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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維喬與《華嚴經疏鈔》 

前國史館修纂處 處長 

侯坤宏 

摘 要 

近代從日本或韓國等回流到中國的佛典，經整理、校勘或注疏，成績最著者，

為上海《華嚴經疏鈔》編印會編印整理的《華嚴經疏鈔》、金陵刻經處歐陽竟無、

呂澂編校的《藏要》、北京三時學會韓清淨的《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匯編》。據

持松法師所撰之〈底本重編華嚴疏鈔序〉，因有徐蔚如、蔣竹莊（即蔣維喬）、李

圓淨、黃幼希等居士之「往復函磋」，「躬就商討，興願重治」，並「徵集同願，創

立華嚴疏鈔編印會」，加上「檀施畢集，踴躍輸將，遂使曠世之殊勳、稀有之盛業，

能功圓於時值憂患、物力維艱之際」。《華嚴經疏鈔》之所以能夠在戰時的上海刊

布流通，是近代攸關華嚴學復興的一件大事，本文擬透過《蔣維喬日記》所透露

的史料，探討「華嚴經疏鈔編印會」在編輯《華嚴經疏鈔會本》的諸種過程，其

間有那些人曾經參與籌畫與運作？遇到了那些困難？他們又是如何突破的？編輯

完成後的《華嚴經疏鈔》，在近代佛教史上以及華嚴思想弘傳史上之歷史地位又是

如何？以上諸問題，希望能透過本文來解答。 

關鍵詞：蔣維喬、華嚴經疏鈔、徐蔚如、李圓淨、黃幼希、應慈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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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位於臺北市濟南路的華嚴蓮社，創立於 1952 年底，先是由鎮江焦山定慧寺退

院智光和尚任導師，江蘇泰縣光孝寺退院南亭和尚任住持，1972 年春初，南亭和

尚將住持職務，交予成一監院接任。其後了中、淨海、賢度、明度、天演、天蓮

等法師依序接任住持。1「專弘華嚴」是華嚴蓮社的最大特色，這裡不但自 1975

年創辦華嚴專宗學院，而且還在 1995 年開始重修《華嚴經疏鈔》的工作。2 

由於之前「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所編之《華嚴經疏鈔》，其中所引之經、論等

諸典籍繁多，且多未註明出處。華嚴蓮社為方便讀者研究、閱讀，才成立「華嚴

編藏會」，參考多種藏經及內外典籍查尋出處，標明註釋，加上新式標點符號及章

段，並以不同字體顯示科判層次，俾使讀者能快速探索華嚴堂奧。直到 2004 年 7

月 1 日，《新修華嚴經疏鈔》20 冊完成出版工作。3 

《新修華嚴經疏鈔》出版後，賢度法師又著手規劃《疏鈔》的數位化工作。

2014 年，華嚴專宗學院與法鼓文理學院數位典藏組合作。2017 年 11 月 14 日，賢

度法師於江蘇常熟興福寺「百年華嚴 百城煙水──第三屆華嚴論壇」開幕式中，

宣佈數位版《新修華嚴經疏鈔》啟用消息。這項藉由現代科技，將《疏鈔》內容

以數位化的格式完整建置計畫，前後歷時三年餘。4《華嚴經疏鈔》自唐代澄觀撰

作，以及歷代將經、疏、鈔合會刊行的努力，到紙本《新修華嚴經疏鈔》的出版，

乃至數位版本的發布，前後經歷多個時期、多個團隊的努力，終於完成方便使用

的電子版本。在現代科技輔助下，深入《華嚴》大經，當能為華嚴研究與修學開

拓更深廣的境界。5《新修華嚴經疏鈔》的前身是《華嚴經疏鈔》，本文想要探討的

是──《華嚴經疏鈔》在抗戰期間編纂的前因，以及其成書的過程。 

                                                      
1 〈華嚴蓮社創社經過〉，網址︰http://www.huayen.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

id=2090&modid=387&mode=，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2 華嚴專宗學院創院動機有二：一為紀念蓮社開山第一代住持智光老和尚，因為其生前，修行學習

