手摩我頂門，開口說道：「你中年後當有很好的弘法機

緣……。」我當時並不懂「弘法」二字是什麼意思，緊記著兩個

字，……我下半生若不學佛，這個故事恐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但是證諸我後半生的行事，這話給我的鼓勵都與日俱新……。 

 

 

 

 

 

 

周宣德皈依智光老和尚之後，並受他的鼓勵與支持，自誓嚴持五戒，

兼修梵行，加入弘揚佛法的行列，成為接引知識青年學佛的播種者。 

1955 年的某週日，他到汐止靜修院，去聽慈航老法師講金剛經而獲

益，其間，先後在印順導師、敏智長老二位得戒和尚座下，受了菩薩戒

各一次，使周宣德的佛緣更深初。為報答師長的慈恩，周宣德本著「接

引青年、佛化大眾」兩大目標，而發願努力推動了 38 年，直到 91 歲往

生為止。 

這 38 年來做出巨大的貢獻。無論在人力素質上的提升，以及護持

大專青年學佛的群眾逐漸擴大，贏得佛教界一致的讚歎，並活躍於佛教

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難怪星雲法師說：「台灣佛教比較有廣泛貢獻

 

【圖 4】：土城承天寺拜

見廣欽老和尚（站立者

由右至左依序為莊南

田居士、周居士夫人胡

安素女士、周宣德居

士、李榮輝居士）。圖

片出處：慧炬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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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影響力的，應該要算周宣德了。」12現今台灣的大專青年學佛活動，

要找一個像他這般熱忱、發心的人，實在不易。至於，周宣德做出何貢

獻呢？  

 

 

 

 

 

 

三、推動佛教青年化（1952～1989） 

戰後的台灣從1949～1987年實施戒嚴，長達將近40年的戒嚴體制，

對台灣佛教的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不獨宗教界必須配合政府戒嚴統

治，連一向崇尚學術自由的大專校園也對宗教活動諸多限制。「佛教青

年化」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篳路藍鏤的展開。筆者以 SWOT 分析，

周宣德推動「佛教青年化」當時的背景，見【表 1】如下： 

  

                                                 
12

 同註 3。 

【圖 5】：周宣德居士

（右）在印順導師座下

受菩薩戒後留影。圖片

出處：慧炬雜誌社。 



 
    法印學報 第七期 2016/10 160 

【表 1】周宣德推動「佛教青年化」背景 SWOT分析 

優勢優勢優勢優勢（（（（S）））） 劣勢劣勢劣勢劣勢（（（（W）））） 

1.從事教育20餘年，瞭解青年學子

想法。 

2.與教育單位、黨政、商界關係良好。 

1.以個人之力推動，財源不足。 

2.不全然寺院道場都認同及願意支

持。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O）））） 威脅威脅威脅威脅（（（（T）））） 

1. 結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

行 

2. 相對，無「類佛教」競爭。 

3. 精深的佛學義理，有益世道人心

的學問。 

4. 戰後的台灣佛教重視「培育青年

人才」。 

5. 後續佛教界諸大德支持與贊助。 

1.戒嚴期，思想管制，校園禁止傳

教。 

2.受到民間信仰、基督宗教等競爭

衝突。 

3.社會普遍神佛不分，知識分子排

拒。 

4.僧侶無知無識，以經懺自活。 

（筆者製表） 

以當時的背景，社會大眾受到西風東漸、科技發達的影響，連帶覺

得不論在社會經濟或是宗教文化上，西方都比東方來得先進優秀。如：

戰後有不少修會的會士進入台灣傳教，引進海外資源創辦學校與醫院，

對台灣有相當大的貢獻。對比當時僧侶的經懺化、迷信化、神鬼化等普

遍現象，台灣佛教不但被視為無知、落伍，甚至被知識份子所排斥。 

自 1949 年「中國佛教會」總部遷台後，領導著當時的台灣佛教，

從內部開始反省和改革，旨在提高僧侶素質，並配合政府破除迷信，推

動「神佛分離」，以確立佛教在台灣的主流地位。但在大專校園內，則

首推周宣德最早洞見接引知識青年學佛的影響力，積極推動佛學進入大

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來推廣佛法。這在當時外有戒嚴封閉、內無經濟

奧援的情況下，實是非常艱辛。他在 1952 年環島參訪各佛教團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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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通達教理、篤行佛道者寥寥無幾。若不從接引青年及佛化大眾著手，

恐致社會風氣日衰，固有文化無法復興。13
 

至於，他為何選擇大專青年？筆者認為和他長期受到從事教育工作

的背景與經驗有關。1978 年 4 月台大晨曦社張鴻洋（第 24 屆副社長）

曾詢問周宣德，基於什麼動機來提倡大專生學習佛法？ 

我提倡大專同學學佛的動機，是因為：1.大專青年是國家未來的

棟樑，……為建立青年正確的人生觀，除了學校課程所獲得的專

門知識與技術外，更應看重高尚人格的陶鑄，充實德慧的修養，

而佛法恰能達成此項要求。2.……一般學佛的道場，女多於男，

老多於少，有正知正見，了解佛法的不多，對佛法有行持的人更

少。尤其日據時代的神佛不分，……使佛教變成了迷信與消

極。……，台灣光復迄今卅多年，老年一輩，還多以先入為主，

積重難返，這實在是應該積極地去糾正的一件大事。3.政府遷臺

後，……一般社會腐化惡習尚未盡除。故知識青年必須知先覺的

立場來提倡真正的佛教，以使社會安寧市民心向善。……因此，

本人認為，非特別倡導大專學生學習佛法不可。14
 

茲說明周宣德提倡大專生學佛的動機，因而本著「接引青年、佛化

大眾」兩大目標，發願推動「佛教青年化」，所採取方法，如見【表 2】。 

 

  

                                                 
13

 陳肇壁總編輯，《台灣佛學研究的紮根者——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頁 55。 

14
 周宣德，〈答台大晨曦社張鴻洋同學問〉，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

訂本）》，頁 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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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周宣德接引大專青年「研究佛學」的方法 

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 採取的方法採取的方法採取的方法採取的方法 

1.建立青年「正確的人生觀」，以佛

法陶鑄高尚的人格，充實德慧全。 

1.首創空中弘法。 

2.「贈閱佛書」，徵求讀後心得，

贈稿酬暨刊登與出版成書。 

2.台灣佛教環境女多於男、老多於

少、神佛不分、迷信與消極，需

積極糾正。 

3.設置各項「獎學金」，吸引大專

學生投入研究佛學。 

3.青年以「先知先覺」的立場，來

提倡真正的佛教，以使社會安

寧、國泰民安、淨化人心。 

4.輔導與推動大專佛學社團成立。 

5.創辦《慧炬月刊》(針對大專生

的一本月刊) 

