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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 

興衰與轉機（1958～2016） 
 
 

釋 光 持  

 

摘要： 

近數十年來，多元化社會的潮流，網絡文化興盛、少子化及佛教人

口老化等問題逐漸浮現，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在紮根、

經營和運作上都面臨著更複雜的問題與挑戰。過去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

興盛，與當前的實際情況落差很大。當前無論是大專校園佛學社團或青

年學佛營的運作上，都面臨著新的內外瓶頸現象，實在值得進一步探討。 

本文主要以「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衰與轉機」作為研究，

試圖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與「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之分析。經由實地訪談，深入探究並觀察、歸納、分析初、中、

近期，檢視「佛學社團」與「青年營隊」的現況組織運作，二者經營間

的關聯性，及影響大專青年運動發展的重要關鍵。其發展主要影嚮因素，

以對照理解其後情勢的變化。希望研究成果能產出效益，有助於在現今

多元化社會與網絡文化興盛的形勢下，帶領和接引 E 世代大專青年學佛。 

關鍵字：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佛學社團、佛教青年營隊、慧炬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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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 (195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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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trend of diverse societies,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culture,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the aging Buddhist popul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ch hav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had an impact on the College Youth Buddhist Movement. The rise 

of College Youth Buddhist Movement in the past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the present time, no matter if it’s the college Buddhist 

Society or Youth Buddhist Camp operations, new internal and external 

bottlenecks are being confronted,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paper’s main idea is to analyze the issue of “the rise and fall and 

turning point of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Youth Buddhist Movement in 

Taiwan” tr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field interviews to conduct 

inductive analysis on the early, middle, and recent phases,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of “Buddhist Society” and 

“Youth Cam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operation,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development, and also compare and understand the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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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fter situ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oped to yield benefits through 

which the E generation of college youth will be led to Buddha despite 

today’s diverse socie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culture. 

 

 

 
Keywords: College Youth Buddhist Movement, Buddhist Society, Youth 

Camp, Hui Ju Congee Conference 
 

  



 
    法印學報 第八期 2017/12 228 

一、前言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蓬勃的發展，是在七、八十年代。這段期間

的發展，為佛教之後的興盛培育了許多優秀的種子部隊，並且持續地推

動著台灣佛教數十年來的發展。這對台灣佛教的紮根和推廣，佔有非常

重要的一席之地。 

可是，從政府解嚴前後，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已經開始轉型，大部份

學生自組的佛學社團逐漸走向衰微，而有道場護持的社團，則紛紛走向

分眾和獨立。這段期間佛學社團面對最大的問題與挑戰有： 

（一）初期：新興宗教（一貫道、盧勝彥、清海、創價學會、妙天

等），以及基督教青年團契等外部競爭。接著發生了「中台山剃度風波」，

大幅影響了佛學社團的形象以及新血的招募。 

（二）中期：發展佛教道場，各立風格特色的崛起，校內成立隸屬

道場社團多為多，學生自組的佛學社團開始邁入衰微。 

（三）後期：除了現世代的新興宗教（妙天、妙禪等），以早期推

動及參與佛教的青年，逐漸地年老凋零之外。最主要是台灣經濟快速變

遷、社會更加多元開放，少子化與網路文化興盛、崇尚個人價值等，過

去活動的興盛與現在的實際情況落差很大，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佛教的發

展。 

「青年」代表組織或團體的延續與未來。無論在企業界或佛教界，

培訓青年是延續法脈最好的方式。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是否能調

整、有組織的改進、有效的運作，更是未來興衰關鍵，這也間接影響佛

教的未來。因為，佛教若無青年延續發展與前進，佛教的未來就會形成

危機。 

本文主要探究初、中、現期，大專院校佛學社暨青年學佛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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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觀察和分析近年來的運作與實施狀況，再透過田野調查（field study）

與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焦點團體之深度訪談，試圖針

對每段時期的發展歷程，對照理解之後情勢的變化，反思佛教青年運動

薪火相傳的前景，提供具體的因應之道。期待這份研究，能對台灣佛教

界略盡棉薄之力，做為筆者於台灣留學及參學的一種回饋。 

⼆、台灣⼤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興起（1958～1990） 

（一）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之萌芽期 

前瞻台灣佛教界六十多年來發展的歷史，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風潮

是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由在一群大陸來台的佛教僧俗的規劃及推動

下，開啟了吸收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風潮。談其帶動的轉變，主要當時

的時空背景（基督教興盛，吸收一批知識青年；相對，佛教以經懺為多，

寺院都是老人為多），對佛教非常不利。一批知識份子不禁自覺：佛教

是否應整傳教方式，考慮對象的容受，普及化、青年化、現代化，並且

呼應時代的議題？ 

因此，在戒嚴時期，從大陸來台的僧俗大德，一同結合「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來執行推動一系列的「佛教青年運動」（含佛學社團、大專

青年營隊等），培養「優秀的佛教青年」。因而，激起各佛教道場意識到

「培養知識青年」的重要，並關懷與效仿。在這段萌芽期的背景，不可

否認是僧俗合作的結果。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發展的趨勢，有校內「佛學社團」、校外研究「佛

