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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華嚴大學是近代華嚴教育的代表。在月霞法師的不斷努力下，雖然存在時間

較短，並且多次進行了遷址，可謂是經歷諸多磨難，但是華嚴大學的影響是非常

久遠和廣大的。不但培養了大量的華嚴學人才，為華嚴義學的傳播做出了巨大的

貢獻，而且身為第一所弘揚華嚴義學的佛教大學，其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對之後

弘揚華嚴義學的佛學院起到了良好的典範作用。華嚴大學是民國時期佛教復興的

代表，也是華嚴學發展的關鍵一環。 

從哈同花園到海潮寺，又到九華山，華嚴大學在複雜的民國環境下艱難創辦，

在法師及居士的努力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弘法僧人。華嚴大學的辦學制度和課

程設置為之後的佛教學校提供了優秀的範本。華嚴大學不僅為近代華嚴僧教育開

啟了先河，更促進了華嚴義學的發展，更新了民國佛教的風氣。 

關鍵詞：華嚴大學、創立和變遷、概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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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關於華嚴大學的專門性著作尚未出現，華嚴大學的相關研究只是零星地散

落在關於民國時期佛教發展的著作中。釋東初法師的《中國佛教近代史》中，通

過月霞法師和羅迦陵居士的記載可以還原華嚴大學的一些史實。遊有維先生的《上

海近代佛教簡史》中，在介紹近代上海佛教團體時，對華嚴大學做了簡單的梳理。

陳兵先生、鄧子美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中，介紹月霞法師復興華嚴宗時，

簡單介紹了華嚴大學。麻天祥先生的《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中，有小篇幅

地介紹華嚴大學。 

對華嚴大學研究比較詳盡的論文包括：李明學者的《民國時期僧教育研究》，

對華嚴大學以及月霞法師一脈的華嚴僧教育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張珊珊學者的《月

霞法師復興華嚴之研究》從月霞法師的角度研究華嚴大學的概況以及變遷情況。

韓朝忠學者的《近代華嚴僧教育之研究》對華嚴大學的辦學內容、變遷情況以及

之後華嚴僧教育發展進行了研究。 

由此看來，華嚴大學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專門性研究仍然欠缺，專門

著作尚未出現，論文中的華嚴大學相關內容也是作為民國僧教育的一部分，並未

專門對其進行研究。華嚴大學雖然存在時間短，但其影響以及意義重大。華嚴大

學是由月霞法師在烏目山僧、及狄耿青等居士的建議下，於 1914（民國 3 年）在

上海哈同花園創辦的第一所弘揚華嚴義學的大學。民國時期是佛教的一個復興時

期，佛教教育、報刊、慈善等發展極為迅猛，為華嚴大學的創辦創造了良好的基

礎。華嚴大學作為華嚴義學發展的關鍵一環，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不可撼動。

筆者從五個部分對華嚴大學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一、華嚴大學建立的社會背景；

二、華嚴大學的創立與變遷；三、華嚴大學的概況；四、華嚴大學「消失」的原

因；五、華嚴大學的影響。 

一、華嚴大學建立的社會背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的佛教發展面臨一系列的問題。國家形式嚴峻，難

以給佛教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基督教的逐步滲透發展也給佛教發展帶來了巨

大的打擊。以及佛教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民國僧眾眾多，「統是以觀，則佛教信

徒多或全國十分之八九焉，少亦全國十分之六七焉」1，但是僧眾素質低下。首先，

許多僧尼出家的原因就是躲避戰亂，能夠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對於佛學理解的很

少。其次，由於戰亂等問題，僧眾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自身素質得不到提高。最

後，許多僧眾不講究自身修為，反而實踐過渡化地經懺，以此養家糊口。 

                                                        
1 一乘，〈中華民國之佛教觀〉，《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

集成‧第 1 卷》，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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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種種問題的出現，許多仁人志士就為佛教發展尋找出路。「20 世紀佛教

文化繼晚晴佛學伏流揚波而起，彙聚成滌蕩全國的大潮，發出震撼神州大地的海

嘯。寺僧、居士、學者，分頭並進，研習佛理，興辦學校，弘揚佛教文化，熔鑄

新的人生哲學。這是在唐代佛教文化鼎盛之後的又一次研究佛學的空前盛況」2，

佛教界諸多人士認識到需要自己站出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於是大批僧人、居士開

始行動，為復興佛教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法師們四處奔走講經，並提出佛教要

復興就需要改革。居士也紛紛出資組織刻經和創辦報刊，「居士是中國近代佛教

復興運動的啟動者、奠基者；居士是推動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中堅力量；居士是

近代佛學研究的重要力量」3。例如楊仁山居士畢生致力於佛教文化事業，搜集古

德佚書、刻經和流通佛典，創立金陵刻經處等。另外佛教相關的書局、報刊創辦，

例如《佛學叢報》《佛學月報》《海潮音》等，對於佛教的普及起到了極為重要的

作用。 

法師和居士、學者在進行佛教改革中，逐漸意識到要想根本促進佛教發展，

需要培養僧材，於是全國掀起了僧教育之風。例如楊仁山先生創辦的「衹洹精舍」，

是較早的僧教育學校。基於這個背景之下，月霞法師在上海創辦了華嚴大學。「上

海的僧侶教育，自 1914 年月霞法師在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開始」4，華嚴大學在