6.舉辦「慧炬粥會」增進「佛學社

團」的凝聚力與交流的平台。 

（一）首創「空中弘法」 

周宣德眼見社會大眾對佛法缺少正知正見，於是想要透過電台廣播

傳播佛法。1952 年在智光老和尚及南亭法師等長老之資助下，於台北民

本電台首創空中弘法，播出「佛教之聲」。在〈悼南亭和尚〉文中也有

提此事： 

翌年，上人（南亭和尚）初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兼國際、

文教兩委員會主任委員。余則當選為理事，兼兩委員會副主委，

蒙和尚知遇，授權策畫一切工作：首先假民本電台闢「佛教之聲」

節目，此乃佛教空中弘法之始也。15 

同年 2 月，周宣德利用中國佛教會廣播組長的身份，邀請佛教緇素

                                                 
15

 周宣德，〈悼南亭和尚〉，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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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針對大專優秀學生的廣播稿，將佛教要義及基本名相用淺顯之口語

詳細敘述，透過廣播電臺的橋樑推動空中弘法，反應良好。但可惜因為

無法過濾收聽者身份與階級，未能引導普遍化的影響力。16
 

（二）贈佛書徵求心得刊登雜誌 

1958 年 7 月周宣德的六十壽辰，將親朋好友的賀禮匯集拿來印經，

同一年 12 月將已印贈大量的經《佛說八大人覺經略註》，透過佛教雜誌

社轉贈給大專青年閱讀，並徵求心得。這啟事普遍引起了各大專學生對

佛書的研讀興趣，並且紛紛地發表研讀心得。17在周宣德的回顧文有記

載： 

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年）七月，本人以各方友好與大德致贈的六

十生日壽儀，恭印廖德珍與孫木訥合註的《八大人覺經》，同時

選錄梁任公的《佛教之特色與價值》等合印一千冊，送請《人生》、

《菩提樹》雜誌等代為廣告，普贈大專青年，並徵求心得報告，

不久即有同學數十人撰文送來，由我轉呈先師智光上人核閱，辱

蒙讚賞，並出資精印千冊，命名為《大專學生研讀佛學心得報告》

（即論文第一集），於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存續贈各院校結

緣。18
 

                                                 
16

 盧又榕、周寶珠，〈慧炬雜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6 期（2013 年 6 月），頁 33。 

17
 李世偉、王見川，〈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初期發展（1958-1971）〉，收於范純

武、李世偉、王見川，《台灣佛教的探索》（台北：博揚文化，2005 年），頁

225。 

18
 周宣德，〈慧炬與大專青年學佛活動——「慧炬」二十四年來的回顧〉，收於

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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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德印經贈閱，有別於一般傳統，所印的佛經都經篩選過。內容

主要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詮釋「佛教」與「佛學」的差異，用以傳達

佛教知識的新觀念。 

周宣德所要印經贈送的佛書，是以廖德珍與孫木訥合註的《八大人

覺經》為主，同時附上梁啟超的《佛教之特色與價值》及尤智表的《佛

教特色及其價值》這兩本冊子免費贈送給大專學生。而曾受惠的大專生

有台大、師大等校。而師大簡茂發，19曾在慧炬雜誌發表一篇〈追思懷

念周宣德師宣德成人之美的志業〉之文：  

四十八年前，當茂發就讀師大教育系二年級時，受贈廖德珍與孫

木訥兩居士註解的《佛說八大人覺經》及梁任公所撰 《佛教之

特色與價值》書冊一本，研讀後獲得很多啟示，承蒙周宣德的教

導和指引，進入大專學生學佛的行列，追隨周宣德師三十年，孺

慕之情歷久彌深。20
 

周宣德所篩選要印經贈送的佛書，內容主要都是以現代知識分子理

解的角度，詮釋佛教與佛學是不一致，以傳達佛教知識的新觀念。除此

以外，周宣德頗會善用當時佛教的傳播媒體，如 1958 年 12 月 10 日並

在《人生》第 10 卷，第 11、12 期合刊與《菩提樹》、《台灣佛教》等佛

教刊物刊登送書訊息。怎知反應熱烈，索取佛書者眾多。據知送書訊息

內容是有資格限定，即正就讀中或肄業的各大學與專科生，每人只限索

一本，所以從訊息可知，索取佛書者都是大專學生。 

為了鼓勵大專學生學佛，周宣德還自己刊登啟事提撥稿酬，以鼓勵

                                                 
19

 台灣師大第十任校長，2015 年 10 月 4 日辭世，享壽 75 歲。 

20
 簡茂發，〈憶往事——追思懷念周老師宣德成人之美的志業〉，《慧炬雜誌》第

529/530 期合刊（2008 年 7 月 15 日），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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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撰寫研讀心得。在很短時間就收到了十餘篇讀經心得。21在智光老

和尚的鼓勵下，周宣德篩選優秀的作品刊登《菩提樹》，入選者每人可獲

贈該刊一年、一百元獎金，以及中國佛教會贈送的「藝林之光」錦旗。22

後續，首批心得彙集成書共四輯，名為《大專學生研讀佛學心得報告》

（後改為《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以資觀摩。並在隔年佛誕日出版，

再贈送各大專院校師生閱讀。以下圖片是民國 51 年暨 69 年所刊印之《大

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接著《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後續陸續的出版，評閱員除了智光老

和尚以外，尚有請南亭長老、星雲法師、許君武教授、傅益永居士等大

德審核論文。 

                                                 
21

 《人生》第 10 卷，第 11、12 期合刊（1958 年 12 月 10 日），頁 4。 

22
 《菩提樹》75 期（1959 年 2 月 8 日），頁 48。 

 

【圖 6】：民國 51 年 7 月刊印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圖片出處：慧炬雜誌社。 

【圖 7】：民國 69 年 3 月刊印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圖片出處：慧炬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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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各項獎學金吸引大專生研究佛學 

推動大專青年的學佛運動的計劃，周宣德已達到了第一階段：贈閱

佛書、撰寫心得、獲獎刊登。在重賞和成名的雙重激勵下，大專院校的

學生反應熱烈，興起一股「研究佛學、親近佛教」的小熱潮，加之佛教

界的肯定，促使周宣德思考如何更進一步鼓勵大專學生研究佛法。如同

成一法師言： 

能把佛教介紹給大專校院學生，是一個偉大的理想，目前有了初

步的嘗試，並且得到了相當成功。這份成就有賴於周子慎居士（本

名叫周宣德）。23
 

從整體來看，初期推動大專青年佛化美麗的種子已經萌芽茁壯。此

時，更需持續灌溉方能開花結果。但是，以周宣德當時在台糖總工程師

                                                 
23

 釋成一，〈從大專學生熱烈研讀佛書說起〉，《今日佛教》第 2 卷第 12 期（1959

年），頁 23。 

【圖 8】：（左起）許君武教授、星雲法師、南亭長老、周宣德

居士、傅益永居士等大德審核論文。圖片出處：慧炬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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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薄薪水，是無法靠個人來繼續維持運作。但如果全國的各個佛教團