學講座」與「宗教體驗」之活動。這不但成就了佛教青年化，也建立了

護持佛教的群眾基礎，直接改造佛教人才的體質。因此，大專青年學佛

運動在台灣佛教的紮根和推廣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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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帶動了大專青年學佛的風潮，不得不提起五位開展大專學佛

運動的核心大德（星雲法師、周宣德、李炳南、懺雲法師、煮雲法師），

他們共同意會到：「佛教要能受到社會的肯定，一定要讓知識份子先接

受佛教」。於是他們共同做了耕耘鋪路的工作，在面對內外在因緣的挑

戰，戮力奔走推動之下，在北、中、東三大區域為重心，培養了許多優

秀青年，為佛教帶來一股新的生機與力量。這段期間，全盛時期有六成

以上的大專院校都至少擁有一個佛學社團，甚至多達三個，可稱之為台

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蓬勃發展時期。 

（二）蓬勃發展的因素 

茲整理大專青年學佛營的蓬勃發展時期如下： 

蓬勃發展的背景 

第 

一 

階 

段 

⼤陸來台的「在家菁英分⼦」所推動 

（周宣德、李炳南、朱斐、周邦道等人） 

1960 

～  

1966 

優  勢 機  會 

推動佛學社團的成立。 1. 一系列佛教文化、學術、聯

誼等活動。 

2. 走出校外，參加「慈光學

術講座」。 

3. 掌握一套有系統的佛學義理

的核心，並能夠引導佛學社

的社員學習。 

第 

二 

階 

段 

⼤陸來台的「高僧⼤德」所領導 

（懺雲、星雲、道安、智諭、煮雲等法師） 

1966 

～  

1970 

優  勢 機  會 

1. 走出校外，參加「宗教體

驗」之齋戒活動。 

1. 跨進寺廟，接觸出家人，請

教佛法與修行上的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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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  

1980 

2. 帶領青年，深入佛法義理

與對修行引導，是從大陸

來台的高僧大德。 

2. 佛學社團及大專營隊，培養

了 許 多 優 秀 的 「 種 子 部

隊」，有組織地去帶動同儕

學佛。 

3. 有計畫「培育青年人才」

的 道 場 ， 投 注 大 量 的 資

源，紛紛積極展開，針對

大專生學佛的弘法活動。 

3. 相對，無「新興佛教」競爭。 

4. 善用媒體宣傳、吸引大量的

大專生參加，引起一股小轟

動。 

5. 受到社會人士關注，捐款支

援大專活動。 

第 

三 

階 

段 

領導：受過青年學佛運動薰陶的「優秀僧青年」所領導 

（慧律、明迦、惠敏、慧觀、果清、果暉、⼤航等法師） 

1980 

～  

1996 

優  勢 機  會 

1. 受過青年學佛運動薰陶的

「種子部隊」，成為佛教界

有力的僧俗護法，為佛教

帶 來 很 大 宣 傳 與 引 導 力

量。 

1. 大陸來台的大德，逐漸地凋

零。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擔

子，就轉移到這一批「種子

部隊」的知識青年僧。 

2. 「種子部隊」知識青年

僧，對大專青年整體觀

察，配合時代與社會議

題，帶來許多創新、多元、

輕鬆、活潑的活動。 

2. 激起許多道場意識到培養

知識青年的重要。願意提供

場地、師資、資金等，邀請

佛學社團優秀的幹部來為

寺 院 辦 各 項 大 專 青 年 活

動，以便挖掘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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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佛學社團」、「青年營隊」皆是接引大專青年「認識

佛教」重要典範的第一線，能使佛教注入源源不絕生命力的源頭。然而，

真正引起擴大開展並蓬勃成長，是從校內延伸到校外甚至寺院之外活動

的開始。這與當時的民風純樸，娛樂有限等的環境有關。因此，每年寒

暑假，各佛教道場的青年營隊等活動並無面對招生不足之問題，有些甚

至是爆滿。 

筆者依教育部以及《慧炬》等相關資料整理，1統計全台大專院校總

數從台大晨曦學社 1960 年成立時的 36 所快速成長到 1991 年的 130

所。2同時期，佛學社團總數則從最初的 5 個成長到 110 個【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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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筆者透過早期「佛學社團」社刊、學長口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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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俊法師等編著，《周子慎居士伉儷追思錄》（台北：慧炬雜誌，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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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周宣德，〈大專佛青及社團發展概況〉《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台北：

中華大典編印會、台北慧矩出版社編印，1986 年 9 月），頁 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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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期 ：

20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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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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歷年來大專院校擁有佛學社團比例和個數成長趨勢圖 

 

觀察這時期，「大專青年佛學運動」的成長趨勢而言，具比較明顯的

成長趨勢，可以透過「佛學社團」數據統計顯示：1961 最初成立的 5 個

至 1991 年，已成長到 119 所（含無法計算的年份）。其成長幅度為 6.1 倍。

普及度全台 6 成以上大專院校至少都擁有 1 個佛學社團，甚至達到 3 個。 

綜觀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成長趨勢來看，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是

