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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歷史學的研究角度，運用史學的歸納和演繹方法，來探討南亭法師於

大陸時期乃至戰後臺灣，對漢傳佛教之歷程發展貢獻；並闡述南老將華嚴佛法弘

揚於世間的遠大進行規劃。除前言和結論外，內文將分別以四個主要段落進行論

述。首要，將以南亭法師成長經歷為背景，從當代的視野觀分析之中的變化歷程，

以便進一步探討南亭法師本身落實對於佛教的理念，於各地講經說法的經歷進行

展開，乃至於一生致力於佛學篤行。其次，則以南亭法師於大陸時期任光孝寺住

持，並擔任佛學院院長為旨，期間正歷逢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加之經濟通膨、

難民施所等問題衝擊，即由此借鏡折射南老的普世價值，以應證其菩薩善心。緊

隨著，1949 年底江河變色中樞播遷來臺，南亭法師連同智光法師共攜抵臺，面對

戰後臺灣佛教界的枯槁，發得心願重振佛法普渡眾生，除先後於台舉辦三次傳戒，

更遍走全島籌募印刷《大藏經》流通。最後，隨著台海局勢穩定，於南亭法師與

成一法師的努力經營下，臺北華嚴蓮社得已創建穩固，此後更逐步茁壯，持續不

遺餘力將華嚴學弘傳社會各處，才得已創造今日華嚴宗在臺之盛況。 

關鍵詞：光孝寺、華嚴蓮社、抗戰時期、華嚴宗傳臺、臺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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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華嚴宗乃中國漢傳佛教十三宗派之一，1以大方廣佛《華嚴經》2為一宗正依之

根本經典，故名華嚴宗，又名賢首宗、法界宗、清涼宗等。本文崇重根本，故只

名華嚴宗。雖早在東晉時《華嚴經》已流入中國，南北朝中葉以後，有不少人開

始研究華嚴經，華嚴經的信仰漸趨流行；唯至唐代武則天時（第 7 世紀下半葉）

才完美譯出八十華嚴經，華嚴宗之理論基礎遂得完備。3然唐武宗會昌法難使佛教

趨於衰微，華嚴宗亦受打擊，4幸而宋、明、清均有復興之法師，使得不絕如縷。

民國肇建，大師輩出，先有月霞大師於上海創建華嚴大學，5後有應慈法師創辦華

嚴學會，6宏渡佛法，德育英才，繼志續業，使近代華嚴宗得大為興盛。 

臺灣佛教源自於中國大陸，早在明鄭時期，陸續有大量民眾從福建的泉州、

漳州，及廣東的惠州、潮州等地移入，使閩粵一帶的佛教也隨之傳入，7先後於南

臺灣建有數座名剎。8至清代佛教雖然逐漸遍佈，然多屬民間信仰的齋教。時臺灣

社會文風尚未興盛，且大陸亦不見強而有力的後盾，支援渡臺僧侶或居士弘法，

一般僧侶多出於自發性、個別性的佈教弘法，往往僅能順勢而為，難使佛教文化

深層化、精緻化。9 中日甲午戰爭失利，1985 年臺灣被迫割讓，日本佛門各宗相

                                                      
1 中國佛教宗派之產生，約於隋唐時期，有十三宗之說，即：毘曇、成實、律、三論、涅槃、地論、

攝論、淨土、禪、天臺、華嚴、法相、密宗等，參閱茲怡主編，《佛光大辭典》第四冊（北京：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 年），頁 3154。 
2 《華嚴經》是釋迦牟尼頓悟圓證之剎那，領悟出天地人間清淨圓融的奧祕。全經以彰顯一真法界

為主旨，是佛門的大經。華嚴世界對宇宙的描述，遠超出人類心智的想像力，可謂高深莫測，義蘊

難以窮究。因而華嚴宗以發揮「法界緣起」的思想為宗旨，主要教理為法界緣起說。宇宙萬法、有

為無為，色心緣起時，互相依持，相即相入，圓融無礙，如同陀羅網，重重無盡；並用四法界、六

相、十玄等法門，來闡明無盡緣起的意義。 是印度中期的大乘作品，也是佛經中最不可思議的經

典。欲進一步瞭解請參考成一法師口述，卓遵巨集、侯坤巨集訪問，《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

史館，2007 年 8 月 2 版），頁 111。及圓香居士口述，卓遵巨集、侯坤巨集訪問，《圓香居士訪談錄》

（臺北：國史館，2009 年 7 月），頁 146-151，有較詳明淺顯的闡述。 
3 部分參南亭法師，《華嚴宗史略》（臺北：華嚴專宗學院出版，2009 年），頁 24-25。 
4 黃懺華，《黃懺華中國佛教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55。  
5 詳見星雲大師，〈創辦華嚴大學的月霞法師〉《弟子》（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1

997 年） 第 259-262 頁。 
6 詳見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第 15 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40-244。 
7 高振農，〈台灣佛教與中國大陸佛教密切相連〉，《佛學研究》第 7 期（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

所，1998），頁 373。 
8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5 年），頁 2

74-289。 
9 另參李世偉、王見川，〈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的認同與選擇──以中、臺佛教交涉為線索〉《臺灣佛

教、儒教與民間信仰》（臺北：博洋文化，2008），頁 2；江燦騰，《佛教百年史之研究》（臺北：南

天書局，1996），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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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進入，10此以軍政為背景又賦有強烈的「殖民」任務，乃逐步侵蝕「整理」原有