體願意每年支持數百元，即可達到全面推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到此時，

方有倡議獎學金之議。在周宣德《創議設置大專學生研究佛學獎學金》

一文有提到： 

自各佛刊贈閱佛書給予大專學生研讀，不到三個月，他們便發表

了十幾篇精彩動人的心得報告；再自這心得報告專輯印行，迄今

三閱月中，我們己舉行了個別講話，集體座談，專題講演，參禮

名剎……一連串的活動，顯示青年佛化美麗的遠景，已經萌芽，

茁壯，開花。此刻所急需的卻只是繼灌溉……。 

……我們佛教團體……假設每單位選擇三至五人給予獎金，則受

獎者可能有百數十人，又如每人給獎金八百至一千元，則共需十

餘萬元，以目前佛教合法團體千餘單位分擔，平均付出年捐不過

百數十元……。 

……（大專青年）對於「中道思想」的契入，大乘佛法」的運用，

就會順理成章的自內心，引起正信、實踐，不久可能成為「法門

龍象」呢！所以說這是發展佛教最經濟、最有效的重點主義。24
 

從以上的引文顯示，佛教青年化的遠景離不遠。可以看得出，周宣

德推廣大專青年學佛的前行鋪層功課已具足，接著急需的是繼續有佛教

團體給於支援與分擔。次年 1959 年，終於在中國佛教國際委員會委員

丘漢平的建議下成立「中國佛教國際文教獎學金」，由周宣德負責積極

推行與主持。 

                                                 
24

 周宣德，〈創議設置大專學生研究佛學獎學金〉，《人生》第 11 卷第 6 期（1959

年 6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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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成一法師口述，未成立獎學金前，周宣德當初是先找東初法師

談獎學金的事，可是東初老法師與周宣德的想法有異，因此沒有談攏，

後來才轉而找中佛會南亭法師（1900-1982）的支持，25同時，也商請印

順導師、丘漢平等各勸募五萬元，而自己也一同加入，共四人四份，組

成了「中國佛教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董事會」。但由於經費因素，範圍

僅限台大與師大，以及研究所最高年級學生申請。26
 

對照相關人物的文獻，印順導師在《平凡的一生》曾言： 

四十八年，他贊同丘漢平居士的建議，成立大專獎學基金，以引

導大專同學的接近佛法，也徵得南亭長老的贊同。丘居士當時是

中佛會「國際文教」委員，想到我這個空負名義的主任委員，覺

得應該徵求我的同意。那時，我在菲律賓馬尼拉，宣老就寫信給

我，敘述情形而希望我贊助。我覺得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學子

接觸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願意參加一份。這樣，由南老與

我、丘、周——四人四份，組成了「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但

為了免除不必要的異議，又加入一位委員（不負經濟），大專獎

學，就這樣的開始。接著，各種獎學基金紛紛成立，都由宣老負

責獎學事宜。27 

從上引文可知，在周宣德和中國佛教會的推動下，首創以獎學金制，

吸引了許多大專學生投入研究佛學是非常的成功。以當時經濟不穏定的

年代，提供獎學金，一直是最實際有效的支援，除了能提供家境清寒者

                                                 
25

 成一法師口述，卓遵巨集，侯坤宏採訪，廖彥博記錄，《成一法師訪談錄》（台

北：國史館，2006 年），頁 9。 

26
 周宣德，〈悼南亭和尚〉，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285。 

27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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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盾。作品更能被刊登，此對學子們亦是一項尊榮。 

自從解決了推動大專青年學佛的長期經濟的護持，大專青年學佛運

動就陸續的展開，接著 1970 至 1985 年代皆由許多熱心的人士紛紛成立

類似的獎學金。這些獎學金項目一共有 49 種之多，受獎的學生也多達

7630 人。28
 以目前來說，「慧炬獎學金」共有五大類：（一）大學院校佛

學論文及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二）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獎學金，

（三）大學院校佛學文學創作徵文獎學金，（四）台北桃園縣市高中職

校清寒學生獎助金，（五）雲嘉南高中職校清寒學生獎助金。根據民國

100 年的統計，由慧炬雜誌代辦的獎學金已持續近五十九年，代辦獎學

金先後累計達九十七種。曾受惠獎學金的學子，不乏目前活躍於學界、

政界、法界、工商界頂尖的傑出人物，乃至成為今日佛教之法門龍象。 

（四）輔導暨推動大專院校佛學社團成立 

1、在戒嚴時代的處境 

自從周宣德推動贈佛書，辦獎學金徵文激勵等活動，獲得大專院校

廣大的回響，興起一股研究佛學的熱潮。此時，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依據闞正宗教授所述，在戒嚴時期，對於政治與宗

教是兩大禁忌。因為它們具有結社聚眾的條件與能力，29如同鄭振煌教

授所言：「當時連盛興的基督宗教也無法在校園成立，也只能在校外成

立校園團契。」30因此，宗教若在校園傳播會產生怎麼樣的後果，正是

                                                 
28

 周宣德，〈慧炬與大專青年學佛活動——「慧炬」二十四年來的回顧〉，收於

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9。 

29
 闞正宗，〈戰後台灣佛教的幾個面向〉（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03 年），頁 216。  

30
 鄭振煌教授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中華維鬘學會，日期：201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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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雙方所特別注意的。可想而知，如果沒有周宣德動用各方的人脈關

係，提倡「佛教青年化」，推動成立大專佛學社的組織，大專青年就沒

有機會接觸佛法。 

2、推動全台第一個佛學社團的成立 

全台第一個佛學社團「晨曦學社」（前身：慈光學社），是由台大法

律系的郭森滿、劉勝欽、台大藥學系張泰隆於發起。在周宣德的輔導與

推動下，1960 年 4 月 8 日正式成立。其成立的時段，算是在戒嚴的中段。

五十六年前，社會大眾對佛教的認識不深，甚至多有誤解，在如此的時

空背景下，要在校園當中成立「研究佛學」的社團，不僅為當時首創，

亦遭遇重重困難。 

在當時，要成立一個社團不容易，何況是佛學社團。周宣德不但動

用了他在國民黨部、教育部、佛教界、政府各部門人脈的關系，暗中幫 

 