達到高峰的時期，難怪被學者稱為「蓬勃期」。無論如何，從這些數據，

就可約略知道，當時大專青年學佛運動是何等興盛。 

三、⼤專青年學佛運動現況的變遷（1991∼2010） 

1990 年後，大專青年學佛運動，不再似早期的蓬勃。學生自組的佛

學社團逐漸進入衰微時期。這與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社團的選擇性

增多了也占一點的關係。如校園內許多聯誼性、服務性、學藝性、體能

性和宗教性等社團，紛紛推出內容豐富多變、追逐流行趨勢的活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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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繪圖） 

是結合社區、目標導向型的短期營隊等。 

與此同時，道場社團、新興宗教團體的社團也冒出來。甚至，進入

校園內成立社團運作，與傳統的佛學社團分庭抗禮。相對是道場社團，

人力、財力資源豐厚，故處於蓬勃時期。反之，相對思想上較為保守、

活動內容型態固定的佛學社團，已不再像早期那樣吸引大量年輕學子來

參加。以下論述目前全國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的成長趨勢。 

（一）全國大專院校「佛學社團」整體發展概況 

1、歷年大專院校擁有佛學社團之比例和個數成長趨勢 

由於 1987 年正式宣佈解嚴，於是各種佛教團體相繼出現，佛學社

團在大專校園內也擁有更大發展空間。但是，隨著佛教組織的多元化，

各種新興宗教團體的競爭也開始冒出來，逐漸成為隱憂。 

雖然，將 1991～2016 年歸屬於佛學社團近期的發展，但是自 1986

年前後的變化已可看出端倪。從【圖二】上來看，1971 到 1986 年，佛

學社團的總數從 46個成長到 89個，這段期間可視為「快速成長期」。 

【圖二】：歷年大專院校擁有佛學社團之比例和個數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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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佛學社團的院校也從 1971 年的 38 所，快速成長到 1986 年的

70所，佔全國大專院校的比例也從 37.3%提高到 65.4%。 

從圖二可以明顯的發現，1991年後，佛學社團個數仍在持續成長，

然而成長的趨勢與 1986 年以前的明顯不同，主要是佛學社團的總數在

1996年已來到 139個，但學生自主的佛學社團仍維持在 80～90幾個之

間，整體普及度也停留在 63～65%之間，並無太多變化。可是從 1996

之後，學生自組的佛學社團明顯往下滑，一直到 2016 年，當年最高峰

高達 99 個至今剩下 17 個，見【圖三】。然，另從「歷年大專院校擁有

佛學社團」，從區域來看【圖四】，排名首位明顯的是以北區為多，其次

南區、中區。 

【圖三】：歷年大專院校學生自組佛學社團 

 

 

 

 

 

 

【圖四】：歷年大專院校擁有佛學社團的區域 

 

 

 

 

 

 
（筆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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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大專院校佛學社團區域成長趨勢圖 

 

2、大專院校「道場社團」之成長趨勢 

如上所述，可以推測 1986～1996 年這段間總數的成長，並非來自

於普及度的增加。主要仍是來自於解嚴之後，由於不再限制佛學社團的

成立，原有集中在單一佛學社團之下的組別，紛紛各自獨立成立新的佛

學社團。同時期，各道場也在這時段成立道場社團。 

初期 1989年慈濟最先開始在清大成立慈青社，後續 1996年台大晨

曦學社的慈濟組也個自獨立出來。因此，從【圖五】顯示來看，自 2002

年之後一直到 2010 年，包括中台、福智、佛光山、法鼓山各大道場也

（筆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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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在各校成立社團。影響所及，學生自主的佛學社團在缺乏道場奧援

和宣傳之下，已開始走向下坡，個數在 2010年已萎縮到不到 30個，甚

至到 2014年也只 16個，這也是社會開始多元傾向的現象，有些學生社

團也會轉型成為「服務性」或具「學藝性」的文化創意禪的社團。 

 

【圖五】：大專院校「道場佛學社團」之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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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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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筆者也觀察到自 1986年高等教育開始鬆綁，到 2006年大專

院校的總數已來到最高峰時期的 172 所，相對於 1986 年的 107 所，大

幅成長約60%。這段期間，擁有佛學社團的比例仍維持在62～65%之間。

但是在 2006年以後，普及度開始大幅增加，到 2016年已來到約 85%，

顯見有另一波成長趨勢。 

從以上佛學社團表相的數據比例而言，很明顯的看得出「慈青社」

【圖六】排行第一，中台的「佛學社」【圖七】排行第二，「福智青年社」

【圖八】是排第三，「佛光香海社」（三好社）【圖九】是排第四，最後

一位是「法鼓法青社」【圖十】是排第五。 

【圖六】：1986年至 2016年，「慈青社團」成長趨勢圖 

 

（筆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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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1996年至 2016年，「中台佛學社團」成長趨勢圖 

 