佛教。及抗戰爆發，日本為因應戰爭的全面動員和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在臺實

施皇民化運動，於宗教方面亦試圖徹底改造，推行所謂「皇道佛教」，將信仰納入

戰爭動員體制，11種種舉措都嚴重打擊了佛教的發展和自主性，12直至 1945 年抗戰

勝利，台灣光復才結束殖民性質的枷鎖。然受戰時的影響，光復之初台灣社會經

濟凋敝，及皇民政策的摧殘後，各方面一時皆難以回復。至 1949 年漢傳佛學隨大

陸軍民的大撤退又再度轉進臺灣，在新活力、新人才的注入下，才逐漸恢復生息，

歷經數十年的不斷努力，終開創一嶄新蓬勃的佛教面貌。13 

二、剪髮披緇入佛門 

南亭法師（1900-1982 年，為減少篇幅字數，以下將簡稱南老），俗姓吉，字

南亭，別號雲水散人，法諱曇光，江蘇泰縣人。南老雖生於農戶貧家，但家庭和

樂互助，方勉得溫飽自足，自幼明理後，無刻不協助忙於農活家務。6 歲之時，曾

於父親囑以 6 銅錢赴市店家購買豆腐，以此店首日開張，客滿棚座。幼年南老於

店主手中取得豆腐之後，父命首托求好心切，即刻返首回奔，行經半途方感掌心

六枚銅錢透熱，驚覺銀貨未訖，旋急馳再返店付交。童稚眼神與店主四目相對，

雙方雖未交一言，然彼此卻心有所感。14幼時南老天真未鑿，性向本善，即便家境

不佳，生活艱辛，但致使未曾有一絲貪念佔慾，反亦將心比心，念思店家買賣生

計，逐見得當時南老既有所佛性慧根。 

8 歲之年（1907 年）入學開蒙，私塾教育著重聖賢經論之背誦複習，學齡南

老天賦異稟，初學《三字經》即過目不忘倒背如流，令師頗為驚奇，多有讚許稱

                                                      
10 直至 1945 年日據時期結束前，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來臺傳教，八宗十四派之八宗係

指：華嚴宗、天臺宗、真言宗、臨濟宗、曹洞宗、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十四派係指：華嚴

宗、天臺宗、真言宗高野派、真言宗醍醐派、臨濟宗妙心寺派、曹洞宗、淨土宗、淨土宗西山深草

派、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穀派、真宗木邊派、日蓮宗、本門法華宗、顯本法華宗。維基百科網路

資料：http://www.wikipediacn.info/view/%E5%85%AB%E5%AE%97%E5%8D%81%E5%9B%9B%E6

%B4%BE（檢索時間：2018 年 2 月 24 日）此華嚴宗畢竟是日式，非正信的漢傳佛教，而日後的「皇

道佛教」更不具備華嚴宗的精神，故筆者不將此日據時期列入本文探討。 
11 見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市：南天書局，2001），頁 593-599。 
12 宗教是一套信仰，是形上學、超自然的崇拜，用以對人生與宇宙的神秘所作之闡揚，借此達

成教化、勸善懲惡或調整約束人的行為等功能。宗教伴隨著各種文化的差異，其普遍特徵是經

由信奉者的許願、祈禱、儀軌、冥思、音樂與藝術等形式而得其所願。宗教也包括原始的文化

傳統、聖賢著作、歷史、神話，還有個人的信念與經驗。宗教可以從不同的文化中提取許多形

態，同時伴隨著各種文化的差異而發展出超人力、既敬畏又嚮往的情感。宗教的盛衰與政治、

社會常相互交織，也因此在治亂之世。 
13 參閱藍吉富，〈臺灣佛教發展的回顧與前景〉，《當代》11 期 （臺北：1987），頁 47-54。 
14 參閱：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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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此見得南老自小既敏而好學、穎悟絕倫，故得能於日後疏通經論，深入華

嚴，遂成大師。翌年 9 歲（1909 年）南老始與佛結緣，一度談及出家，然因長輩

各有歧意而臨時作罷。1910 年（10 歲）一日，南老隨著母親到本邑營溪觀音禪寺

進香，住持道如老和尚見其面容深具異常頗有宿緣，故而家中忽臨四位和尚，與

南老父親促膝長談，向其情商，乞度能出家為僧與佛結緣。南老至親虔信佛教，

且家中男丁眾多，捨一個出家為僧，也是上報佛恩。15，隨後同年底，由父親送幼

時南老於家外十餘裡觀音寺，至始正式合佛結緣。此時由曾師祖玉成法師

（1854-1936 年）16、師祖道如法師代替沙彌時南老師父智光法師（1889-1963 年，

為減少篇幅字數，以下將簡稱智老）收為弟子，取法名南亭。於是在這種因緣下，

由道如法師親自教授四書《論語》、佛經，期間南亭不時於夜晚，藉寺廟燃燈之明，

勤習五堂功課，直至嫻熟為止。17 

1912 年清廷遜位，民國肇建，思變風潮一時瀰漫四方，佛教也因此深受影響，

相關新式僧教育陸續興辦招生，智老更與太虛、仁山二尊發起佛教革新運動，並

受禮聘出任泰縣諸山聯合創辦儒釋初、高等小學校長，18資優異稟的南老則順勢插

班入學。初學數月，旋即學科筆試，便因測驗卓越分至高級班修習。其相關新式

課程包含國文、英文、物理、歷史、算術、唱歌、體育、佛學、圖畫、手工等，

總計 13 門。南老頗為好學，學閒間更時常走訪各地景點文物古蹟，增加見識，亦

也曠大其視野。讀至高等小學畢業，又赴當時中國第一間佛教高等學府──華嚴

大學就讀深造，唯後續華嚴大學因受世俗之爭擾，不願有損僧格故而閉校停授。19

南老仍回返觀音寺，除禪門日課外，更深入經藏、百書兼治文史，使內心之豐富，

辯才之無疑，學力之日進，20故而得日後窺究華嚴。 

南老的曾祖師玉成法師為近代大德龍象之一，也因此事務繁忙，時常於泰州

城、宏開寺、觀音寺等處往返不息；然望眼泰縣寺院，能等稱通曉佛理，嫻熟書

畫，邃曉詩琴之大德其屈指可數。故而玉成大法師慧眼獨具，內心更有意栽培佛

                                                      
15 於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頁 233。 
16 玉成法師（1854-1936 年）江蘇泰州黃柯莊人，17 遂依宏開寺應懷老和尚出家，法號嚴璞，字玉

成，號脫山。于句容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此後遍學江南大剎，聽《楞嚴經》有省。後宏開寺住

持寺務，清末任泰州僧正司，負責管理調解地方鄉裡佛教事務。一生嚴謹持戒，身體力行，著重佛

教教育，坐下弟子徒孫中不計可數，之中更有 13 位住過名山方丈，興辦佛學研究所達 7 所之眾，

為近代中國佛教界尊者之一。陳文亞編，《薑堰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頁 137

-141。 
17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7-12。 
18 馬越、陳雲觀，《禪智山光 揚州佛教文化遺產》（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1；范

觀瀾，《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35。 
19 可見其拙文，〈月霞法師與近代中國佛教的轉型復興──華嚴大學的創辦和延續〉發表於《2017