 

 

 

 

 

 

 

 

 

 

【圖 9】：1960 年 4 月 19 日，於台大校總區舉行「晨曦學社成立大會」，

李添春教授（前排右坐者）、周宣德居士（前排中間坐者）、郭森滿（後

排左一）、劉勝欽（前排右坐者）、張泰隆（第二排左三）。圖片出處：

台大晨曦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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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而面對教育單位主管，也是標榜「學術研究」。向教界解釋並口頭

擔保，佛學是一門精深而有益世道人心的學問，成立社團，不是要把佛

教的信仰帶進學府。 

今日台灣各大專院校大都設有佛學社團，入社學員知有覺悟之道，

相率研修，以為進德修業之本，由是胸襟開朗，智慧超群，鹹存

難遇之想，然在三十年前，公（按：周宣德）始以立社之事諮詢

諸大專院校當局，各校頗有顧忌，謂設宗教社團，尚無前例。公

乃奔走教育主管部門，善為辯解，說明佛家三藏皆是學術根源，

佛法即是覺法，其奧儒學科學無不相容，非可以宗教一詞名之而

已。幾經協議，終獲不以佛教而以佛學申請立社。31
 

關於佛教在校園裡傳播的禁忌，依據聖嚴法師回憶： 

自從周長者苦口婆心地，向教育界人士宣導解釋，說佛學不是學

佛，成立佛學社團，不是吸引青年信佛，佛學是一門精深而有益

世道人心的學問，不是要把佛教的信仰帶進學府。由於不使學校

負責人為難，故以口頭擔保，佛學社團不在校園內舉辦宗教活動，

以免其他各宗教跟進到校園內傳教。此項擔保，也使得出家的法

師，不得進入台大、師大等著名學府演講。 

我於民國六十四年在日本完成博士學位，三年後回國擔任中國文

化學院的教授兼佛學研究所所長，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紛紛

邀我演講，還不時聽到主辦學生提出要求：「請法師只講佛學，

                                                 
31

 徐醒民，〈永懷知識青年導師周公子慎老居士〉，仁俊、聖嚴等，《周子慎居士

伉儷追思錄》（台北：慧炬雜誌社，1990 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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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講佛教；只講理論，勿講信仰。32
 

由於大專校園內並無成立「宗教社團」的前例，宗教進入校園，對

當時政治而言，是十分忌憚。如台大的校園則是長期禁止出家僧侶或神

職人員踏入，甚至連台大醫院也公然拒絕出家的大專女生入院實習。33因

此，佛學社團的成立，難免校方會有許多顧忌與預設。如台大「晨曦學

社」是在錢思亮校長的「約法三章」下成立。 

一、學社名稱不得具有濃厚宗教色彩。 

二、不可利用學社名義在校內舉辦有宗教儀式或宗教意味的活動。 

三、禁止出家人進入校園演講或參與活動。 

有鑑於此，台大「晨曦學社」，是以「佛學（學術）研究」的性質

申請。若活動需進行具有宗教信仰的色彩，也只能在校外進行。將「學

術」（校內）與「信仰」（校外）分開，此正是初期佛學社團特色之一。

以當時的宗教而言「佛教」算是第一個宗教，進入大專院校成立社團。

如同曾擔任晨曦社第三任社長（1963）鄭振煌教授所言： 

那個時候，在大學裡面是沒有天主教、基督宗教的社團（基督宗

教沒有進入校園。但在大學外都有所謂校園團契）。所以，台大

佛學社是全台第一個。而且我們不是「佛教」社，是「佛學」社，

完全是用「學術」的名義用「哲學」的名義，因為天主教、基督

宗教比較沒有學術性質，所以在當時都不能成立。34
 

自從台灣第一學府成立了「晨曦學社」，並有了一個指標，其他大

專院校聞風興起、競相仿效，不出幾年的時間已成長到相當的數量。各

                                                 
32

 聖嚴，〈追念周子慎長者〉，仁俊、聖嚴等，《周子慎居士伉儷追思錄》，頁 108。 

33
 江燦騰，《台灣當代佛教》（台北：南天出版社，1997 年），頁 57。 

34
 鄭振煌教授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中華維鬘學會，日期：201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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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幾乎都有成立佛學社團，展開各種積極、清新而充滿活力的佛

學課程與活動。對台灣佛教之發展，不無推動之力量。可以說「台大晨

曦學社」是首開大專青年研究佛學之風氣。 

3、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無聘請僧人」之爭議 

大專佛學社團的陸續成立的最初那兩年，也意外地引發是否應該聘

請出家眾為顧問或指導的爭論。原來，最初兩年，五所大專佛學社團成

立後，在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氣在校園漸形成一股潮流，1961 年 3 月，師

大中道社指導老師，巴壺天教授在師大國文研究所開設「佛學概論」其

教材課本即採用蔣維喬之《佛學概論》一書（中佛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

會所印）。35當時五大佛學社都跨校聽課，由於課本不足。同年 8 月 1 日，

五所大專院校佛學社團，共同發表公開信聯名，徵求贈書，並在各佛教

雜誌刊登，其信中內文： 

我們是自由中國各大專在學青年，為了追求宇宙人生真理，為了

學習佛陀救世的悲願，近年來我們已先後在國立台灣大學等五校

成立了專研佛法的學社。所幸一般德學優優的同學都踴躍地加入

我們的社團，掀起了全國知識青年學佛的熱潮。更可喜的是承蒙

海內外各地佛教大德及佛學專家，給予我們熱烈的支持，或蒞校

演講，或賜贈法寶……從海內外佛教大德對我們青年的愛護看來，

這證明佛教確實需要青年；從全國智識青年研究佛學的一片熱誠

看來，更證明了青年必能復興佛教。 

……在去年（按：1960）十月間，我們也曾向教內公開徵求經典，

承海內外大德的厚愛，紛紛惠賜法寶，尤其是國際文教獎學金印

                                                 
35

 〈佛教新聞版〉，《菩提樹》第 100 期（1961 年 3 月 8 日），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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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的「佛學概論」、「八大人覺經」、「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等，……