這樣一個佛教復興的大背景之下應運而生，反之又推動了佛教的傳播和發展。 

二、華嚴大學的創立與變遷 

華嚴大學在月霞法師以及上海佛教界人士的幫助下在哈同花園建立，先後經

歷了遷往杭州海潮寺，又擬遷入九華山東崖寺，未果解散，最後月霞法師想在常

熟破山興福寺續辦華嚴大學，可惜隨著法師圓寂，遷址擱淺。 

（一）華嚴大學創立 

1、客觀基礎 

「辛亥革命（1911 年）至『八·一三』（1937 年）抗日戰爭二十六年之間，是

上海佛教全面大發展時期，同時也形成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中心，因此，上海在

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就變得很重要了」5。上海交通便利，對外交流也便利，佛教

在日本發展的很好，許多留學日本的學者和學生，回國後大都居住在上海，進行

佛教研究，所以在上海掀起了一陣研究佛教的熱潮。加之一大批居士和學者對於

                                                        
2 麻天祥，《晚晴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頁 52。 
3 何宗旺，〈居士與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運動〉，頁 86-88。 
4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 142。 
5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 62-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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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支持，促進了佛教在上海的發展，也為佛教研究提供了一個好的環境。佛

教相關的書局、報刊在上海創辦，例如《佛學叢報》《佛學月報》《海潮音》等，

對於佛教的普及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上海是中國佛教的中心，上

海近代佛教在民國年間佛教復興運動中居領導地位」6。這為華嚴大學的創辦提供

了一個適宜的土壤。 

哈同花園女主人羅迦陵「請月霞法師講演諸經，茲擬於今年之秋，大闡華嚴，

訂期三載」7，可又見「竊念聽眾雖不乏人，惟鄉無專門學校提倡」8。正值月霞法

師有創辦華嚴學校的想法，但苦於「四眾人士大半因經費支絀，以致研究維艱」9。

於是羅迦陵「聞經發心」10，在自己的花園內增設「校舍三十餘間，招集法眾安居

誦習，凡所須用一切供給」11。羅迦陵以及其哈同花園為華嚴大學的建立提供了物

質基礎。 

2、主觀基礎 

在客觀條件具備的基礎上，華嚴大學的創辦離不開法師以及居士的主觀推動。 

月霞法師為創辦華嚴大學的頂樑柱。「華嚴一宗，自清乾隆年間通離以來，特

別是太平天國之後，幾乎絕響，月霞以禪門宗匠，精研《華嚴》說法一百餘會，

培養大批佛學人才，為重興華嚴宗做出了重大貢獻」12，月霞法師是民國時期弘揚

華嚴的關鍵人物，並且被認為是「當時國內第一流法師」13。月霞法師的一生都在

為佛教以及華嚴的弘揚貢獻自己，「深入闡發弘揚賢首教理者首推月霞」14。月霞

法師曾到多出講經，頗具聲譽。1906 年，受孫中山先生等人邀請到日本東京講《楞

伽經》《維摩經》《圓覺經》等大乘經典。1908 年受楊仁山居士邀請到金陵的衹洹

精舍講學，之後在 1909 年於江蘇籌辦僧立師範學校。這也為之後創辦華嚴大學積

累了一定的經驗。 

                                                        
6 吳平，〈上海近代佛教的分期與特色〉，頁 109。 
7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 
8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 
9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 
10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11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 
12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頁 80-85。 
13 李明，〈民國時期僧教育研究〉，頁 47。 
14 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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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大學的創辦除了月霞法師的努力以外，還有一些在上海活動居士推動，

例如：烏目山僧——黃宗仰、狄楚青等眾居士的功勞。 

烏目山僧——黃宗仰，又名黃中央，被梁啟超譽為「我國佛教界中的一流人

物」，在近代史上為推動佛教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1892 年，由知客僧升任監院

的黃宗仰，接待了前來金山寺進香的上海富商哈同及其夫人羅迦陵」15，哈同夫婦

和黃宗仰的結識為華嚴大學在哈同花園地開辦創造了條件。羅迦陵欽佩黃宗仰的

佛學造詣，所以「慕名皈依，執弟子禮」16。幾年之後，哈同夫婦決定建造一座花

園，便聘請黃宗主持園中的經堂建造。這座花園就是之後華嚴大學所在的哈同花

園，又叫愛儷園。花園建成之後，黃宗仰就留在了哈同花園，之後由羅迦陵出資，

黃宗仰及一些僧客組織校刊《頻伽精舍大藏經》，從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佛

教史上應有的歷史地位」17。這樣哈同花園就成了上海僧眾和居士聚集地之一。烏

目山僧認為復興佛教「惟復古清規，與新教育，為不二之法門」18，同時也認同「教

育者尤為培養人才之元素」19，這與月霞法師觀點一致。烏目山僧也是羅迦陵和月

霞法師之間的橋樑，為華嚴大學在哈同花園成功創辦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1912（民國 1 年）月霞法師在洪山講楞嚴經，黃宗仰與狄楚青、濮一乘等居