第六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7 年），頁 K-21。 
20 參閱：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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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晚輩南老。21此時南老已年逾 20 成年，隨曾師祖玉成師命，乃赴焦山定慧寺受

戒學習，最終從德峻和尚受具足戒，22接著便負笈至泰縣北山開化禪寺，聽取智老

開講《大乘起信論》，之中取悟益多。兩年後，得考入安慶迎江寺佛學院，親炙常

惺法師就讀深造，此後於常州清涼佛學院任教，並任時稱「華嚴名僧」的應慈法

師座下的助教。由應慈主講《華嚴經》，師生同聽，南老亦參列講席，並另授唯識、

三論等經論。藉著「教學相長」的機會，使之學力大進，逐漸得窺典籍的精華。

1927 年朅來上海、常州、鎮江、無錫各寺院，講經說法弘揚佛學，宣講《華嚴》、

《維摩》等經論，凡四歷寒暑，聲名日著。在鎮江應其同門師兄靄亭法師請，於

竹林佛學院任主講任教。23 

1931 年光孝寺創設佛學研究社，招收蘇北各縣僧青年予以佛學教育。然不幸

蘇北遭受罕見水患，原光孝寺住持常惺法師發願賑災，協助政府救濟災民，常惺

法師這時尚兼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長，不常在光孝寺，一時難以分身乏術，難以兼

顧辦學事務。有感南老學富有成，故而急電招請南老返至祖庭協助寺務，故事實

上光孝寺的寺務和研究社的教學工作，都是由南老代理主持。24南老於佛學研究社

期間，授課紮實，教學認真，更是讓後來的沙彌時期的成一法師有所嚮往，進而

結成師徒之緣。25亦也是往後得順利播台弘傳佛法，進而創建華嚴蓮社培育僧人弘

揚華嚴之善緣。 

三、荊天棘地渡眾生 

光孝寺為江淮古寺，蘇北泰縣首剎。宋徽宗時光孝寺稱天寧萬壽寺，更獲得

過皇家敕封，賜 5,000 畝田。26 至 1138 年（紹興 8 年）南宋高宗為徽宗設道場，

敕改名報恩光孝禪寺，然於 1161 年（紹興 31 年）不幸毀於戰火。1196（慶元 2

年）德范任住持，先建百尺鐘樓，再建最吉祥殿，又建高閣六楹，用寧宗在潛邸

時書賜的「碧雲」二字作題額，同時建成方丈室、寮房、廚庫、水陸堂及左右廡

廂。至明末 1631 年（崇禎 4 年），方志應聘來寺，重修殿宇，此後光孝寺正殿最

吉祥殿成為祝禧道場，地方官朝賀、慶典均在此行禮。清代 1744 年（乾隆 9 年），

性慧自寶華山慧居寺分燈來寺任住持，光孝寺改屬律寺，稱光孝律寺律寺。27  

                                                      
21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 年），頁 21。 
22 於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頁 233。 
23 〈南亭法師〉百度百科網頁，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1583933.htm（檢索時間：2018

年 2 月 26 日）；范觀瀾，《江淮名刹泰州光孝寺》（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205。 
24 〈臺北華嚴蓮社釋南亭傳〉收錄於於淩波，《民國高僧傳初編》（臺北：知書房出版集團，2005

年），頁 283-284。 
25 卓遵宏等《成一法師訪談錄》，頁 31。 
26 單毓元等纂修，《民國泰縣志稿》收入於《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蘇府縣志輯 68》（南京：江蘇 

古籍出版社據 1931 年纂修版之抄本影印，1991），卷 26，頁 674。 
27 邵佳德，〈傳統佛寺的近代轉型：民國泰縣光孝寺培安和尚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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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孝寺雖為江北首剎，廣施義舉，故受皇家加持。於過去寺田豐饒，信眾繁

多；清末民初之後，社會不時議論廟產，加以攻訐，更蜚語言傳寺田達 18,000 畝

之多，28實則不然。民國以來光孝寺規模早已漸不如往，在常惺法師住持光孝寺後，

即急電南老返回協助之一因，便是光孝寺因前任住持與地方官府訴訟多年，爭議

不斷，廟產早已虧欠 6、7 萬銀元巨額債務，寺事必須卓爾不群之人方能協助維繼。
29而 1931 年夏，長江又逢百年大水，災民遍地，而政府又財政窘困；30常惺法師與

南老共同在光孝寺成立了災民收容所，配合縣府救濟災戶。水災使得光孝寺的田

產亦受影響，加之原本積累之負債，寺與開支備感艱辛。為此 1931 年夏末秋初，

南老特隻身前往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振會經收賑欵。31終使災民收容所得續辦兩

月有餘，救濟千百災民，不僅獲得縣長褒獎，更廣受百姓稱讚。32 

南老到光孝寺第二年，光孝寺傳三壇大戒，南老也由副寺升為監院。1932 年

12 月，常惺繼太虛大師之後，出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翌年

（1933 年）春，即把光孝寺住持、佛學研究社社長，以及所擔任的泰縣佛教會主

席三項職務，都交由南老承繼。期間數年，身兼三職，充實忙碌，在成公在〈敬

吊師公〉一文中，提及此段經過：「我（成一）親記得，1936 年的農曆新年剛過，

我就承蒙師公的函召，負笈到泰城光孝佛學院求學，師公（南亭）那時是光孝律

寺的住持方丈，也是光孝佛學院的院長，並且也是當時縣佛教會的主席，可以說

是一個一等大忙人。因此我和果一、宗一等鄉下皋的小土包子，除了開學典禮上

拜見過他老人家一次之外，平時很少見到他的慈顏，逢年過節向他老人家禮座賀

節時，司學們大夥兒在一起，也無法向他老人家說一句話。那個時候祖孫相處，

雖然近在咫尺，卻似遠在天邊。」33 

任光孝寺住持後，尋開示者亦漸眾多，故南老時常分身於各地講經說法，度

化眾生。而即使平日於光孝寺除經常性功課、法會、教務之外，還有諸多對外事

務。期間有感葦宗法師天分極高，故而退居於後專於弘法，並力推選葦宗繼任掌

持，亦兼光孝佛學院院長。南老對葦宗的「謙讓」另一緣由，於日後《南亭和尚

全集》中更有深刻描繪提及：「葦宗曾在閩南佛學院求學數載，歸來光孝，亦幾年

                                                                                                                                                            
所集刊》83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年），頁 96。 
28 〈江蘇泰縣光孝寺住持僧與泰縣佛教徒之惡鬬〉，《現代僧伽》卷 4 期 1（1931 年 4 月 10 日），