但學佛的同學們，人數日益增多，早已不足應付。因此現在我們

再向各地佛門大德請求……繼續不斷的惠賜書籍，助成我們學佛

利益眾生的願望。36
 

大專佛學社團的陸續成立的最初那兩年，也意外地引發部分佛教界

人士對佛學社團「無聘請僧人」為顧問或指導的爭議。《覺世》旬刊編

輯趙茂林，為此事訪問周宣德，此一席談的回應並記錄在該刋： 

……學社領導人，目前尚多非佛教徒，（最近已有幾位皈依三寶，

當然仍是佔少數）只是近年來研讀普遍贈送之佛書後，對佛學義

理漸具興趣，經中佛會國際文教獎學基金董事長同仁多方設法獎

勵，始有若干優秀同學深入研究，發表論文，每年轉為專集。 

……學社每次舉辦佛學演講會皆側重在學術上的研討，決非如宗

教性的佈教大會可比，因為大學當局根本沒有許可宗教在學校裡

面正式活動，而主講者的確是由社長順應多數社員的心理，選擇

最理想的，較有學術地位的人士擔任，而且並不限定是佛教徒。37
 

從周宣德的說明中可以瞭解：（一）以當時政治的氣氛，大專校內

是不許傳教，自然不容許具有宗教色彩濃厚的社團運作，更遑論身份明

顯的出家人進出校園「演講」或「指導」。（二）對於大專知識青年而言，

理性的研討佛法或許是出於對中國文化、哲學思想的好奇或認同進而正

確地理解佛教而已，至少不排斥佛教，並不能說他們就是佛教徒。（三）

                                                 
36

 台大晨曦等學社，〈台大晨曦等學社一封公開信——敬謝贈經並續徵佛書〉，

《覺世》旬刊第 152 期（1961 年 8 月 1 日），第 3 版。 

37
 趙茂林記錄，〈與周宣德居士一席談〉，《覺世》旬刊第 154 期（1961 年 10 月

1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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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嗅出初期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其實還是停留在「佛學」探討的層

面，尚未談得上「學佛」。而大專青年真正的「學佛」，其實是參與校外

佛教活動後的開始。 

至於，對於，「無聘請僧眾」的爭論之事宜，筆者發現二筆資料，

第一筆資料，即印順導師曾在《平凡的一生》裡提到，若邀請法師入校

演講，以當時的環境來說是不太適宜的。 

五十年，成立慧炬社，發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專院校。大專院

校內，成立佛學社團，共六十多所，這可說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動。

他有教授資格，是老黨員，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這樣的成就。有

些長老，怪他不請法師去開示，不引導學生來歸依，其實宗教色

彩太濃，在那時是不太適宜的。38 

另一筆資料，慧炬董事劉勝欽（台大晨曦社發起人之一），2009 年

曾撰寫一篇〈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文中有提到此事，指出，

外界人士質疑，為何長期未曾邀請佛門大法師入校演講佛法等問題有不

同的揣測，甚至滋生誤會的說明。其在文中說明，晨曦學社，是錢思亮

校長的「約法三章」下方能成立。而「約法三章」的第三章，就是出家

人不可進入校園演講或參與活動。當時，他們曾嘗試向校長提出，折除

第三章，請出家人演講之事的意見： 

……學社既以研究佛學為宗旨，而出家人多佛學專才，深入經藏、

造詣高深者頗不乏人，不准他們到校演講，恐對社員研究佛學有

所不足，但錢校長說，准出家人進入校園內講經說法，則牧師、

神父甚至其他宗教師、神職人員，亦可援例來台大校園宣傳教義，

                                                 
38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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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傳教活動混淆不清，校園將難免充斥類似傳教等宗教性的活

動，殊非所宜，是他不願見到的。39
 

由上可知錢校長的態度很明確，亦瞭解校方所設定的底線，這些約

定是為了維護校園讀書研究環境的安寧，以及維持學校對宗教的中立態

度。而這幕面見錢校長的經過，是郭森滿與劉勝欽當年所親歷，此事之

後，劉勝欽在文中提出，二人未曾以文字對外公開提及，難免會讓佛教

界人士滋生誤會。直到 1970 年郭森滿為晨曦學社，社慶十週年特刊撰

文「祝晨曦學社十週歲有感」，才有提到校長態度明確，提出預先告誡

的「約法三章」一事。也因校長再三強調，校內應以「學術研究」為重，

所以，晨曦學社得來不易，所辦的活動都會特別謹慎，一旦有活動有宗

教意味或色彩，後果將不堪推論。 

我們負責籌備創社的人，為維護學社永續生存下去，再三告誡社

內幹部，並交代必須將校方的「約法三章」傳遞告知下去，嚴守

不犯。晨曦社早期歷任社長，亦均能遵守校方的約束。周居士深

知校方對晨曦社「約法三章」的經過，他幫晨曦社邀請來校園演

講佛學的人，亦全為學者專家，並避開宗教性的活動，當然未曾

安排出家人前來參加學社的活動，不明內情的人，也因此難免滋

生誤會。40
 

可見，晨曦學社深知社團得來不易，無不嚴守校方的規範，惟恐稍

有差錯踏到紅線。萬一被命令停止活動，甚至撤銷社團登記，則生機盡

失，前功盡棄。成立一年後也未請出家人之事，外界人士不明白前因後

                                                 
39

 劉勝欽，〈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慧炬雜誌》第 535/536 期合刊（2009

年 2 月 15 日），頁 39。 

40
 同上註，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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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難免會有誤會。依據陳肇璧的訪談文提到，台北工專「慧光社」1960

年 10 月 22 日成立不久，不慎邀請出家法師到社裡演講之後，慧光社就

被撤銷社團。 

全台灣大專院校成立好多社團之後，政府也默許青年人學佛運動，

但是在密切觀察。後來台北工專慧光社不慎邀請一位聽說是馬來

西亞籍的漢人出家法師到社裡演講，這是宗教人士進入大學，那

時候很忌諱這種事。驚動了政府，於是慧光社被解散。41
 

筆者訪談台大第七屆社長鄭振煌，他也有提到民國 53 年（1964）4

月 7 日，台大晨曦社慶晚會，也曾邀請馬來西亞新加坡42廣義法師（宏

船老和尚高足）出席參與活動，他可是第一位踏入台大的出家法師。後

續幾年他都有參與，與台大的幾位同學都很要好，當時台大主要幹部（林

敏雄、武成、惠男、景輝、雍健、劉南生（馬來西亞柔佛州）、范懋還

與孝欽等）都皈依廣義法師。 

……民國 53 年的台大晨曦社慶晚會，這個你很熟悉的馬來西

亞‧新加坡的廣義法師那個時候經常來台灣，菲律賓有一個蓮生

法師，……由於她是在菲律賓的華僑嘛，經常到馬來西亞去，所

以，就把廣義法師請來台灣。在那幾年晨曦社的社慶晚會，廣義

法師都會出現。廣義法師他也會拿紅包給我們辦活動。……當時

台大還有幾個幹部的同學就皈依廣義法師了。之後我去新加坡，

我也把廣義法師的一些著作帶回來給那些同學。 

                                                 
41

 陳肇璧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慧炬雜誌社，日期：2016.1.4。 

42
 1964 年新加坡還沒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所以，稱為馬來西亞新加坡。至