皆宗華嚴，並且主張華嚴大教是法界緣起，切合民主科學時代的思潮。二為提高僧伽教育水準，培

養現代弘法人才，順應時代潮流。為配合以上辦學宗旨，乃定學院名稱為華嚴專宗，課程以講授華

嚴大教及其相關經論為主課，其他諸宗，如法相、天台、般若、禪、淨、律、密等，亦涵蓋於教材

內。卓遵宏、侯坤宏採訪，廖彥博記錄︰《成一法師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6 年 11 月，初

版），頁 120–124、167–171；〈華嚴專宗學院創院院史〉，網址︰http://www.huayencollege.org/k_hua

/history/history.php，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3 為重修《華嚴經疏鈔會本》，曾延聘高明道、許洋主兩位教授，由賢度法師徵召華嚴專宗學院第

三屆研究所畢業生十數人，組成團隊整編《華嚴經疏鈔》，全力著重在疏鈔的重新編輯，並加新式

標點符號、分章分段，蒐查引文出處，編定索引、目錄等工作。《新修華嚴經疏鈔》，網址：http://

www.huayencollege.org/shu_chao_ad/shu_chao_main_page.php，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6 日。 
4 社論：〈《新修華嚴經疏鈔》數位化的時代意義〉，《萬行》，第 351 期（2017 年 11 月），頁 2-3。 
5 編輯部：〈數位版《新修華嚴經疏鈔》正式發布〉，《萬行》，第 351 期，頁 26-31。 

http://www.huayencollege.org/shu_chao_ad/shu_chao_main_page.php
http://www.huayencollege.org/shu_chao_ad/shu_chao_main_pa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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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從日本或韓國等回流中國之佛典，經整理、校勘或注疏，成績較著者，當

推上海《華嚴經疏鈔》編印會編印整理的《華嚴經疏鈔》、金陵刻經處歐陽竟無、呂

澂編校的《藏要》、北京三時學會韓清淨的《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匯編》，其中前

兩者當年由上海佛學書局印行。6《華嚴經疏鈔》是華嚴宗四祖澄觀清涼國師，於唐

貞元年間為八十卷《華嚴經》所作之釋文《疏》及《隨疏演義鈔》。《疏鈔》中將大

經之教理以信、解、行、證四大分來說明，並以五周因果貫串三十九品經中修行次

第，使《華嚴經》七處九會組織內容更容易了解。抗戰期間，在淪陷區孤島上海成

立的「華嚴經疏鈔編印會」，曾將《華嚴經》、《疏》、《鈔》三者合編而成《華嚴經疏

鈔會本》。7《華嚴經疏鈔會本》出版於抗戰期間的上海，與蔣維喬居士頗有關係。 

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江蘇武進人，江南高等學堂肄業，歷任上海商

務印書館編輯、歷任教育部秘書長、教育部參事、江蘇省敎育廳廳長、東南大學代

理校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敎授。其著作宏富，有關哲學、佛學者為多。蔣維

喬與黃炎培及袁觀瀾，在 1927 年以前有「敎育三老」之稱，「其道德文章，巍然斐

然，望重鷄林。年來雖屬古稀之年，然對敎育文化事業之熱忱，仍不減當年」。上述

有關蔣維喬簡歷，主要根據 1931 年出版之《當代中國名人錄》及 1947 年出版之《上

海時人誌》。8以上的介紹，不足以凸顯蔣維喬的特色與貢獻。蔣維喬除了是著名的

教育家外，更以「養生家」、「佛學家」為人所重視，他自號「因是子」，著有《因是

子靜坐法》（正、續編），以及《中國佛教史》、《佛學概論》、《佛教淺測》、《佛學綱

要》、《大乘廣五蘊論注》等佛教書籍，其中又以《中國佛教史》廣為人知。9本文主

要利用《蔣維喬日記》所透露的史料，及《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之「華

嚴疏鈔編印專號」，10和其他相關史料，探討「華嚴經疏鈔編印會」在編輯《華嚴經

疏鈔會本》過程中，有那些人曾經參與籌畫與運作？其中曾遇到那些困難？他們又

是如何克服的？以下從︰編印華嚴疏鈔之緣起、蔣維喬參與成立「華嚴疏鈔編印

會」、蔣維喬積極推動編印華嚴疏鈔等方面進行論述，以說明蔣維喬對《華嚴經疏鈔》

之所以能夠出版的努力與貢獻。 

                                                      
6 孟令兵著：《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學書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 月，1 版 1