社評，頁 5-6。 
29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自傳》（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84-85 
30 〈振委會籌得百萬各處急振〉，《大公報》，1931 年 8 月 14 日，第 3 版。〈乞賑與籌賑 江北災重

紛電乞援〉，《大公報》，1931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31 《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振會經收賑欵第十一次報告績昨》，《申報》，1931 年 10 月 3 日，第 6 版。 
32 參見釋南亭，《南亭和尚自傳》，頁 86。林子青，〈懷常惺法師──為紀念常惺法師示寂五十 

周年而作〉，頁 28。 
33 成一，〈敬吊師公〉收錄於《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臺北：臺北華嚴蓮社，198

3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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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惟人眼睛露光，走路時兩足跟不著地，有點異像，慮其不壽，不如將住持之

職交與承擔，即有長短，了無遺憾。天是正月二十幾，東邀諸山，舉行交接典禮。」
34不幸正如南老一語成讖，葦宗法師於擔任住持之後，旋即亦完結功德。然南老不

戀身分、地位，願「賢者」勝出，再再突顯無私無我的精神。 

在南老任持光孝佛學研究社下，還積極參與愛國社會運動。1931 年 12 月底，

為響應抗議日本九一八事變竊占東北，泰縣各界舉辦抗日會展開大會遊行，藉此

號召社會力量，喚醒民眾國族意識，力助中央堅持以對，並透過遊行訴諸國際，

抨擊日軍竊占中國領土主權事實。為此，光孝佛學研究社全體學僧加人抗日行，「本

佛教救世教理，散發宣傳品，打破泰縣僧界從來未有之應世運動，各界極為稱讚」。
35南老對所領之的僧伽教育學子，不僅僅是塑造傳統能夠念經解惑的和尚住持，更

多的是打破既有窠臼，真正作為一在世菩薩，能憂國憂民進而普渡眾生。 

1937 年中日關係惡化，同年 8 月底，戰火瀰漫遮天，國軍以血肉築起長城，

於淞滬展開巷戰攻防，堅守奮戰，其義勇精神撼動國際。然至 10 月中不敵日軍優

勢火力多面夾包，為保存抗戰實力，以空間換取時間，於 11 月始陸續後撤轉進。
36滬寧鐵路兩側縣市旋以淪陷，致使兵災難民不斷向江北湧上，37對此，縣政府規

劃設立 12 收容所，以收容難民救濟孤寡，南老住持光孝寺亦開辦為 12 難民收容

所之一。雖光孝寺本身堪用房舍不算少數，但難民們一求溫飽，二祈庇護，為維

持生計救濟，不時走訪鄉裡募捐材米，以繼灶薪。接連數以萬計湧入泰縣光孝寺。

南老特將牆垣拆毀，以便收容更多難民，計最高峰時，光孝寺曾收容達 4000 人以

上難民，著實可稱功德無量。38 

抗戰爆發，部分佛教會向中央政府請願，以僧人支援開辦救護工作。39南老認

為佛教徒持不殺戒，而國難當前，佛教徒亦不能袖手旁觀，且救護傷殘，掩埋死

者，正是出家人天職，故慷慨響應國策，創辦僧眾救護訓練班，為期一個月，召

集縣屬各寺廟青年僧侶比丘（30 歲以下），悉數應徵受訓，施以戰時救護訓練。初

期一百多名，而光孝寺學員則佔三十多人，40並直接於光孝寺舉辦開學典禮，41由

                                                      
34 轉引自范觀瀾，《泰州佛教》（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7 年），頁 100。 
35 〈泰縣光孝寺研究社加入社會運動〉，《現代佛教》第 5 卷第 1 期（1932 年 1 月），佛教要聞，

頁 89。 
36 詳見戴峰、周明，《淞滬會戰──1937 年中日 813 戰役始末》（臺北市：知兵堂出版， 2013 

年）。 
37 常雲平，劉力，《亂世飄蓬 抗戰時期難民大遷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71-72。 
38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18。 
39 〈佛教會向中央請願兵役僧尼訓練救護〉《佛教與佛學》1937 年第 1 卷第 10 期，頁 2 。收錄於

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正編》78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年），頁 260。 
40 成一，〈敬吊師公〉收錄於《華嚴蓮社第二代住持南亭和尚紀念集》（臺北：臺北華嚴蓮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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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派人協助，加上醫院所提供之擔架、醫藥、急救等訓練，以備護救衛國。時