士一同前往，黃宗仰並賦詩一首20。當時月霞法師正在上海「邀請各報館主筆為佛

教興輪之護持」21，之後受狄耿青居士邀請，月霞法師在《時報》館樓上將《大乘

起信論》。之後在烏目山僧以及狄楚青等居士的推動下，月霞法師到哈同花園內講

經，得到了羅迦陵居士的資助，創辦了華嚴大學。當時上海的居士對月霞法師極

為仰慕，積極為其組織講經和弘法活動。 

1914 年，在哈同花園的華嚴大學開始招生，於當年春天發放招生簡章。持松

                                                        
15 沈替，《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頁 20。 
16 沈替，《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頁 21。 
17 沈替，《出世入世間：黃宗仰傳論》，頁 173。 
18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第 1 卷》，頁 36。 
19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第 1 卷》，頁 36。 
20 烏目山僧：〈聽月霞法師講愣嚴了義，賦呈狄楚青、濮一乘、陳彥通、方重審諸君正和〉，《佛學
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1 卷》，頁 159。 

內容：松浦潮汐靜，春過穀雨天。晴旭撥印翳，萬卉爭華妍。遠公匡廬至，頹伽開經筵。結跏平等
座，愣嚴義敷宣。勝因法會集，淨侶來聯翩。阿耨楊枝水，飛流潤大千。五空亭萬有，塵海垂青蓮。
卐字花光湧，梵音烏語闐。十番辨見地，七處征心淵。法起仗境執，境由心妄牽。心寂法無立，法
爾心不偏。心法既雙遣，一真脫使纏。根塵識俱幻，性覺妙隨緣。見見不能及，明明非自然。七大
真空性，三種智圓。諦觀第一義，如是呈現前。會中推龍象，一乘與葆賢。長者有方叔，居士號鶴
年。彥通及重審，鹹荷宏法肩。析疑瞻佛頂，請益心彌虔。願解如實理，妙契絕言詮。芯芻無漏眾，
正覺皈依先。其餘清淨士，受持白業堅。慚餘黏夙習，猶耽文字禪。 
21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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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也提到過「乃於甲寅春，複之歸元寺。聽安可法師講楞嚴經，不能解。適座