到 1965 年新加坡獨立後，才改稱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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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兩段文顯示，令筆者好奇的是台北工專慧光學社，所邀請的馬

來西亞法師與鄭振煌老師所指的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廣義法師，是否同一

人呢？由於慧光學社已被撤銷社團，無留存記錄，而馬來西亞新加坡廣

義法師 1996 年已圓寂。唯有再向提供第一筆資料（慧光學社被解社之

事）的陳肇璧先生一再的確認，果然是同一人。同時也發現，「49～58

晨曦學社歷年活動紀錄表」內文記載： 

第二學期，53年 4月 7日，第四屆社慶晚會。社長林敏雄主持，

同時邀請馬來西亞廣義法師、周宣德、張廷榮教授指導。各大專

佛學社團負責人參加。會中有小提琴、口琴、吉他演奏、團體遊

戲、土風舞等節目，廣義法師演講中國文化在馬來西亞的發展，

會後摸彩助興，定下往後社慶的模式。 

以當時台大晨曦社慶，各校佛學社都出席。筆者推測有可能「慧光

學社」，就在當時，認識了廣義法師而邀請入校演講。而周宣德曾為「慧

光學社」第五年社慶撰寫社史序。43因此，從各方的線索，筆者推論「慧

光學社」有可能在 1966 或 1967 年被撤銷社團。 

（五）創辦《慧炬月刊》（1961~迄今） 

《慧炬月刊》還未成立前，「大專生讀經心得」是刊登在《菩提樹》

雜誌。44這情況一直持續到 1961 年初，周宣德深感需要一份定期性的佛

教刊物，作為青年發表研究的心得園地兼維繫青年精神的中心。同年，

在加拿大僑領詹勵吾居士的資助下，共同創辦《慧炬月刊》（今稱《慧

炬雜誌》），並聘請當時台灣大學教授李添春為發行人，就讀師大博士班

                                                 
43

 周宣德，〈台北工專慧光學社社史序〉，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

本）》，頁 202。 

44
 〈「大專學生園地」徵稿啟事〉，《菩提樹》第 76 期（1959 年 3 月 8 日），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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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賴炎元居士為社長，台大中文研究所周春塘為副社長，師大王熙元居

士為總編輯，台大莊因為正、副總編輯，同年 11 月 15 日，發行了《慧

炬》創刊號。45
  

創辦《慧炬月刊》，是周宣德為培養青年人的「正知見」及「通達

教理」的心願。內容主要是介紹佛學義理、修行法門為要旨，並提供學

佛青年一個發表心得暨互相砌磋的園地。《慧炬月刊》最大的特色，是

以大專學生為主體的刊物，刊載各佛學社團活動，同時搭配許多活動照

片，以讓各學社可互相觀摩學習彼此之推廣活動。因鑑此，從《慧炬月

刊》編者、作者、讀者，皆是以大專學生為主體。如同鄭振煌教授所言：

「1964 年我大一的時候，就開始幫慧炬寫稿子，尤其我讀外文系，又有

學習翻譯關係，所以就從讀者、變成作者、變成編輯、再變成總編輯，

後來成慧炬雜誌的發行人，慧炬出版社的社長，是這樣子啦。」46
 

因此，可以看得出，周宣德善於利用同儕的力量，也可說《慧炬月

刊》是為大專青年量身訂作的刊物。繼《慧炬月刊》後，1971 年，周宣

德在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博士的支持下，又進一步創辦了「慧炬出版社」，

出版佛學論著兼及儒家著作，至今還出版中英對照譯本的佛書。 

（六）創辦「慧炬粥會」（1974～迄今） 

繼「佛學社」、《慧炬月刊》、「慧炬出版社」成立後，周宣德有鑑於

佛學社團幹部的關係著社團發展命脈，希望幹部們奠定解行基礎，因此，

1974 年 3 月開始在個人的私宅「淨廬」，每月定期召開「慧炬粥會」（原

名為「佛學社團負責人聯誼會」）。47 同年 9 月，又成立「靜坐會」、「慧炬

                                                 
45

 周宣德，〈慧炬與大專青年學佛活動——「慧炬」二十四年來的回顧〉，收於

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5。 

46
 鄭振煌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中華維鬘學會，日期：20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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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室」讓佛青們能一起在解行上用功。回溯「慧炬粥會」的宗旨有二：  

47（一）增進「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的凝聚力與觀摩，關懷社務推展

而給於輔導與幫助。 

（二）介紹教界名流大德做學術專題演講，由青年教授、博士、講

師、碩士輪流主持，使師生間沒有隔閡，以提高學習的興趣和效果。48
 

至於為何稱「粥會」？依據現任《慧炬》執行長周寶珠所言：「每

個月一次聚會後，周宣德總是要留大家一起用餐，也藉著用餐時間再給予

溫馨話語，會後就有周師母的香味四溢的『九蓮粥』49招待與會者。」50

而每個月一次的「慧炬粥會」（也稱為「九蓮粥會」），是許多佛青引頸

期盼的聚會，更是學生時代難忘的身心靈饗宴。如同現任《慧炬》董事

長莊南田所說： 

50、60 年前，台灣經濟還是不行，所以大專院校清寒的很多，

尤其中南部的同學到台北來讀書，租房子都租不起，三餐吃飯都

很困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慧炬》的任務就是照顧這些同學，

給他們講一些佛經、生活費，經常辦「慧炬粥會」，就是以周師

母她做一些很可口，很讓人家喜歡的「九蓮粥」來接應大家，每

一次開會都有「九蓮粥」的供應，所以大家來這裡，不但是有學

                                                 
47

 1975 年，周老師為了避免與一貫道混淆，將「社團負責人聯誼會」改名為「慧

炬粥會」。 

48
 筆者參考二項資料：1、慧炬編輯室，〈一口九蓮粥．餘溫五十年〉，《慧炬雜

誌》第 559/560 期合刊（2011 年 2 月 15 日），頁 53。2、周德宣，〈慧炬與大

専青年活動——「慧炬」二十四年來的回顧〉，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

叢（增訂本）》，頁 32。 

49
 「九蓮粥」是周師母自創的，材料：綠豆、紅豆、花生、黃豆、糯米、蓬萊

米、芋頭、地瓜、桂圓肉、葡萄乾、蓮子。資料來源：慧炬執行長周寶珠女士。 

50
 周寶珠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慧炬雜誌社，日期：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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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聖嚴法師受