【圖八】：1996年至 2016年，「福智青年社」成長趨勢圖 

  

（筆者繪圖） 

（筆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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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2006年至 2016年，「香海社團」成長趨勢 

 

【圖十】：2011年至 2016年，「法青社團」成長趨勢圖 

 

（筆者繪圖） 

（筆者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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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此次田野調查，筆者發現中台的佛學社，共有 67 個，社務與

人數不如早期的發展，但算是處於穩定。相對，排行第三的「福智青年

社」，他在 1998 年才成立，至今在全台的社團雖月 42 個，可是，人數

至少也有三十餘位。而活動也辦得有聲有色。相對，排名第一的慈青社，

在全台共雖有 141個，清大與慈濟大學的慈青社團運作處於穩定。但是，

其餘每一個的慈青社團人數逐漸減少，甚至一個社團只有一個社長及二

個社員社務放空已有一至二年（玄奘大學慈青社就是一個例子）。在這

兩年內也倒了二個社團，所以，慈青社在好幾間大學的評鑑，都設有待

觀察，需接受輔導的狀態。其餘社團仍在，但人數寥寥無幾。  

（二）道場推動大專青年學佛的趨勢 

「台灣佛教」與「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發展息息相關。從整體的

台灣佛教大結構趨勢而言，戒嚴前，跟隨中國佛教會主推的熱衷於淨土

法門，佛學社團內也研討淨土經典。道場也開始風行佛七、進佛佛七，

念佛等等。解嚴後，中國佛教會權威也己沒落，其所提倡的淨土信仰也

跟著漸趨式微。隨之興起的是禪宗。佛學社團內，也風行研討禪的要義。

道場開始風行禪修，禪七等活動如以傳統禪修為號召的道場有：聖嚴法

師所領導的法鼓山（農禪寺），以及惟覺法師所領導的中台山（靈泉寺）

的特色，也在那時候發起，針對青年主辦一連串的大專禪七。 

相對，慈濟青年也是從那個時段崛起，但是它走的特色是完全跳脫

佛七、禪七、梵唄。所開展的是「優雅」風格。以校園民歌的風味，創

作慈濟歌曲、或手語的歌舞，進而讓青年人學做志工菩薩，走進人間救

苦救難。而佛光青年是朝向「多樣性」風格的特色。接著，興起的是藏

傳佛教的法門，研讀《菩提道次第廣論》，這一段時期，呈現獨特之處

的是「福智」，深廣推展各項文教活動。基本上，這些大道場都各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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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各自為政，少有彼此支援、合作的緊密關係。 

有道場在支援的社團，在人力及各方面的資源，自然都得到許多豐

富的支援。照理而言，社務運作應當不錯。可是，面臨這時代、社會大

環境的改變，隸屬佛光道場的香海社與其他學生自組的佛學社團一樣，

都要面臨無人、倒社之問題。 

四、近期⼤專佛學社團、隊的挑戰與轉機（2010

∼2016） 

（一）發展瓶頸與面臨的挑戰 

1、初期的環境與挑戰 

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高峰只維持十年，接著就逐漸下滑，這關連到

初期：（一）新興宗教的出現、整體上已經產生瓜分和削弱效應。（二）

中台山剃度風波，影響整個佛學社團與佛學營隊等活動的延續，對佛教

是個大衝擊。依據台大晨曦社 86學年度擔任行政的姜琇藍口述： 

我是在 1996到 2000參加台大晨曦社。整個佛學社團包括營隊的

走下坡，其中一個原因是 1996 中台剃度風波事件之後，加上，

媒體報導各方面蠻負面的新聞報導，大家聽到會比較有一點戒心

說，是不是去參加佛學社之後，有可能會去出家。若對學佛有興

趣的想要接觸的人，也會去思考一下，因為還會牽涉到是家庭的

問題。其實應該說，在我參加社團之前，人數就有在減少。之後，

中台剃度的事件，媒體報導後人更少。3
 

除了佛學社團人員減少之外，連同各道場的營隊學員大量的減少，

                                                 
3
 姜琇藍口述，筆者訪談，地點：線上訪談（skype），日期：104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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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辦不成。如南投民間靈山寺的主持致中法師所言：「也因為中台的

事件，最初的營隊從上百人參加，到第二次營隊只招到二十餘位，最後

辦不成。」4
 

4可是，依慧炬執行長周寶珠所言：「中台剃度風波只是一個起因，

並不是大重點，主要是資訊的發達，大家學佛的管道很多了，現今的學

佛年輕人不再像過去的佛教青年那麼積極，想從法上去尋求人生的答

案。因此，影響很多的佛學社團開始慢慢衰落或倒社。」5
  

筆者田調發現「大專青年學佛運動」變遷的因素，初期的環境與挑

戰，並非全然是中台山剃度風波事件，這包括西方引進來各類的禪修。

也包括網路及這大環境的影響。然而，無論是中台事件或新興宗教及資

訊發達等的關係，這段時期的衰落，己經在考驗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生

存與應變能力。 

2、中期的發展特色、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1）佛教道場，各立風格特色的崛起 

中台剃度事件後，發展到青年營隊只有大寺院辦，其餘小道場以及

各校內的佛學社團似乎沉澱了一段時間。隨著 2000 年後的大環境與教

育的改變，沉澱已久的各道場再次的創新，以不同面貌呈現接引青年人

學佛。 

在這段時期，冒起的是福智佛教基金，以「生命教育、環保理念」，

主辦大專生命成長營、蔬食展與感恩禮讚系列活動。法鼓山則以「禪修

EQ管理」，導引青年自我探索，開發自性內在的心靈力量，並主辦山水

                                                 
4
 致中法師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南投縣名間鄉靈山寺，日期：104 年 12 月