印），頁 123。 
7 《新修華嚴經疏鈔》，網址：http://www.huayencollege.org/shu_chao_ad/shu_chao_main_page.php，

檢索日期：2017 年 6 月 6 日。 
8 〈蔣維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網址︰http://mhdb.mh.

sinica.edu.tw/mhpeople/fullTextResult.php?peopleName=%E8%94%A3%E7%B6%AD%E5%96%AC&s

earchType=2，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9 〈蔣維喬〉，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8B%E7%BB%B4%E4%B9%94，檢索日

期︰2018 年 3 月 14 日。  
10 此專號收錄：李圓淨〈發刊詞〉、〈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緣起〉、持松〈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

黃幼希〈重編華嚴經疏鈔會本略說〉、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葉恭綽〈佛教徒對於校印華

嚴疏鈔應有之認識〉、范古農〈談談印經功德〉、聶雲臺〈因緣具足〉、幻塵〈我們為什麼在這時候

編印華嚴疏鈔〉等文章。《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1943年 1月 1日），目錄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6%98%AF%E5%AD%90%E9%9D%99%E5%9D%90%E6%B3%95/110483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6%98%AF%E5%AD%90%E9%9D%99%E5%9D%90%E6%B3%95/110483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D%9B%E6%95%99%E5%8F%B2/70914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6%A6%82%E8%AE%BA/13978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7%BA%B2%E8%A6%81/123421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7%BA%B2%E8%A6%81/12342141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www.huayencollege.org/shu_chao_ad/shu_chao_main_page.php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fullTextResult.php?peopleName=%E8%94%A3%E7%B6%AD%E5%96%AC&searchType=2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fullTextResult.php?peopleName=%E8%94%A3%E7%B6%AD%E5%96%AC&searchType=2
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fullTextResult.php?peopleName=%E8%94%A3%E7%B6%AD%E5%96%AC&searchType=2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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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編印華嚴疏鈔之緣起 