邀在慧炬粥會演講。圖

片來源：慧炬雜誌資

料。 

【圖 10】：周宣德、周

師母與佛學社團幹部

於「慧炬粥會」話家

常。圖片來源：慧炬雜

誌資料。 

佛法的樂趣，同時也可以享受九蓮粥的美味。51
 

自從周宣德夫婦去了美國（1979 年 12 月），「慧炬粥會」仍然持續

舉辦，而煮「九蓮粥」的任務，就交由親近周宣德 42 年的周寶珠接棒，

直到 2000 年才停辦。2011 年曾重開啟「慧炬粥會」，但迴響不大。一直

到 2016 再次開啟「慧炬粥會」，筆者有幸參加與會活動，當然免不了親

口品嚐「九蓮粥」。因為「慧炬粥會」不僅是周宣德的一分心意，也是

一種傳承。 

 

 
  

 

 

 

 

 

 

 

 

                                                 
51

 筆者參與「慧炬粥會」現場筆錄，地點：台北市慧炬雜誌社，日期：2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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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慧炬》經濟的護持（1961～迄今） 

《慧炬》至今已過了 55 年，接受慧炬獎學金的青年學子已超過萬

餘人。《慧炬雜誌》是免費贈閱的刊物，而長期「經濟」的護持，是成

敗關鍵。而周宣德推動《慧炬》二十八年，是如何運作？在推動上是否

有遇到困難或經濟的拮据？其又如何解決？筆者蒐集相關資料，發現有

份參與並擔任總編輯的師大王熙元居士，在《淨廬佛學文叢》序文（二）

提到，當時經營的困難處。 

當初經費十分拮据，直是篳路藍縷，創業維艱！……經過二十多

年的慘淡經營，在慎公辛勤的擘畫與主持下，《慧刋》正不斷的

成長與發展……，每一期絕大多數免費贈送各大專院校佛學社團

社員閱讀，並發行至海外各地……。這些藉文宇或圖片傳播的般

若種子，已無形地遍撒於青年的心田中，其潛移默化的力量是無

法以數字估計的。52
 

至今，周宣德已往生，而《慧炬雜誌》的運作，是如何持續？筆者

訪談現任《慧炬》的執行長周女士，所得到的結論有三： 

第一，親朋好友給於適時的贊助，親自拜訪道場乃至政界、商界等

老板贊助。 

……周宣德在政界、商界他都有一些朋友，……譬如說認識某某

企業家，他就會很耐心地去跟人家介紹《慧炬》，很多人是被他

感動。曾經有過幾次，譬如說某位法師或老闆說，願意贊助一萬

塊，然後約好明天下午兩點鐘，或者是說明天上午十點鐘到辦公

室來拿。周宣德就帶著禮物拜訪對方，結果這位老闆他有可能忘

                                                 
52

 王熙元，〈序文〉，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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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了，或者是他當時只是順口一說，周宣德就從早上一直坐到晚

上，就是這樣子。……他為了慧炬他也曾經有過這種情形啊。當

然他自己本身除了掏腰包之外，他的親朋好友也會適時的贊助，

後來就是認識慧炬的人多了，他們也都會贊助。……因為我們是

「財團法人」是有基金，這些基金，都是早年周宣德一點一滴累

積下來。若不能夠週轉，所以我們莊南田董事長（台大校友、太

子建設董事長）他就會把不夠的部份拿出來。53
 

第二，1979 年 12 月，周宣德（八十一歲）因患高血壓，乃應子女

之請到美國加州療養。離開台灣前，把將身後餘款，即唯一位於建國南

路的私宅「淨廬」捐贈給公家《慧炬機構》，作為辦公、藏書及大專青

年聞法共修場所的運用。 

周宣德、周師母就是讓人家覺得那麼感動，就是沒有分你我，完

全無私的奉獻，甚至在他往生前，把最後的財產「淨廬」也捐給

《慧炬》，甚至周師母她在美國往生的時候，我記得她那時候大

約剩下一萬多美金，其實周宣德他有兒子女兒在美國，所以，那

個時候周宣德他說他自己不好說，就由我給他的兒子說：「周師

母留下那一點錢是要捐給慧炬的，不是留給孩子的。」……他的

孩子也很支持父母親的做法，而且，每年都會或多或少贊助慧炬

一些。54
 

對照文獻資料確實，師大王熙元居士在《淨廬佛學文叢》序文（二）

也有提到此事： 

                                                 
53

 周寶珠女士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慧炬雜誌社，日期：2016.1.4。 

5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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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公多年來苦心推動大專青年學佛，既捐出唯一貸款而置的私宅

「淨廬」（時值的四百萬元），永充慧炬出版社址，近年來又號召

捐資新建慧炬大厦，更將年退休金全部撥作公用，克己利人，在

佛教史上是一大創舉，確有對後人示範之作用，就慎公一個人的

德行來說，是學佛青年立身處世的典型……。55
 

第三，《慧炬》本身有十五位固定的董事，而董事們大部份都是來

自台大跟師大的畢業校友為多。而《慧炬雜誌》為「財團法人」，主要

的經費來自「基金利息」。由於是居士團體，不易得到外界的捐款贊助，

也從未對外公開募款，因鑑於收入有限，經費常常入不敷出。現今也受

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經費不如以前，《慧炬雜誌》目前的編輯部只能

負擔一位專職執行編輯的費用，總編及潤稿工作則由志工發心協助。56如

果慧炬或佛學社需要支援，校友們都會很樂意的護持，也包括各道場及

各方的隨喜贊助。 

《慧炬》目前跟台灣的佛教界都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因為我們

是居士團體，也沒大財團，也不是大道場。所以，我們要在異中

求生存嘛，那就是要跟各個道場維持良好的關係。目前除了中台

沒有聯繫，……其它的一些道場我們都有維持良好的關係，像法

鼓、佛光山，慈濟等，因為我們莊董的關係，所以他跟這些大道

場都有維持很良好的關係。57
 

由上三點引文悉知，《慧炬》是除了早年周宣德一點一滴累積，也

                                                 
55

 王熙元，〈序文〉，收在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頁 18。 

56
 盧又榕、周寶珠，〈慧炬雜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56 期（2013 年 6 月），頁 42。 

57
 周寶珠女士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市慧炬雜誌社，日期：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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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佛教界諸方大德無間斷的鼓勵、支持與護持才得以持續。《慧炬》雖