20日。 

5
 周寶珠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慧炬雜誌社，日期：105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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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拖水缽禪等。國際佛光青年團，以「三好理念」，辦理偏遠社區下

鄉、多元化的服務活動。 

佛學社團與青年學佛營隊仍然是接引青年學佛的第一線，但是由於

多元化社會的潮流，學生自組的佛學社團，在運作上也面臨的不只是新

興宗教，而是佛教開始有不同宗派及各大道場特色的崛起。至於，小道

場人力、財力不足。加以已有一段時期沒與大學生互動，平時也沒有經

營。要再辦青年學佛營比較困難。到後來小型寺院的道場通常所辦的營

隊，一般的都以兒童營為主。 

（2）校內成立隸屬道場社團 

筆者田調發現，佛教在 1971年的轉型後， 校園中除了當時以研討

佛學學術性的社團外，道場社團最早出現，是在 1973 年台灣菩提學會

的明法比丘（密宗），已經在台中勤益科技大學成立隸屬道場的「菩提

社團」。之後 1991年，也在嘉南藥理大學成立。由於非常低調，道場社

團只有二個，活動不明顯，故不易被發現。 

1989年慈濟團體「慈青社」才在清大成立。後續逐漸有大大小小的

道場入校演講與關懷，到了後期，道場關懷似成固定模式，慢慢形成有

長期歸屬的道場，連社團名稱，也被合法更改。如清華大學的「慧鐘社」

更為「中智學社」，交通大學的「鐘鐸社」改為「福智青年社」等等。

最後，也發展出幾個以大專生為核心幹部的道場。之後，乾脆入校成立

專屬道場社團，如中台「中智社」、佛光「香海社」、福智團體「福智青

年社」、法鼓「法青社」等社團。 

這段期間，道場社團是蓬勃的發展。對照，學生自立組織的佛學社

團，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不只是一般社團的競爭、新興宗教，也包括

佛教道場社團的出現。 

八十年代，部分學生自組的佛學社團，在社員分散、經費與人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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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社務開始往下滑，甚至面臨倒社，頗令指導老師及老社友擔心。

依據慧炬執行長周寶珠所言： 

很多道場進入到校園，然後去輔導這些社團，後來變成是道場的

社團，變成道場的社團之後，其實道場都希望說，你不要亂跑，

你就到我的道場來就好了。所以有變成另外一種趨勢，變成道場

或背後的一個大財團之類的社團，就不太跟其它的社團互動。6
 

所以，在中期的這段期間，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衰微期是學生自組

的社團及小道場的營隊。相對，大道場的社團或營隊是屬蓬勃的發展。 

3、現況的瓶頸 

（1）佛學社團人數減少之現象 

針對大環境的改變、新世代大學生的思維模式、狀態懸殊很大。再

加上新興宗教等的競爭。現今，不只是佛學社團或青年營隊面臨人少的

問題，連同一般大學的社團，甚至很夯的熱舞社都面臨倒社，倒了不久

那邊又起一個新社團，起不久，不到三個月又倒。感覺現今的大學社團

經營上都不長久。大學生自由的時間，都是在一二年級的時候，大學三、

四年級後，就會比較忙於實習、打工、專題、論文等。 

現今各個佛學社團，面臨的處境極為相似，存在的也是很辛苦的撐

著。除了少子化的因素，同時也面臨大環境的改變，導致人數大量減少，

發心的幹部有限等問題。因此，社長要不斷地調整社務和自身課業之間

的平衡，並付出更多心力經營。 

（2）世代交替與溝通之差距 

由於佛學社團人數減少，面臨休社、倒社之問題。校友會的老學長

                                                 
6
 周寶珠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慧炬雜誌社，日期：105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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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忍，積極的發動其餘的老學長們回來投入。筆者田調發現，現世代