間有人傳示簡章，知先師月霞和尚創辦華嚴大學於滬上愛儷園，欣然束裝投試，

幸蒙攝受」22，其中甲寅年就是 1914 年。發放簡章之後，在 1914 年秋天正式開學。 

（二）華嚴大學變遷 

1、遷出哈同花園 

華嚴大學創辦為僧眾提供了一個能夠學習的穩定環境，不幸的是「約兩月餘，

有異教人某從中作障，遂中止」23，開學僅僅不到 3 個月便被迫停止。南亭法師曾

經提及「哈同夫人身邊有個基督教徒，叫姬覺彌，挑唆哈同夫人說，『學僧們每月

初一、十五皆向老法師禮拜，你是苑主，照理也應該向你禮拜。』哈同夫人就向

月老提出這個要求，被月老罵一頓。華嚴大學也因此而解散了」24。哈同夫婦要求

學僧禮拜是華嚴大學遷出哈同花園的導火索。但是導致其結果是需要一段過程

的，這就與提到的異教徒有關。 

至於異教徒是誰，韓朝忠學者猜測「異教徒『某』應該指的是姬覺彌」25。但

是，筆者認為姬覺彌並不是基督教徒。姬覺彌，本姓潘，名林，佛號佛陀。「羅迦

陵篤信佛教，潘林自稱佛徒，爾後黃宗仰為他取號佛陀」26，然後自己改姓為姬，

名覺彌，並且「早年篤信」佛教，新中國成立後，曾以「知名佛教信徒」27自居，

根據與哈同夫人有交往的廖克玉先生稱：「姬覺彌是個和尚」28。姬覺彌在民國二

十六年分別發表過〈大智度論敘〉29和〈瑜伽師地論敘〉30。這都表明他並不是一

個基督教徒，而是一個佛教徒。但他又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純正的佛教徒，他只是

為了討好哈同夫人羅迦陵，才自稱為佛教徒。在姬覺彌發表〈大智度論敘〉和〈瑜

伽師地論敘〉之前，羅迦陵也發表過〈瑜伽師地論敘〉31和〈大智度論敘〉32。 

                                                        
22 持松法師：〈自述〉，《覺有情》，1941 年，第 3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
‧第 61 卷》，頁 167-168。 
23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24 南亭：〈中國華嚴宗概況〉，收錄於範觀瀾《華嚴文匯》，頁 276。 
25 韓朝忠，〈近代華嚴宗僧教育研究〉，頁 138。 
26 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 794。 
27 周家珍，《20 世紀中華人物名字號詞典》，頁 317。 
28 陳鴻祥，《王國維與近代東西方學人》，頁 451。 
29 姬覺彌，〈大智度論敘〉，《佛學月半刊》，1937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
集成‧第 55 卷》，頁 378。 
30 姬覺彌，〈大智度論敘〉，《佛學月半刊》，1937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
集成‧第 55 卷》，頁 394-397。 
31 羅迦陵，〈瑜伽師地論敘〉，《佛學月半刊》，1931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
獻集成‧第 55 卷》，頁 377。 
32 羅迦陵，〈瑜伽師地論敘〉，《佛學月半刊》，1931 年，第 21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
獻集成‧第 55 卷》，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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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華嚴大學遷出哈同花園，並不全是因為這個姬覺彌，他只是一個導

火索。在哈同花園內，主人畢竟是哈同和羅迦陵，姬覺彌身為一個總管，即使有

想法也沒有能力隨心所欲。所以其排擠走華嚴大學，創辦倉聖學校，也是順應了

主人的心意。哈同在上海過的風生水起有一部分原因是看時局看的準確。1914 年

正值袁世凱復辟，全國上下掀起復古潮流。哈同身為商人，政治眼光是必須具備

的，又加上月霞法師曾經因為在京的言論，遭到袁世凱的憤恨，所以哈同便想方

設法讓月霞法師離開。因為烏目山僧也與革命派有關聯，姬覺彌於私心趁機排擠

走了黃宗仰。這樣華嚴大學失去了得力的助手，加之哈同花園之內也並不適合學

校繼續辦學，月霞法師便帶著華嚴大學搬走了。之後哈同和姬覺彌便順應復古之

風，創辦了倉聖明智大學、中學、小學和女校，「還仿照古禮祭祀倉聖」33。所以

哈同的私心是華嚴大學遷出哈同花園的關鍵原因。 

2、遷往杭州海潮寺 

華嚴大學搬出哈同花園之後，遷去了杭州海潮寺。關於華嚴大學中止時間記

載在持松法師「約兩月餘，有異教人某從中作障，遂中止。法師為法心傷。甚至

淚如雨下者不知凡幾也。幸滬上護法居士諸山長老，議遷學於杭州海潮寺」34，具

體的遷出哈同花園的時間沒有提，但是可以得出是開學兩個月有餘搬出哈同花

園。按照華嚴大學開學時間為 1914 年秋初，兩月有餘應該到了秋末冬初，也就是

華嚴大學離開哈同花園的時間在 1914 年秋末冬初。 

華嚴大學從上海哈同花園遷出，月霞法師以及學僧們並沒有立即搬去杭州海

潮寺，而是暫時停留在上海留雲寺。上海留雲寺作為杭州海潮寺下院，留雲寺的

住持「應乾和尚護持之」35，極力邀請月霞法師及全體師生「遷至留雲寺暫住」36。

受應乾法師邀請先到留雲寺暫避是最好的選擇，也為繼續尋找辦學地點做簡單準

備，有一個緩衝期。其次，經過月霞法師、留雲寺住持應乾法師、杭州海潮寺住

持虛孔法師商議決定，華嚴大學遷至海潮寺，月霞法師負責教學，海潮寺提供屋

舍，留雲寺負責經費，這為華嚴大學繼續辦學提供了保障。 

月霞法師及學僧們在上海留雲寺暫留之後，於「民國三年冬」37將前身為華嚴

                                                        
33 李道昌，《大冒險家哈同》，頁 28。 
34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35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36 朱少偉，〈留雲寺滄桑〉，《漸宜齋劄記》，頁 219。 
37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

‧文化》，頁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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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中華佛教華嚴大學」建設在「浙省望江門外海潮寺」38。中華佛教華嚴大

學於「十二月初八日開校肄業」39，並「用稽大乘密藏，講說方廣華嚴詳訂約規，

以自利利他為行，博采程範，以修觀習教為宗」40辦學，為華嚴義學發展和傳播培

養僧材。 

3、遷出海潮寺，擬遷至九華山 

中華佛教華嚴大學開辦兩年，僧材教育「漸臻發達」41，月霞法師於 1916（民

國 5 年），提議遷出浙江海潮寺，擬遷至九華山東崖寺。 

海潮寺關於遷出海潮寺的原因，首先海潮寺「地近城市，過於喧囂」42，月霞

法師認為僧校應該以清淨為基礎。其次，安慶迎江寺邀請月霞法師傳戒，法師剛

離開杭州到安徽，就有軍隊駐紮在海潮寺，軍隊的駐紮對於華嚴大學繼續辦學是

不利的，是華嚴大學遷出海潮寺的直接原因。 

於是月霞法師與東崖寺住持心堅法師「接洽商妥」43，「擬遷移安徽青陽縣大

九華山東崖寺」44。並囑咐其弟子智光法師，遷至九華山，雖然智光「承旨，率眾

抵至九華山」45，但法師因為身體原因「以胃疾復發，未果」46，華嚴大學沒能繼

續辦下去。 

4、後續發展 

1917（民國 6 年）月霞法師應「破山主錢氏之情」47到常熟興福寺邀請任住持。

                                                        
38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

‧文化》，頁 741。 
39 〈內務部致浙江巡按使咨（9 月 6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