中樞西遷大後方，蘇省保安隊設蘇魯皖邊區遊擊總指揮部於泰城，南老以佛教會

主席率各寺院支援軍需，以共赴國難，並啟建護國息災仁王法會，講《仁王護國

經》，藉祈求佛力護祐國詐，以此安定社會民心，同時藉法會儀式，發動有能力民

眾捐獻香燭、油米，以救濟難民，42共赴國難。 

抗戰烽火下，蘇北地區形成散亂遊擊戰區，但日軍仍將陸續分兵攻掠蘇北運

河沿岸及近海各重要縣市，43更不時出動軍機至泰縣實施轟炸。441939 年鎮江交山

定慧寺遭日軍搜查，並被放火燒毀方丈室。在此險惡情勢下，前定慧寺住持智老

不得不離開焦山避至泰州，為此南老特移請智老，入住光孝寺方丈樓上之寮房，

並以之為鄰好就近侍奉。45南老有見八一三淞滬戰事之時，上海有志居士慮劫火焚

燒，佛經恐蕩然無存，於是發起印磧砂大藏經，並縮小版面，以便郵寄外地或隨

攜保存。光孝寺雖身處鄉間，但不時亦有受日軍轟炸之危，同有鑑於此，南老於

戰亂亦也不間斷弘法講經，46同時閒居無事之時，便從搜集歷任住持、大德之生平

著述資料，彙聚為經釋、論釋、講演、著述、散文、詩詞等，以便於後世傳承學

習，亦為替佛學文獻做出進一步貢獻。47 

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內烽火局勢又有再起之勢，南老依舊弘法不輟，鎮江焦

山之定慧寺、杭州之妙香庵、無錫之大悲庵，均曾駐鍚。48終因戰火蔓延江北，加

之南老病疾之因，故同智老呼應共赴至上海南市之沈香閣落定。於上海暫居後，

南老藉佛靑會主辦心光星期講座，特為眾人講述〈法界緣起〉，49另一方也藉上海

地利之便，通訊設備之完善，於固定時段開辦廣播佛教節目，進行空中弘法。50然

經多年戰火，再逢國共相爭，各寺經典佛像不少皆受祝融，對此南老響應各佛教

團體，於電台敦請諸大帥諸大居士廣播勸募塔捐及裝藏經書佛像，51盼其匯聚失遺

                                                                                                                                                            
3 年），頁 133。 
41 〈僧眾救護訓練班開訓並補行開學典禮的公函〉、〈第一期訓練期滿舉行畢業典禮的公函〉，泰州

市檔案館藏，《國民黨泰縣縣黨部檔案》，檔號 111-1-24-1、111-1-24-3。 
42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96。 
43 參閱：〈蘇北抗日根據地建立〉收錄於劉幹才、李奎，《華中抗戰大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

2015 年），頁 21-25。 
44 參閱：李昌齡，〈飛災橫禍-記抗日戰爭初期日機轟炸原泰縣城鎮暴行〉收錄於《泰州文史資料》

第 3 輯（泰州：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頁 42-45。 
45 陳慧劍，《南亭和尚年譜》（臺北：華嚴蓮社，2002 年），頁 80。 
46 〈本山：歡迎仁山老法師及南亭法師〉，《中流（鎮江）》第 2 卷 第 8 期，1943 年，頁 16。 
47 南亭和尚全集編纂，《南亭和尚全集》（臺北：臺北市華嚴蓮社，1994 年），頁 114-116。 
48 〈第二任 南亭和尚〉臺北華嚴蓮社，網址：http://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

r=&usid=&mnuid=2100&modid=393&mode=（檢索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49 《洪深昨由廈門乘軍艦來滬 日內擬赴杭小住》，《申報》，1948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50 《光亞廠著名出品》，《分類廣告》專欄，《申報》，1948 年 12 月 19 日，第 3 版。 
51 《重建東方第一大塔廣播勸募啓事》，《申報》，1948 年 12 月 2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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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以傳承佛陀之慧，普渡黎民蒼生。 

1948 年國共內戰日益激烈，次年（1949 年）初淮海戰役（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又稱徐蚌會戰）後，戰事迫近，江南已岌岌可危，1949 年 2 月局勢險迫，

蔣中正在戰事不順主力師團盡失下，受黨內外圍剿而下野，52共軍更順勢頒布「京

滬杭戰役預備命令」文告，預告即將砲擊京滬、渡江南下。53面對戰火險惡，一時

埠滬局勢大亂，市面充斥搶購物資人群，驚慌失措之避難民眾更是擠破車站、碼

頭。54但此時南老依舊續留上海，更在《申報》刊登廣告，於 2 月 21 日上海貧兒

工讀院中午時段開示佛法，同時並再透過電台播音放送各處，盼佛法撫慰民心，55

其精神於今亦得敬佩。 

四、風雨興佛東傳法 

南亭和智老於上海避亂，寄住慈雲寺沉香閣之際，智老便曾提及去臺弘法

一事，但考慮到人生地不熟，在臺難以棲身，受戰亂紛擾下，兩岸往返通行早

已重重不便。正舉棋不定，已早先一步到臺灣的曾徒孫成一，一再函電催促，

請兩老及早成行。信中說：「臺灣信徒很多，當不會餓死也。」有此訊息，為延

續佛陀智慧，廣施弘法，南老始以黃金擠購得上海飛臺北的最後一班機票，驚

險飛抵臺北。56於來台之初，南老同智老暫住臺北十普寺。不論智老、南老皆為

當時一代大德，然智老年歲已長，比如北斗眾星拱之；南老亦當青壯，至力佛

法弘傳，故旋受禮聘至善導寺擔任導師講經說法。57臺灣初受戰期之破壞，後又

逢國內物價的通膨衝擊，58至 1949 年底江山易幟，大量軍眷湧入，都使財政支

出與社福需求日益吃緊，而日常寫照仍處於百廢待興之際，兩岸關係更是劍拔

弩張，社會時常瀰漫著緊張與不安。在此氛圍下，智老、南老秉持佛陀博愛，

決議連合諸位大德法師，一同舉辦面向全臺傳戒。59 

                                                      
52 〈民國三十八年大事預定表〉《蔣中正日記》，1949 年 1 月。典存於美加利福利亞州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53 詳見南京市檔案館編，《解放南京（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年），頁 689-691。 
54 鳳凰網資訊歷史，網址：http://news.ifeng.com/history/gaoqing/detail_2013_09/22/29779597_0.sht

ml#p=1（檢索時間：2018 年 4 月 7 日）。 
55 薑進主編，《二十世紀上海報刊娛樂版廣告資料長編 1907-1966 第 3 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

社，2015 年），頁 682。 
56 卓遵巨集、侯坤巨集訪問，《成一法師訪談錄》，頁 95~97。另參褚柏思，《天下名山錄》（臺北市：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02。 
57 褚柏思，《天下名山錄》（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頁 102。  
58 詳可參閱卓遵宏、牟立邦 〈試探戰後滬臺金融互動：國幣與臺幣之關係（1945-1949 年）〉發表

於《上海復旦大學金融史會議》，2016 年 10 月 21 日。 
59 〈人間佛教──茗山法師誕辰 100 週年〉網址：http://www.zjxww.com/frl/2013-03/25/content_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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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953 年）元月中國佛教會在台南白河大仙寺，舉辦為期 15 日的傳授三