許多佛學社團中間的斷層與差距隔膜相當大。筆者推測因素有二： 

其一、早期這一群佛青畢業後，各自都在拼事業或為家庭而忙。只

有一部份在校任職的學長姐，偶爾回來關懷，但也沒有太多的時間給於

輔導。 

其二、能回來投入關懷，已到六十餘歲的退休年齡。互動方式，都

以早期的模式：讀經、看經、禮佛、拜佛的比較多。以現今的年輕朋友，

比較會認為：「我們是不同世界，不同時代的人」。 

其三、年齡參差不齊的幹部：現今許多大學裡，都有中、老年的長

者入校讀書，也參加佛學社團，甚至成為幹部之一。因此，難免出現如

上的問題：隔代的溝通，以及新一代的青年不願加入等等問題。 

有鑑於此，不同世代的觀點，不同價值觀的衝擊，學長姐們沒辦法

用現在年輕人聽得懂的方式來互動。有一段期間，造成老學長與現在學

的學弟妹，在年齡層次、思維模式與溝通上，都有一大段的差距。各自

在理念與執行上，相當有隔合。 

如同筆者田調，訪談台大晨曦學社及中興智海學社的老學長們，都

面臨無法達至共識的問題。現任的社長們，也感受老學長們的熱誠，同

時也知道他們不知從何下手協助的無奈感。之後，各佛學社團許多老學

長們都給於尊重，從內部的投入，退為第二線，在幕後資源上的支持（如

財力、師資與硬體設備上的提供）。 

（3）佛教營隊不穩定之現象 

現世代「佛教營隊」的處境與「佛學社團」的處境差距不大。筆者

田調發現，北部的西蓮淨苑的大專青年念佛會，暑假所主辦的修學營隊

也僅有二十餘位，其住持惠敏法師所言：「二十多個也要照辦啊！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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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最少也只有八個，但是還是要繼續，這是一種堅持。」7
 

以中部而言，曾吸引一大批青年學子參加的台中「明倫講座」，已

大不如前，而隸屬台中蓮社的老學長及社團指導老師們，為了吸引大學

生們的參加，只得各自掏腰包以獎學金（暑假一萬元，寒假五千元）方

式來招生。如同台中等觀學社（2014年）社長林昭妏言： 

其實「明倫講座」，我們會以獎學金的方式來推薦，就是去參加

的話，給你一筆獎學金，寒假八天的話大概六千，暑假大概會到

一萬。有點像打工，因為其實很多學生他不會想要去參加什麼講

座，他會想要打工之類。我們主要是透過這個機會，希望可以去

聽聽看，說不定，會有不一樣的改變。參加完之後，要有一份心

得，定期參加社課才會給。因為我們希望是能留住人才。8
 

相對，南部香光尼僧團所主辦的各項營隊，也因為報名人數反應不

佳，而陸續停辦。當前，無論是各宗教道道場的青年營隊與佛學社團在

運作上，都面臨著無青年人加入的內外問題與挑戰。 

（二）興衰中，逐漸露出轉機的現象 

1、新世代青年學子，主動參與、投入、成立「佛學社團」 

（1）佛學社團的復社、創社 

筆者田調發現，在 2011 年起，有部份的大專院校，為了培養學生

的第二專長，開始將大學社團列為必修課，做為大學部的畢業門檻。9
 

                                                 
7
 惠敏法師口述，筆者訪談，地點：法鼓山文理學院校長室，日期：105年 1月

23日。 

8
 林昭妏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中科技大學教室，日期：105年 12月 28日。 

9
 蘋果報導，〈台師大首創玩社團，也可拿學分！〉，http://www.appledail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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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近二年來，開始有佛學社團復社或創社，如華梵大學「覺

有情社」在 2015年 11月轉型復社，以「服務性質」呈現。玄奘大學「清

涼禪學社」2011年活動停滯一學期，之後復社並在 2012年轉型，以「學

藝性質」呈現。2013 年，隸屬佛光道場佛光大學的「香海社」，轉型為

「三好學社」後，反應尚佳。接著，輔英、崑山、吳鳳、南華等大學也

跟著改為「三好學社」。甚至，2014年在仁德醫專，成立了「三好學社」。

相對，向來嚴謹軍事院校，即在 2015年 9月成立了帶有佛教色彩的「佛

學社團」。 

佛學社團重新復社與創社，顯然知道還有許多大學生，想在佛法上

得到心靈成長的慰藉，人生方向的引導、以及服務人群的需要。其次，

把社團列為畢業門檻，也佔點關係，但是，明顯還不大。 

（2）「慧炬粥會」重新開啟，串連各佛學社團的聚會 

「慧炬粥會」在十五、六年前已停辦。2011年 1月 15日，再次開

啟舉辦，但效益不大，一直到 2016才再次開啟辦（算是第二次）「慧炬

粥會」及佛學社團聯誼活動。依據周寶珠所說： 

「慧炬粥會」大概是一九九幾年就停辦了。而這一次（2016年 1

月 10 日）是我們恢復「慧炬粥會」的第一次集會。其實在幾年

前，我們有恢復一次（五年前，2011.1.15），純粹只找回一些佛

學社團的同學來聯誼，可是挫折感很大。……雖然可以找回早期

還存在的社團，比如：中興智海學社、輔仁大千社，但他們都已

是台中蓮社的系統，很堅持不接受外面的，完全以他們體系為

主。……那師大跟晨曦就是跟慧炬的互動比較好。 

去年，因為「曉鐘生命哲學社」（在《慧炬》協助下，於 2015.9.26

成立），我們就跟這個輔仁大千社就有比較接近一點。例如吳○○

                                                                                                                   