輯‧文化》，頁 741。 
40 〈浙江巡按史屈映光致內務總長咨（8 月 2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

編‧第三輯‧文化》，頁 738。 
41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

‧文化》，頁 741。 
42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

‧文化》，頁 741。 
43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

‧文化》，頁 741。 
44 〈安徽省長倪嗣沖致內務部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

‧文化》，頁 741。 
45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46 持松，〈月霞法師傳略〉，《覺有情半月刊》，1942 年，第 62、62 期合刊。黃夏年主編，《民國佛
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89 卷》，頁 70。 
47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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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率學生十餘輩，至常熟破山興福寺，見其地幽靜」48，想繼續創辦華嚴大學。

可惜未及百日，月霞法師胃病復發之後於 1917 年圓寂，續辦華嚴大學的事情也被

擱置。月霞法師圓寂後，興福寺由其弟子持松法師親受法印傳燈。持松法師於 1920

（民國 9 年）夏在興福寺創辦華嚴大學預科，這也算華嚴大學的延續。但是由於

資金供應不足，於 1921（民國 10 年）冬結束。 

華嚴大學創辦及發展頗多曲折與艱難，但是由於月霞法師不斷堅持以及應慈

法師鼎力相助，華嚴大學堅強地培養了一匹優秀僧眾。之後華嚴大學第一批畢業

生的繼承師志，在各地開辦或任教佛教大學。了塵法師和戒塵法師於 1921（民國

10 年）年，在湖北漢口九蓮寺創辦華嚴大學；1924（民國 13 年），慈舟法師和戒

塵法師應常熟興福寺主持惠宗法師邀請，任教於法界學院；應慈法師於 1925（民

國 14 年）應常州清涼寺主持靜波和尚邀請，創辦常州清涼學院等。 

三、華嚴大學概況 

華嚴大學以「提倡佛教，研究華嚴，兼學方等經論，自利利他」49為宗旨。華

嚴大學的創立目的是提倡佛教，側重點在華嚴經學，其他經論作為輔助。「自利利

他」是當時提倡佛教教育的口號，烏目山僧也提到過在僧教育中「以自利利他為

先覺」50。正因為學校主要是研究華嚴，附加學習其他經論，所以定名為華嚴大學。

另外學校地址設在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花園內，也就是羅迦陵和他丈夫哈同所在的

愛儷園。華嚴大學計畫招收住宿生 60 人，其中包括 48 個正班生，12 個預班生，

不限制走讀人數。筆者將華嚴大學的其他概況分為兩部分：學校制度、課程設置。 

（一）學校制度 

華嚴大學在其招生簡章中，體現出其制定的相關制度和規定。並提到開學之

後便實行這些相關制度和規定，如需變動再進行商議。華嚴大學的規章制度主要

是對學生以及修學的要求，筆者將華嚴大學的規章分為學生要求和修學要求。 

1、學生要求 

（1）入學資格51： 

                                                        
48 持松，〈月霞法師傳略〉，《覺有情半月刊》，1942 年，第 62、62 期合刊。黃夏年主編，《民國佛

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89 卷》，頁 70。 
49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 
50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第 1 卷》，頁 37。 
51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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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人住過禪堂，品行端嚴，無諸嗜好。在家人具有居士資格者。 

文理通達，能閱經疏者。 

20-35歲。 

無分中外遠近地域。 

（2）入學介紹52： 

凡有志向來學習的人，除了具有入學資格之外，還需要帶以下兩種人的介

紹書信，經本校允許後才能入學。 

本埠在政商學界中，並為本校所認識的人。 

本埠各寺住持，為本校所認識的人。 

（3）獎罰53： 

學生應該遵守學校的各種規則；行檢純正，修業精勤的學生，由教習記錄

分數，月考、期考的時候總結分數。進步的優秀學生進行獎勵，有過錯扣

分的學生將進行處罰。 

獎勵：語言獎勵、實物獎勵。 

懲罰：語言懲罰、扣分懲罰。 

華嚴大學對於學生要求方面是比較嚴格的。從中可以看出，來學習的僧人要

具備基本的佛學知識，通過這樣的篩選，大大提高了前來報名的僧人的品質。對

於學生的年齡控制在 20-35 歲，再小一些的學生可能很難管制，再大一些的學生在

學習能力以及學習經歷上可能並不理想，所以這個年齡段是比較理想的，理解能

力和實踐能力都具備，有利於學習和領悟經義。全國範圍內的招生，不設置地域

的限制，意味著生源範圍廣泛，從而優秀僧人前來學習的幾率會提高。另外，華

嚴大學從源頭就排除了一些有可能濫竽充數的人，因為來學習的學生需要同時具

備政商學界和寺院住持的介紹信，能得到這些介紹信的僧人，其能力是具備的。

設置獎罰制度，不僅能很有效地管理學生，還能激勵每個學生向上、向善，指導

每個學生向好的方向發展。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1-132。 
52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2。 
53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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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學要求 