壇大戒，這亦是戰後臺灣佛教首度傳大戒，此傳戒盛事，匯集各方大德。60由當初

發動傳戒的大仙寺住持開參任得戒阿闍黎、智老任說戒師、太滄任羯磨師及道源

任教授師；證蓮、南亭、慧峰、煮雲、星雲等法師任尊證師，且有多位常住在現

場指導；61白聖法師任開堂。此次傳戒活動，得新戒人數高達 455 人，引發台灣佛

教界頗大的關注，奠定此後台灣佛教的傳戒基礎，也導正往昔受戒者的言行陋習。

自此受戒後不得穿俗裝、住俗家、吸煙喝酒等，同時將迷信與神佛加已分離，有

助人們正本清源地認識佛陀成佛的事實與平凡，把神鬼迷信從臺灣既有混沌傳統

齋佛信仰中消除，其意義與影響可謂深遠。62 

由三次大傳戒始末，亦可見智老和南老於佛教界的分量。受戒對於出家人而

言，更是一重要大事，其堅忍的修道期，即是對僧格的鑄造，唯有堅信篤行，不

斷反覆淬鍊，方能堅定永恆守戒。但另一方面，嚴格守戒並非於執著，凡是真正

嚴格守戒的人都並不會執著，只有不懂戒律真意的人才會執著於此。守戒對於每

一條成都要瞭解，除明瞭佛制我的因緣、用意何在，才能曉得應該如何修學，如

何持戒。持戒戒行裡面，一定有開遮持犯，所以每一條戒都是活潑的，條條成都

有開，開戒不是犯成。成當開的時候不開，錯了；不能開緣，隨便開則是破成。63

這亦是佛法之智慧所在，也是南老合眾僧一同舉辦三次環臺之初衷。此次傳戒被

學者譽為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一場傳戒革命爆發了，對日後幾十年來台灣佛教發

展，產生深遠的影響。64 

與此同時，南老有鑑於臺灣島內經書的不足與匱乏，1955 年和諸高僧發起影

印《大正藏》，並親自組團但任團長，65環島托缽化緣，以鼓勵人預約購買，前後

共花費 44 天時間，足跡踏遍全臺灣，一共募化 280 部。由於經書數量驚人，印製

更不得馬虎，當時戰時臺灣受日本殖民，其印刷業受日本管控監督，本身並無印

                                                                                                                                                            
06074.htm（檢索時間：2018 年 3 月 27 日）。 
60 林國平主編《當代台灣宗教信仰與政治關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7。  
61 吳老擇口述，卓遵巨集、侯坤巨集訪問，《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

館，2006 年增訂版），頁 101。 
62 參考釋妙然，《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270。參考「大仙寺傳戒」，維琪百科，資料網址：zh.wi

kipedia.org/wiki/大仙寺傳戒，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8 日。 
63 參閱淨空編，《答疑解惑 淨空法師解答七百八十六問》，頁 79。 
64〈大仙寺傳戒〉，《臺南文史》，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網址：http://culture.tainan.gov.tw/form/ind

ex-1.php?m2=252&id=1498，檢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8 日。 
65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15 冊（佛光出版社，2013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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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與裝訂大篇幅經文能力，幸賴上海世界書局從大陸帶來數部機器，不乏之中更

是德國高端設備，並有唯一印製裝訂全開 31x43 書籍能力，66再歷經 2 年印行工作

全部順利完成，廣泛流通於臺，就當時經典極缺之下，不論是從臺灣佛教界，乃

至文教界上，皆能堪稱為一大盛事。67 

南老雖不時走訪各地講經說法，然其時全島交通和資訊網路都尚未普及，為

有助於弘法的傳播，和顧及位居臺灣其它不同區域的信徒與民眾，特別運用電臺

廣播的方式，弘法宣傳。1952 年由南老借民本電台開闢〈佛教之聲〉節目，除講

述佛法之外，聽眾若有疑惑，可與電臺聯繫詢問解答。並於每週二播放南老講解

的〈妙慧童女經〉、〈十善業道經〉，每週四播放成公講解的〈普賢行願品〉。以南

老講〈妙慧童女經〉而論，藉妙慧童女的提問，和佛陀的開示，以意深言簡的講

述方式，除讓眾人得以明瞭人間的福報、智慧，是可以靠修行而來的，人世間有

苦有樂，都是因果關係，欲得善果，要先種善因；並藉此典故，呼應社會時局重

視兩性關係平等。1959 年更於新竹創辦法音電臺，為方便聽眾，於相關佛學刊物

另印製節目時刻表，以利民眾選擇安排與準時收聽。68透過無線電波的弘揚佛法，

得使更多與佛法的有緣人結緣，互動式的廣播方式，亦能給予聽眾進一步認識佛

法，深刻理解其精神義理同圓種智。 

在 1952 年華嚴蓮社創辦之初後，南老便極力重視關心，獎抑後學，同時傳承

智老獎勵志學遺願，於蓮社本身和趙居士等贊助下，設立趙氏慈孝獎學金，以擴

大對全臺學子之獎助學金。69對於撫貧恤孤的社會慈善活動亦熱心投入，南老特托

成公專責，於每年冬令救濟工作，將募款樂捐之白米、衣物，發放予貧苦百姓。70

南老弘傳華嚴足跡早已步入全台各地，由以蓮社鄰近之桃園縣大溪鎮，深得在地

信眾擁護，惟當時無一道場。1959 年大溪「僑愛新村」眷村發放冬令賑之時，便

深受居民懇託創設佛堂，使之讓村民有一禮佛共修的處所。對南老而言，弘揚佛

法，設堂傳道，即為份內事，在能力所及，遂允諾開始規劃建寺。經多方努力 1962

年「僑愛佛教講堂」興建告竣，翌年春，舉行落成開光典禮，隨即成立週末年佛

會，由此廣開法筵，徧弘大教，使信眾除臺北的華嚴蓮社外，另有一處同可修心、

修福、修慧之所在。隨著僑愛講堂創設，也代表南老在臺弘法有成，對華嚴宗之

發展亦也逐步茁壯開枝。71 

                                                      
66 劉冰，《我的出版印刷半世紀》（臺北：長青文化公司，2000 年），頁 145-146。 
67 范觀瀾主編《華嚴文匯》下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747。 
68 何綿山，《台灣佛教》，頁 176-177。 
69 華嚴專宗學院，網址：http://www2.is.cgu.edu.tw/stdaward/filedownload.aspx?id=4096（檢索時間：

2018 年 3 月 26 日）。 
70 〈善導寺及華嚴蓮社明舉行法會慶佛主成道 全部功德金捐助冬賑〉，《聯合報》，1959 年 1 月 15

日，第 5 版。 
71 〈創設沿革〉僑愛佛教講堂網頁，網址：http://www.qiaoai.tw/service_center/history/（檢索時間：