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105/36309162/，2015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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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輔仁大千社的幹部，他覺得說為什麼我們只能研讀《淨土文

抄》，為什麼只能到「台中蓮社」？他覺得說「曉鐘生命哲學社」

辦的專題講座，很有特色，為什麼我們不行？而道場都希望你不

要亂跑，你就到我的道場來就好。10
 

此如前文所敘，1990年之後，由於佛青的一股風潮，很多道場進入

到校園輔導已成立的社團，之後形成了另外一種趨勢，變成在校成立道

場社團，或因為受輔導關懷而形成道場社團後，比較不太與其它佛學社

團交流。 

2016年 1月 10日，筆者受邀再次開啟舉辦的「慧炬粥會」，首次見

識「佛青們跨校交流」及「各校友熱情參與支援後輩佛青」的溫韾場面。

當日，現場除了慧炬機構莊南田董事長，臺大晨曦校友會、早期各佛學

社團的學長姐，也包括來自五所大專院校佛學社團——臺大晨曦學社、

國防醫學院曉鐘社、師大中道社、玄奘清涼禪學社、輔大大千社的佛青

與畢業校友、慧炬董理監事，以及貴賓共約五十餘人與會人員。這一場

再次開啟舉辦的「慧炬粥會」的因緣，串聯了各佛佛學社團有了更進一

步的認識。 

現今資訊發達，各校佛學社的佛青們，已經不再像早年交流方式。

彼此間都會私下互相交換 Line、FB 交流，分享佛學社的運作與心得，

保持群組上的對話。甚至跨校交流，跨社合作聯合辦出遊、成長營隊、

大型佛學講座等等。這可說是現今佛青學佛的另外一種趨勢。筆者也認

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再把青年學佛運動復興。但是，這必然需要一

段時期的策劃與執行的大工程。 

2、佛教道場「青年營隊」的重開啟 

                                                 
10

 周寶珠口述，筆者訪談，地點：台北慧炬雜誌社，日期：105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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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田調發現，佛教各道場的「青年營隊」隨著大環境及各種因素

下，歷經「創辦、停辦、轉型、復辦」的四大段階，見【表一】。 

從【表一】明顯看出，這幾個佛教道場青年營隊復辦的時間，都在

2010年開始復辦。比較明顯，斷斷續續主辦是「佛光山」與「香光慧青

中心」的營隊。 

【表一】：佛教道場「青年營隊」的「創辦、停辦、轉型、復辦」 

道場 創辦時間 停辦 復辦、轉型 停辦 復辦、轉型 
停

辦 

佛光山 

1969～1975 

佛光山佛

學夏令營 

1976 

1977～1979 

佛光山 

佛學夏令營 

1980～ 

1985 
1986佛光山夏令營 0 

1987～ 

1992 

1993.03～1995.07 

北海道場佛學子冬

令營 

0 

1996～ 

2000 

封山 

2009 不同性質的

營隊 
0 

2010～2016 

國際青年生命禪學

營 

0 

香光慧

青中心 

1985～1991 

大專青

年學佛

夏令營  

1991

～ 

1999 

2000～2005 

新鮮人學佛

營 

2006年 

身心自在營 

2007～ 

2009 

2010 香光身心自在

營 

2012～迄今 

香光智慧青年營隊

(暑) 

香光淡定自在營

(寒) 

0 

佛教弘

誓學院 
從無主辦營隊 

首次開辦 2012迄今 

（今為：觀自在青年

成長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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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慈

青心靈

成長營 

1992年成立迄今，2000年期間只有人數減少，但從未停辦過。 0 

法鼓山 

1994～1998 

大專青年學

佛會 

0 

2000 

大專青年會 

0 

2006～2011 

大專卓越禪修營 

0 

1997～1998 

青年學佛

營隊 
2001～2005

大專青年 

禪修營 

2012迄今 

卓越．超越青年成

長營、夏季、冬季

卓越禪修營 

1998～1999 

青年服務

團隊 

福智 
大專青年生命成長營 

1998成立迄今，從未停辦過，相對人數不斷的增加。 
0 

（筆者製表） 

「香光慧青中心」的營隊，2010 年再次重新籌辦營隊，2012 年開

始轉型，分為寒、暑假的「智慧青年營隊」、「淡定自在營」。相對，同

樣是女眾道場的佛教弘誓學院，一向來都在作「金字塔頂端」的進階佛

法講授與研究，也在同一年，首次主辦「觀自在青年學佛營」（現改為

「觀自在青年成長營」）。 

小道場經營的營隊，還不至於得到熱烈回響。而成為全球知名、最

具國際熱烈回響，逾千名大專青年報名是，佛光山 2010 年主辦，具有

宗教色彩的「國際生命禪學體驗營」。其次是福智基金會，具無宗教色

彩，打著「生命教育」招牌，以「生命或心靈成長」的口號，主辦「大

專生命成長營」因此，從 1998 年開始至今，福智的營隊一直以來都無

斷層，報名人員不減，反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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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大道場的營隊，各有各的方式來激發起青年的生命熱情，因此，