（1）學費54： 

學費、膳宿費、經書、紙墨等費、醫藥費均由學校資助。 

（2）年期55： 

三年為一修年期。 

（3）學期56： 

每半學年為一學期。 

（4）休假57： 

依世界通例，每週 6天上課，一天休息沐浴；不放寒暑假。 

四月初八和十二月初八日各放假一天。 

病假：凡有學生生病。經過校長允許，可請假到病堂治療。 

（5）畢業58： 

佛學本無止境，更沒有畢業可言。但如今依俗定三年為一個完整的修業期，

期滿為畢業。大考合格者頒發文憑，並推薦到其他地方以促進佛教發展。

大考不及格者，留校補習一年在進行考試，考試通過後仍頒發文憑。 

華嚴大學對於修學的要求也是比較嚴格的。從中可以看出，達到了華嚴大學

對學生的要求，並成功錄取的學生，學校不收取費用。從經濟上為僧材學習提供

了條件，學生不必因為經濟問題困擾，這樣可以讓學生更加安心和無雜念地學習，

對於學習品質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學生的修學時間是很長的，三年內不放寒暑

假，除了校長親自允許的病假之外，放假只在浴佛節和臘八節。並且每週用一天

沐浴休息，其實這一天只用上午沐浴休息，下午就進行作文。由此可以看出學生

                                                        
54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1。 
55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2。 
56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2。 
57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2。 
58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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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時間很緊湊，這樣對所學知識的鞏固和加深是很有必要的。學生在畢業考試

合格之後，方可得到文憑畢業，如果不合格，可以復習一年，等待第二年的考試。

華嚴大學對於畢業生的要求是高的，如果沒有達到必要要求，需要再學習再考試，

直到通過考試，達到要求才會頒發畢業證。 

華嚴大學的學校制度比較完善，對學生和修學都提出了比較嚴格的要求。學

僧的入學資格和憑證、學費、學期要求、獎罰、畢業等方面做出了詳盡的要求。

達到了從源頭優化學僧，從過程培養學僧，從結果成就學僧的辦學目的。 

（二）課程設置 

1、學年課程 

表 159 

 正班 預班 

第一學年 

讀經：華嚴教義並普賢行願品方

等，維摩經 
讀經：同正班 

講經：唐譯華嚴經 講經：同正班 

講論：華嚴諸述 
講論：大乘起信論，八議規矩等，

並講戒律 

講戒：四分戒本 開法數：賢首法數等 

修觀：坐禪，習華嚴宗諸觀行 
學觀行：坐禪，習華嚴五蘊觀及

諸觀等 

作文：發揮華嚴經義 無 

習字：學習大小楷書 習文字：翻譯名義集等 

第二學年 同第一學年 無預班 

第三學年 同第一學年 無預班 

學年課程設置上，正班和預班都是三年為完整的修業年期，但是在第一學年

中，基礎較好的正班生與基礎較差的預班學生的課程內容不一樣，從第二學年起，

預班和正班課程是一樣的，也就不存在正班和預班之分。從學習內容可以看出，

                                                        
59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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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班生的內容更基礎，需要學習基本戒律以及一些基本知識，沒有發揮華嚴經義

的作文課。從第二年開始，預班才與正班學習內容一致。分開教學，對於僧材的

培養是很有利的，基礎差的補基礎，基礎有的不需要浪費時間在基礎上，對於學

校資源也做到了合理利用。華嚴大學的學生學習內容除了圍繞佛經、戒律之外，

注重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通過文章宣傳華嚴經學，也從一定程度提高了對於華

嚴學研究的水準。並且學習內容是比較純粹的，之後的一些佛教學校會在課程中

加入地理、數學、社會學、外文等課程，目的是讓學生全面發展，可是對於學生

而言會分散本職學習的精力。所以說，華嚴大學的學年課程體現出其專業性，為

專門培養弘揚華嚴義學的僧材鞏固了基本知識，加強了弘法能力。 

2、課程表 

表 260 

課程 

春秋時間 

（立春起立夏止，

立秋起立冬止） 

夏時間 

（立夏起立秋止） 

冬時間 

（立冬起立春止） 

坐禪習觀 早三時起 早三時起 早四時起 

早膳 五時半 五時 六時半 

講論 七時半 七時 八時 

讀經 八時半 八時 九時 

溫習 九時半 九時 十時 

午膳 十一時 十一時 十一時 

坐禪習觀 十二時 十二時 十二時 

華嚴正 午一時 午一時 午一時 

又 二時 二時 二時 

溫習 三時 三時 三時 

自由運動 四時 四時 四時 

                                                        
60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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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春秋時間 