24 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綜觀來臺前後時期的南老，雖暫得安身立命之處，但終不忘其志，積極投入

佛法任務，尤以南老與和其弟子成公，更秉持濟世救人之念，普及佛陀智慧之心，

來臺以後，不惜辛勞，遍走全臺各大寺廟、道場，乃至眷村，榮民醫院、監獄等

處72，弘法講經，淨化民心，安定社會。73同時顧及到臺灣本島民眾有為數眾多是

使用閩南語、甚至有沿用殖民時期的日語，作為日常的溝通用語習慣，為此，南

老曾於連講 40 天《維摩詰經》中，每日皆特禮聘深曉台、日雙語的台籍高僧法師，

進行現場翻譯解說，亦可見南老之用心。74種種利民施福舉措，也象徵中國漢傳佛

教華嚴宗的正式在臺展布弘法作業。 

五、創立蓮社弘華嚴 

1952 年南老為宣揚佛陀教義，淨化社會人心，實踐護國利生等理念，在臺北

市新生南路巷內創辦華嚴蓮社。並迎請智老到社供養，尊為導師。75為助推動弘法

工作，在成公與智老、南老共同努力下，於 1952 年在臺北市新生南路巷內，創建

「華嚴蓮社」。76時蓮社僅係木造平房一幢，勉強用供臨時弘法布教之所，嗣以鄰

居喧鬧，不宜靜修，乃另覓地址遷移，幸得諸方熱心贊助，終遷至臺北市濟南路

現址。隨著佛法弘傳，信眾日多，房舍不斷增建擴張，直到佛堂、講堂、宿舍、

廚房等俱全，此係當時臺北市的精華區，大為方便信徒往來。整體工程直到 1975

年始完全竣工，77同年再創設成立華嚴專宗學院，大大助益專弘華嚴義學。 

南老苦心孤詣於臺北市中區一塊創建華嚴蓮社，而非擇崇山千里之另一用

意，是因為當時上層社會較推崇基督教，佛教於 1949 年遷臺後仍屬低迷時期。78不

只可否中樞遷臺後，蔣中正、宋美齡、乃至當時行政院長俞鴻鈞皆是虔誠基督信

徒，79雖蔣氏於大陸時期便受洗基督，但依秉持尊重各方宗教立場，以善為本。80未

有多加干涉或迫害之舉措，但下屬人士不免揣測上意，甚至狐假虎威，仗勢欺人，

                                                                                                                                                            
2018 年 3 月 27 日）。 
7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4 冊（佛光出版社，2013 年），頁 107。 
73 范觀瀾主編，《華嚴文匯》下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748。  
74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書記室記錄《百年佛緣-生活篇》2 冊（佛光出版社，2013 年），頁 49。  
75 參考張志哲主編，《中華佛教人物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頁 1284。 
76 何綿山，《台灣佛教》（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頁 207。 
77 真禪，《台灣弘法記》（上海：上海玉佛寺法物流通處，年不詳），頁 45-46 。 
78 馬明博，《寶島問禪記》（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5 年），頁 34。 
79 蔣來臺後每週皆同宋美齡於教堂禮拜，之中更不乏其他相關政府要員將領，期間便是由周聯華

主持。見周聯華，《周聯華牧師訪談紀錄》（臺北：國史館，2012 年），頁 53。 
80 筆者常年專於國民政府相關研究，並於 2017 年 8 月受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之邀，參與夏季工作紡，故得拜讀《蔣中正日記》。

蔣氏雖為一虔誠基督徒，然依舊曾多次和太虛大師請教長談。在長年日記硃筆中，更不乏能感受對

各宗教的尊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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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基督教徒身分自成派系，故對非信者易遭受排擠，以至於出國、擔任公職、升

遷都難免受至刁難。81故而為扭轉此氛圍，引領學佛之人，進而達成平等、改善此

種情況，亦將以臺北市區為首選。 

在弘揚華嚴流傳法寶上，南老承續故有弘法之志，多次精印，點校三種《華嚴

經》與《華嚴大疏鈔》、《探玄記》、《佛教大辭典》。82 1968 年南老和成公共同於蓮

社成立印經會，印行基本的佛學書籍文告等，介紹信眾學佛，多年下來，出版不下

數十萬冊。不久又印贈佛學經典與論著，至今也有 200 種以上。至 1995 年再特別成

立「華嚴編藏會」，以推動華嚴經論著述整編工作，其中又以重修《華嚴經疏鈔》之

成果最為豐碩且重要。然《華嚴經疏鈔》因經中資料複雜、艱澀，難以使人親近讀

覽，故有重修規劃之念。如今在歷經近 10 年努力，並憑藉其弟子賢度法師等人，更

是不遺於力，搜羅有關過去所失散的孤本資料，再對艱深的原文內容，作钜細靡遺

的編排、註解，最終完成《華嚴經疏鈔》的新編。83全書共分 20 冊，以有助於世人

閱讀，並瞭解華嚴學之經義，至此也為華嚴學開創另一嶄新面貌。 

1970 年代正值臺灣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後，由於當時各種科技專業大專院校

相繼設立，國際科學之進步，更屬一日千里，知識已達爆炸程度，而華嚴大教主

張法界緣起，頗能切合民主科學時代之思潮。1975 年華嚴專宗學院創建，以大學

部的學生為主要招收對象，四年招生一次，更是臺灣地區第一所採取大學制度的

佛學教育機構。84創院本意即是延由大陸時期華嚴大學精神，而華嚴大教主張法界

緣起，頗能切合民主科學時代之思潮，同時有助提高僧伽教育水準，培養現代弘

法人才。為配合以上辦學宗旨，乃定學院名稱為華嚴專宗，蓋以講授華嚴大教及

其相關經論為主課。同時將中、英、日文，中外歷史及佛教史，中、印、西哲學

等，列為輔佐課程。至於天臺、法相、般若、禪、淨、律、密諸宗，亦列為共同

科目，使莘莘學子得以增廣所聞，而使所學皆臻實用。85  

學院創辦之初，南老自任導師，為諸生開講華嚴大經，並再委以成公為院長

為學僧講解〈普賢行品〉、〈入法界品〉等；又於所屬分支道場宣講《華嚴發願文》、

                                                      
81 星雲大師，〈星雲禪話〉收於《南方人物週刊》，2011 年。 
82 范觀瀾主編，《華嚴文匯》下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747。 
83《華嚴經》而論，本來是經、疏、鈔三部分各別分開的，至 1939 年於上海曾有成立華嚴經疏鈔