然硬體的建設與活動並不大，財產也不多，但是這些都是周宣德來台後

一點一滴打下的基礎。誠如現任慧炬董事長莊南田說：「《慧炬雜誌》正

是當年周宣德賴以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的中心機構，在此回顧，不僅

肯定其留下的歷史貢獻，而且策勵來茲。」58
 

五、近期全國大專佛學社團結構與成長之量化分

析（1960～1991） 

筆者依教育部以及《慧炬》等相關資料整理，59統計全台大專院校

總數從「臺大晨曦學社」1960 年成立時的 36 所，快速成長到 1991 年的

130 所【圖 12】。60
 

                                                 
58

 莊南田，〈慧炬雜誌創刊五十週年獻辭〉，《慧炬雜誌》第 569 期（2011 年 11

月 15 日），頁 3。 

59
 筆者透過早期「佛學社團」學長口述、佛學社團社刊，並蒐集相關線索的文

獻記錄與照片，從 1960 至 1991 年間的核對，發現文獻記錄的成立年代、順

序、名稱皆有出入。筆者唯有依可靠性的文獻為標準。 

(1) 綜合歷年《慧炬》月刊記錄。  

(2) 仁俊、聖嚴等，《周子慎居士伉儷追思錄》。 

(3) 慈怡編，《佛教史年表》（高雄：佛光出版社，1987 年 6 月）。  

(4) 周宣德，〈大專佛青及社團發展概況〉，收於周邦道編，《淨廬佛學文叢（增

訂本）》，頁 27。 

60
 參考二份資料： 

(1) 許品鵑、謝秉弘、陳麒竹，〈25 年來台灣大專校院校數變動趨勢〉，《評

鑑雙月刊》第 58 期（2015 年 11 月），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網址：http://epaper.heeact. edu.tw/archive/2015/11/01/6442.aspx，2016.2.13

查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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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啟倫，「第三章、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政府高等教育支出與經濟成

長〉（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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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期間，佛學社團也從最初的 5 個成長到 110 個【圖 13】。成長

幅度為 6.1 倍。而擁有佛學社團的院校也從 1961 年的 5 所成長到 1991

年的 84 所，佔全國大專院校的比例也從 13.9%提高到 64.6%，成長幅度

為 4.6 倍【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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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歷年大專院校擁有佛學社團之比例和個數成長趨勢 

（1960～1991） 

（筆者製表） 
 

由上述資料顯示，佛學社團不論在整體數量和廣度上都有大幅度的

成長，可見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氣確實相當盛行，普及度也從剛開始的台

大、師大為主，擴展到幾乎全台 6 成以上大專院校至少都擁有 1 個佛學

社團，有的甚至達到 3 個。這要歸功於周宣德辛勤奔走，鼓勵青年學子

成立佛學社團，也帶動促成今日台灣佛教的興盛與普遍。 

進一步來看，在 1986 至 1991 年短短的五年之間佛學社團增加了 21

所，且此期間的成長幾乎全來自於學生自發性的成立社團，累計曾經有

過記錄的佛學社團共計有 110 所，參見社員人數累計超過十餘萬人，蔚

成台灣人所豔稱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 

再從區域分佈圖來看，當年周宣德從台北地區發起，所以在 1991

年北區的佛學社團佔了 49.1%，是推動大專青年學佛運動最高峰。而南

區的部份則是後來居上，也佔了 28.2%【圖 14】。這些佛學社團經常舉

辦的活動性質多元，不僅是研究佛學或讀經而己，更是能有效地呼應社

會時代議題。 

歷年大專院校暨佛學社團歷年大專院校暨佛學社團歷年大專院校暨佛學社團歷年大專院校暨佛學社團 1961 1971 1981 1986 1991 

1. 大專院校總數 36 102 110 107 130 

2. 佛學社團總數 5 46 66 89 110 

3. 平均每所學校擁有的佛

學社團（個/所） 
0.14 0.45 0.60 0.83 0.85 

4. 擁有佛學社團的院校數 5 38 53 70 84 

5. 擁有佛學社團的院校比

例（普及度） 
13.9% 37.3% 48.2% 65.4%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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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歷年全台大專院校佛學社團之數量區域分佈圖 

（筆者繪製）     

 

因此，能吸引大專青年投入佛學社團的熱情，一時之間，從 1960

至 1991 年間大專院校研究佛學的風氣，在知識青年之間蓬勃發展起來。

從以上圖表而視，這三十多年來，能追遡有記錄的佛學社團共 110 所。

社員人數累計超過十餘萬人，蔚成台灣佛教界所豔稱的「大專青年學佛

運動」的展開。而創始者、推動者，被稱之為「大專佛學社團之父」的

周宣德，亦屬實至名歸。如同聖嚴法師言： 

周宣德在民國五十年後即積極推動大專青年的佛學運動，接引知

識青年學佛，這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上，是應予大書一筆的勝事，

推崇周長者也可被譽為「當代大專學佛青年之父」。61
 

                                                 
61

 聖嚴，〈追念周子慎長者〉，仁俊、聖嚴等，《周子慎居士伉儷追思錄》，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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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五、六十年前在台灣，佛教被視為消極、跟不上時代。念佛與學佛

之人都是落伍或是迷信神佛之說。如今，大專院校的青年對於佛教已經

不再排斥，也能接受帶宗教性質的活動，這一切都有賴於周宣德的先知

灼見，才能開啟接引知識青年學佛的扉頁，讓年輕人從「理」著手，給

以正信的學佛觀念，一改以往對佛教之觀感，轉為尊重、信仰暨正知見

的實踐者。而這一些受佛學薰陶的知識青年，卻是佛教很重要的「菩提

的種子部隊」，畢業後投入社會，分散在全國的各個角落，遍及各行各

業，無不成為社會中頂尖份子、領導菁英，默默影響整個社會，改變以

往對佛教觀感。 

除此，也不僅提昇了八十年代的台灣佛教信仰的文化層次，連同出

家人的學歷也因此逐漸提高，為今日台灣佛教的發展、鼎盛，打下基礎。

而這一切有賴於周宣德無私的貢獻。難怪星雲法師說：「台灣佛教比較

有廣泛貢獻與影響力的，應該要算周宣德了。」62
1989 年 8 月日淩晨，

周宣德於洛杉磯寓所，睡眠中安詳往生，享年九十一歲。 

綜觀周宣德這三十七年來，推廣佛教青年化的行誼之貢獻，受到佛

教界諸大德予以最高的肯定與推崇，堪為後世典範。如同印順導師說： 

從獎學金而引起成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使台灣佛教年輕化，

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沒的。在我與居士團體的關係中，這是沒有使

我失望的一次！現在宣老已去世了，願繼承這一事業的，能永遠

的引導學生，趨向於純正的佛法！63
  

                                                 
62

 星雲，〈周宣德居士 普設大學佛學社〉，摘自《百年佛緣》48，http://www. 

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32960，2016.1.21 查索。 

63
 印順，《平凡的一生（增訂本）》，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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