（立春起立夏止，

立秋起立冬止） 

夏時間 

（立夏起立秋止） 

冬時間 

（立冬起立春止） 

放養息 五時 五時 

晚膳 六時 六時 六時 

坐禪習觀 七時 七時 七時 

讀誦溫習 八時 八時 八時 

又 九時 九時 九時 

放養息 十時 九時半 十時 

每逢星期上午洗衣沐浴，下午作文 

3、考試 

表 361 

考試名稱 考試頻率 

常考 每星期一次 

月考 每月一次 

期考 每學期一次，也就是半年一次 

大考 畢業考試，三年一次 

課程表中可以看出，每天學生學習的時間在十四個小時左右，學習時間很長，

課程安排緊湊，時間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學習成果得到了良好的鞏固。學習時間

也會跟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並不會一成不變，對於學生而言，比較人性化。

另外，華嚴大學考試設置的頻率很高，每星期的常考，每月的月考，每學期的期

考，這不僅僅是檢驗學生的途徑，也是對學生鞏固、熟悉、深化知識很有利的方

法。 

華嚴大學的課程設置，目的是完善僧人僧格；提高僧人綜合素質；培養專門

僧材；促進華嚴義學發展。首先為了促進僧人自身僧格的養成。嚴格的時間表，

充分利用了每天的時間，對於僧人堅守自律意識有重要意義。安排的考試不僅能

                                                        
61 〈華嚴大學緣起預白待校舍完工再為登報招考〉，《佛學從報》，1914 年，第 10 期。黃夏年主編，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4 卷》，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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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檢驗和鞏固所學知識，對於僧人自我反省意識的提高有促進作用。其次為了提

高僧人綜合素質。課程的內容設置包括：經文、戒律、習作、翻譯、書法等，能

全面提高僧人的綜合素質，對於改善僧人風氣有重要意義。再次為了培養專門弘

揚華嚴義學的僧材。學校主要學習內容圍繞華嚴經義的學習和作文，專業性突出，

強調專門性與專一性，目的明確的培養華嚴一脈的弘法僧人。最後為了促進華嚴

義學發展，通過課程的學習、考試，僧人對於經文的理解、解釋、闡述能力均得

到提升，由此能夠更好更深入地弘揚華嚴義學，促進其發展。 

從華嚴大學的概況可以看出，華嚴大學不僅為華嚴義學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

人才，也為以後的佛教學校提供了很好的範本。華嚴大學的概況中，簡單介紹了

華嚴大學的來源，以及相關規定和課程設置。涉及到的內容，都很細緻和具體。

還可以看到，在華嚴大學畢業之後的“就業前途”是很光明的，由學校分配或者

推薦到其他地方或寺院弘揚華嚴，為促進佛教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又強調

學佛無止境，畢業並不是結束，而是新的學習的開始。雖然華嚴大學因為寄人籬

下，沒有自己的場地，規模有限，招生人數少。但是正因為人數少，才能對學生

進行更細緻的輔導和教授。從華嚴大學的相關規定以及課程設置可以看出，華嚴

大學對於學生學習和生活的要求是很高的。經過嚴格的修學之後，畢業生的僧人

水準很高。所以，華嚴大學為近代華嚴義學的發展提供了優秀的僧材，也為華嚴

經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華嚴大學「消失」的原因 

華嚴大學對華嚴經學以及整個佛教的發展意義重大，可是只有一屆學生圓滿

畢業。造成華嚴大學多次遷址，最終「消失」的原因，筆者從經濟原因、組織原

因、時局原因三個方面論述。 

（一）經濟原因 

華嚴大學沒有始終如一地開辦下去，歷經多次遷址，可謂是歷經磨難。造成

華嚴大學如此之境況的原因之一就是經濟不獨立。依靠哈同夫婦資助，一旦哈同

夫婦斷絕資金，華嚴大學則沒有辦法繼續進行下去，寄人籬下的華嚴大學，總是

沒有很充足的底氣。經濟不獨立是華嚴大學多災多難的重要原因。 

（二）組織原因 

組織力量薄弱，華嚴大學創辦以及發展，全憑月霞法師一人勞心勞力，雖然

有助手應慈法師，但承擔整個學校發展的責任，這些人是僅僅不夠的。持松、常

惺、智光等法師都是經過在華嚴大學學習之後，才可以獨當一面的，然而在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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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創辦初期以及發展階段，月霞法師在華嚴大學培養的僧材沒有實質性的幫