有千餘人報名的營隊。但福智的生命成長營，開放國外青年參加有限制，

而以台灣大專青年的成員為主。相對佛光山的營隊，其目標市場在國際，

每個國家有限定人數，通常來參加成員主要都是來自各國分院道場為

多。這些青年朋友都是親友師長、同儕邀約為多，其次是主動報名，都

是從網路或海報的管道。 

佛教道場「青年營隊」的重新開啟，能吸引上千餘名的大學、碩、

博士生學員報名參加，筆者認為主要因素有： 

1、資源豐富：人數龐大，經濟力雄厚，社會服務方面的績效也大

為提高 

2、課程活動：具多元、現代化，對生命成長有啟發與幫助， 

3、後續接引：參加活動後，互動引導連結其他青年活動。 

4、道場分佈多：在全球各地區域，透過各分院信徒推薦或廣告宣

傳。 

5、大專院校道場信徒多：在大學里都有教職員的信徒或佛學社團。 

6、道場紮根深，無斷層：接引老、中、青、少年教育較容易。 

7、具有國際交流平臺：藉由交流，提升認知與國際觀，共同成長。 

整體可見，現今，台灣大多數的青年對於「宗教」並無持完全排斥、

反對的態度。相對，選擇活動豐富度、對生命成長有啟發與幫助的活動

加入。這段期間，接引年輕人學佛，算是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一個轉機

的復萌期，但復萌期只有短短六年的開始，還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這關

鍵到現世代面臨的挑戰有關。 

五、結論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文化或團體，都會面臨興衰起落的考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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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每一時期所面對的考驗課題都不同。但是，在實質上都是同

等，無法永遠保持在高峰期。每一次的考驗，無非是在解決、克服與超

越有限性，創造新的機會。如同本研究的發現、現今開始有佛學社團跨

校、跨社團，互相觀摩、切磋的發展合作，佛教青年營隊的重啟，明顯

看出，現今的「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另一種趨勢，還處於不穩定的狀

態。 

然而，「佛學」或「學佛」的定義不一樣。「佛學社團」在大專院校

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學生們有機會能透過這個管道，來認識佛教，瞭解

佛法知識，不是純粹的宗教信仰，而是探索價值觀的學問，建立穩定正

向的人生價值觀的一個平臺。 

「佛教青年營隊」的功能在於，現時代動態性的娛樂太多，容易讓

人心浮躁。然而，大學生的階段，是成長的磨合期，面對現前動盪的環

境，對未來人生挑戰也會感到茫然？因此，偶爾也會想讓自己心靈沉澱、

尋求心靈的輕安與自在。期待有一個管道或機會，在面對生命的改變，

學會轉換角度來思考，安頓心念和位置的方法。 

因此，二者扮演的角色及功能，都能引導青年學子正確的佛法觀念，

回到生活原點，瞭解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重新去思考生命的價值

觀與人生的規劃。而現今，佛學社團和佛教營隊等活動，都要隨著這大

環境應變與生存，尋求新途徑，開創新世界的力量，策劃更有效率的各

類多元課程、營隊等，呈現佛教青年市場活躍的樣貌，引發現時代的年

輕族群的興趣加入。 

有鑑於此，筆者認為可以試著不同層次的轉變來接引。探討在多元

化社會與網路文化興盛的形勢下，如何接引 E世代青年學佛。如不要把

佛教標籤化，重新站在新世代青年的思維模式與需求思考，迎和現代議

題來策劃、包裝，再把有深度佛法內涵，攤開給青年看，去吸引真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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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深度的青年。倘若如此運作，相信會有愈來愈多青年學子，提高對

於佛教活動之吸引度，紛紛湧入佛教的行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重興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筆者比較不

建議大專青年侷限在某個道場，成為某個道場的附屬團體，喪失自主性

與多元空間。如同昭慧法師在佛教弘誓學院每一屆的青年營隊，對青年

們所講的一句話：「培訓青年學佛，不是為了自己道場能用，而是秉持

為佛教、為社會所用，讓青年散到各地幫助大眾的理念」。11
 

筆者認為，每一個道場團體都有它的優勢，所吸收的青年層次都不

同。倘若各寺院道場培養青年，不僅為了自己道場能用，也為佛教注入

新血將佛法種子傳播下去幫助更多人，能間接為佛教帶來一份生機、一

份朝氣，減少寺院道場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沉重觀感，相信台灣大專青年

學佛運動才能復蘇發展。 

以上僅之建議，希望能助於對應相關經營之策略。期待不穩定的轉

機，能給於當代台灣大專青年學佛運動帶來希望。並且，青年學佛運動

不但能自利利他，更對大社會有積的助益，而社會也需要宗教來促進穩

定發展。所以，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的存在，有利於青年學子，更對社會

有間接的貢獻。 

 

 

  

                                                 
11

 佛教弘誓學院，《第一屆「觀自在青年學佛營」學員手冊》（桃園：佛教弘誓

學院，2012年 7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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