整編會，然而華嚴經疏鈔引用經典多達 50 餘部之多，但抗戰期間交通不便、物資缺乏，不免滄海

遺珠，未能加以反覆考據，加上當時和距今的時空文化差異，整編之經疏鈔保有原有古經文的書寫

模式，未加上現代新式標點符號以利閱讀，至現代白話文、口語化的生活，使之中無窮奧秘更難親

近瞭解。見卓遵宏等，《成一法師訪談錄》，頁 167-171。 
84 〈渡化世人為己任的成一法師〉收錄於江蘇海安縣政協文史資料彙編，《海安文史 故園情》，第

7 輯（江蘇：江蘇海安縣政協文史資料出版，1993 年），頁 113。  
85 〈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收錄於《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創刊》（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2002 年），頁 309-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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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綸貫》等，86充分闡述華嚴學之精神和佛法道理。最初學院每期僅招收數十

位學生，然如種子落地，實有推助於華嚴學說之研究與傳播。87因此於 1983 年華

嚴專宗學院增設研究所，並在桃園僑愛佛教講堂，附設了先修班，滿足好學而低

學歷的僧俗青年的需求。88華嚴專宗學院辦學與時俱進，其它諸如寫作、資訊、傳

媒、電腦等有利於提升學員服務能力的實用知識，也在開設之列。89教育上特別注

重能夠承續法脈和弘法利生的僧才，所以在學生畢業後，支持鼓勵學徒們投入寺

院服務，或出國深造，皆精進不懈，寄期成就優秀僧才。這樣教學培養方式，造

就大量的優秀僧才，如賢度法師，都能學有所成，或服務常住，或建立道場，受

請到處講經說法者，亦大有其人。90  

在南老與彼等佛門子弟的努力下，無論在講經說法，普渡眾生，或是社會救

助，濟貧扶弱，都有不可抹滅的巨大貢獻。又對於臺灣社會有正面性的能量幫助，

發揮實質效果的同時，也提升佛教華嚴宗在世人面前的觀感，有助眾生瞭解佛陀

慈悲普渡之心，使之認識佛學，重建精神文明及社會倫理，提高生活品質、道德

水準；乃至身心靈的全面成長昇華，進一步增進人類全體之福祉，成為互助和諧、

安和樂利的大同世界。南老等於此致力發揚華嚴慈悲精神，實地投入社會救濟事

務，更於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各項秉持初衷，持續不輟。91即如所言：弘法

的動機無非在慈悲，希望別人也可以聽聞真諦，然後予以思維、實踐，以致受用

無窮。92 

六、結論 

回顧南老一生歷程，最初雖對佛法未得熟習，尤以高深義理更一知半解。常

年為民間超渡亡魂、遍趕經懺；直至於泰州北山寺任職，從剃度師智老學習佛法

經典，方悟佛家思想之浩瀚無涯，若不能深入經藏，則將有負一身緇衣和佛陀之

遺教，故始日夜通覽內外經典，無不遺力勤勉苦讀。日後赴迎江佛學院學習深造，

結業後旋即清涼佛學院代課，並從應慈大師學習《華嚴經》奧秘，至此受華嚴經

啟蒙智慧，數年間先後於華嚴學院、常山虞山法界學院、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執教

                                                      
86 賢度法師，《華嚴學專題研究》（臺北市：華嚴蓮社，2008 年），頁 310 。 
87 成一法師，〈華嚴專宗學院的創校經過〉，《成一文集》，另收錄於《華嚴文匯》（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2007 年），頁 641-642。 
88 成一法師，〈華嚴專宗學院簡介〉，《成一文集》，收錄於《華嚴文匯》，頁 639-640。 
89 何綿山，《台灣佛教》，頁 4 。 
90 成一法師，〈華嚴專宗學院的創校經過〉，《成一文集》（臺北：萬行雜誌社，1994 年）。 
91 參考真禪，《台灣弘法記》（上海：上海玉佛寺法物流通處，年不詳），頁 45-46 ；卓遵巨集、侯

坤巨集訪問，《成一法師訪談錄》，頁 113-19。 
92 社論，〈論弘法的變與不變〉，《萬行》51 期（1989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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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於教學相長間逐受各界尊重。1931 年南老受常惺法師之託付，返光孝寺任

職。於光孝寺執掌寺務間，南老除救濟災民，不時亦多方奔走，廣施仁義。1937

年抗戰爆發，南老共赴國難，成立僧人救護工作，收容難民。八年寒霜，救苦救

難。雖終抗戰獲勝，但內戰續而再起。受國共內耗紛爭，民心流離，社會思變，

宗教亦受不振，故而 1946 年轉赴上海講經弘法，終其大陸淪陷前夕，未改渡生之

念。其言行舉止，即如佛家所言：「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南老酷愛經書、為法忘身，原意專於華嚴弘揚，但卻因時局的動盪不安，各

種磨難相繼迎來，一時難加施展。隨著大環境對佛法的消沉，為播火種不使燈滅，

同時也意將漢傳佛教宏傳寶島。1949 年 5 月南老偕智老渡海遷台，至此，象徵漢

傳佛教華嚴宗的正式來臺展布弘法工作。有見戰後臺灣佛法不振，不惜遍走全臺

募印法寶，更先後參與全臺三次大戒。至 1954 年華嚴蓮社道場啟用，南老領眾共

修弘法講經，不時走訪南北各地，可以說是法筳常開。為照應偏遠地區民眾，於

民本電臺開闢佛教之聲節目，展開空中弘法。並推動獎學金，接引大專青年學佛，

相繼佛法任務不斷，佛化基層，逐使從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從神佛不分、戒律

不嚴的情況，漸返漢傳佛教本有之端莊正儀，以引領信眾，拜佛誦經，讓正處於

風雨漂泊的臺海人心社會日漸趨於安定。1975 年華嚴專宗學院開辦，承華嚴大學

辦學精神，與時俱進，至此前後 10 餘年載，不遺餘力專弘華嚴經佛法。南老繼智

老執行法務，傳承華嚴法脈於臺，方使後續漢傳佛教華嚴宗光彩得繼碇放於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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