助。雖有黃宗仰在愛儷園幫助承辦華嚴大學，但是因為姬覺彌的出現，使哈同夫

婦，尤其是羅迦陵失去對黃宗仰的崇拜與信任，導致其離開哈同花園，導致月霞

法師更加孤身一人面對如此境地。雖然加之居士的幫助，如狄耿青、濮一乘、康

有為等居士，但是適時正處於民國動亂階段，居士大都是知識份子，除了信奉佛

教同時也與動盪的時局牽扯在一起，所以很難專一地幫助月霞法師進行佛教的宣

傳。華嚴大學組織力量薄弱，也是華嚴大學難能維持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時局原因 

時局動盪也沒有為華嚴大學的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法師（月霞法師）

適皖，海潮寺遂為軍駐，法師因囑遷學九華山」62，月霞法師受安慶迎江寺的邀請，

剛到了安徽，海潮寺就為軍隊駐紮。至於駐紮原因，智光法師沒有提及，只提到

了月霞法師囑咐將學校遷到九華山。這也是造成華嚴大學第三次遷址的直接原

因。民國時期，動盪的時局沒有為創辦、發展學校，弘揚佛法創造良好的環境。 

即使華嚴大學在經濟、組織、時局等原因擾亂之下，遭受到諸多外界壓力和

打擊，但是其在艱難環境下培育出來的僧人極其優秀，為之後華嚴義學的發展起

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五、華嚴大學的影響 

華嚴大學雖然存在時間短，而且經歷波折，遭遇多次遷移學校。但是其影響

不容小覷。 

（一）促進了華嚴義學發展 

華嚴大學主要以弘揚華嚴為目標，從課程設置中的學年學習的內容可以看

出，雖然兼備其他學習內容，但主要是以華嚴義學為主。並且非常重視學生對於

華嚴經學的闡述與寫作，為華嚴義學的宣傳和傳播奠定了基礎。華嚴大學的目標

就是培育弘揚華嚴的優秀僧人，弘揚華嚴義學，促進華嚴學的發展。通過華嚴大

學，華嚴義學的發展具備了堅實的知識和僧人基礎，所以華嚴義學得到了更好地

發展。 

（二）培養了優秀僧人 

華嚴大學培養了大量的優秀僧人，如常惺、慈舟、持松、了塵、戒塵、智光

                                                        
62 智光，〈月霞法師略傳〉，《海潮音》，1930 年，第 11 卷，第 3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
文獻集成‧第 175 卷》，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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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師都在華嚴大學學習並順利畢業。畢業後分散各地之後創辦了華嚴大學，為

弘揚華嚴學，促進佛教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越是艱難的環境越能激發學生

的學習勁頭，華嚴大學本身的經歷並不順利，所以學生跟著學習的經歷也不一定

很順利，但是在如此情況下培育出來的學生，在之後的學習和發展中，不斷進步，

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師，並促進了弘揚華嚴與佛教的發展。 

（三）提供了僧教育範本 

華嚴大學也為之後的僧教育提供了一個範本。前文提到過，民國時期，僧眾

的人數很多，但是僧眾的素質水準很低，「矧今社會進化，人道益彰，詎容仰賴十

方。自甘疲苶，習恒蹈故，濫廁僧倫，上焉者厭世逃禪，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

營養，貽玷梵林」63，這是佛教衰頹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各大法師以及居士宣導

進行佛教教育，「惟復古清規，與新教育，為不二之法門」64，認為進行新式的僧

教育是復興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華嚴大學培養僧眾，教育僧眾完善僧格，提高

綜合素質，加強戒定慧三方面均衡培養，成功更新了佛教僧眾綜合素養，為之後

僧教育提供了典範。 

（四）更新了民國佛教風氣 

華嚴大學更新了民國時期佛教風氣，為佛教復興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氛圍。

首先，開啟了民國時期華嚴佛教大學的先河，之後各個寺院紛紛建立起自己的佛

教大學或佛教學院，從而具備了佛教更廣泛復興的土壤。其次，開啟僧智，僧人

素質得到了提高，達到了精神和行為雙方位的進步。僧眾是弘揚佛法的基本條件，

僧人素質的提高對於佛法更好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僧眾的進步完善了佛教

復興的傳播手段。最後，引領了嚴格辦學的潮流，為華嚴僧教育開啟了典範。 

華嚴大學的開辦對於弘揚華嚴義學，培養僧材，提供僧教育典範，更新民國

風氣意義重大。華嚴大學是民國時期華嚴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華嚴教育的

重要節點，更是佛教發展的重要環節。 

華嚴大學是近代時期優秀的僧教育實踐，在當時一個重重壓力的環境下，對

弘揚華嚴義學、發展佛教教義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華嚴大學的出現是時代的需

要，雖然其創辦以及之後發展磨難重重，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遷址，以及在種種

因素下導致華嚴大學「消失」，但是在月霞等眾法師的不斷堅持下，完成了一屆學

僧的學習，並且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其辦學規定以及課程設置為之後華嚴學校

                                                        
63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第 1 卷》，頁 35。 
64 中央，〈佛教進行商榷書〉，《佛學從報》，1912 年，第 1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
成‧第 1 卷》，頁 36。 



J18 2018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以及佛教學校提供了優秀學習的範本，華嚴大學培育出來的優秀學僧，都為近代

華嚴一脈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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