關於編印華嚴疏鈔之因緣，持松法師在〈重編華嚴疏鈔序〉中，有云︰ 

「洎乎近茲十餘歲前，有徐蔚如居士，嚮往斯典，孜孜研習，彙校諸本，咸

有異同。乃悉現行流布之《疏鈔》，非復清涼之原文矣。摘其大疵，厥有二

端，所謂釐會之不當、刪節之不完。至如科判之倒迴、斷接之不齊，尤難悉

數。因茲巨閡，縈熲莫釋。乃時與蔣竹莊、李圓淨、黃幼希諸居士往復函磋，

或躬就商討，興願重治，實不容乎已也。然居士生前有言：我為則易，人為

則難。蓋以平日檢覈既勤，積稿亦富。有成竹之在胸，則操觚之自便，方之

假手他人，當不翅倍蓰其效焉。所幸居士歿後，賴蔣、李、黃諸君，堅誓不

退，乃徵集同願，創立華嚴疏鈔編印會，分司其任，期以必成，遂使宗徒響

應，四眾僉從，益以根本法輪、無上妙典，欲藉以廣勝因締法緣者，亦復檀

施畢集，踴躍輸將。遂使曠世之殊勳、希有之盛業，能功圓於時值憂患、物

力艱難之際，是可得而思議歟？誠不可得而思議也！」11 

持松法師（1894-1972），俗姓張，法名「密林」，字「持松」，學密後號「入

入金剛」。又以私淑玄奘大師，自號「師奘沙門」。清光緒 20（1894）年，生於

荊門直隸州沙洋鎮。17 歲時，投入沙洋鐵牛寺出家，1912 年冬，到漢陽歸元寺

受具足戒。翌年，入設於上海哈同花園月霞法師創辦的華嚴大學。1922 年冬，

與太虛法師的弟子大勇，結伴東渡日本，到高野山真言宗道場，依天德院金山

穆昭阿闍黎修學密法。1925 年冬，「東亞佛教大會」在東京召開，他隨「中華佛

教代表團」赴日，時道階、太虛為正、副團長，大會結束後，他續留日本，從

權田雷斧僧正受新義真言宗灌頂，1927 年回國。1931 年，段祺瑞、屈映光、王

一亭、史量才、陳元白、韓大載，及趙夷午、葉香金等在上海組織「菩提學會」，

請持松法師指導。1936 年，第三次東渡日本，考察日本佛教，回上海後，駐錫

聖仙寺，應菩提學會王一亭、屈映光諸居士之請，在上海覺園建「丙子息災法

會」。1937 年 7 月，日寇侵華戰爭爆發，上海淪陷後，閉門謝客。12 

                                                      
11 持松法師在〈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一文中也說︰「近年來經徐蔚如居士發現，是上流行的

版本有兩大病，一是釐定會不當，二是刪節不全，這是因為得著清涼的原本，一經校對，才發現

出來的。以經中之王的華嚴疏注，要是有了錯訛，將來不知要塞卻多少人的慧眼，所以徐居士一

經發覺，就存心重校重刻，可惜徐居士發了這個大願，不能滿足，就齎志以沒了。」持松：〈重

編華嚴疏鈔序〉，《覺有情》半月刊，第 89、90期合刊（1943年 5月 1日），頁 12；持松：〈編

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合刊（1943年 1月 1日），頁 7；持松：〈重

編華嚴疏鈔序〉，《持松法師論著選集（二）》（湖北︰荊門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1999年夏），

下編，頁 71-72。 
12 1972 年 11 月 16 日，持松法師在上海示寂，世壽 79 歲，僧臘 61，戒臘 59 夏。其生平著作有《華

嚴宗教義始末記》、《密宗通關》，以及《大日經·住心品撰注》、《金剛大教王經疏》、《金剛界行法記》、

《真言宗朝暮行法》、《密教圖印集》、《三陀羅釋》等密乘著述，及顯教著作《攝大乘論義記》、《觀

http://www.lingfo.com/temple/d103567.html
http://www.lingfo.com/temple/d103567.html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www.lingfo.com/master/102351_1_0.html
http://www.lingfo.com/sutra/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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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談到，持松法師對重編華嚴疏鈔的敘述中，提到《華嚴經疏鈔》的編印，

是因徐蔚如發現當時流通的本子，有「釐會不當、刪節不完」兩大缺點，「乃時與

蔣竹莊、李圓淨、黃幼希諸居士往復函磋，或躬就商討，興願重治」，可知華嚴疏

鈔重編與徐蔚如大有關係，但令人遺憾的是，「華嚴學者」徐蔚如發了重編《華嚴

經疏鈔》大願之後，不久就「齎志以沒」了。 

徐蔚如（1878-1937），浙江海鹽人，受母信佛影響，自幼即禮佛誦經。曾參訪

諦閑法師於四明觀宗寺，捐資給金陵刻經處重刻《西齋淨土詩》，集印光大師文稿

書信，出版《印光法師文鈔》。創立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等，以流通佛典為己

任，有《起信論科會》、《行願品疏節錄》等行世。13除了徐蔚如，弘一法師也很重

視華嚴經。弘一法師教導年輕的知識分子學佛，勸人從《華嚴經疏鈔》學起。他

本身受印光法師影響，深信淨土法門，認為修學淨土應該讀誦《普賢行願品》，誦

普賢願王，能獲種種利益，臨命終時，此願不離，引導往生極樂世界，乃至成佛，
14並撰有〈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一文。15黃幼希曾去函請教有關重編華嚴經

疏鈔問題，弘一法師回覆云：「近聞仁者校訂華嚴疏鈔，至用歡讚，中多訛闕，

且未及與大正藏本對校，簡陋殊無足觀，故不寄奉。茲述鄙意數則，以備參考。」
16可見弘一法師也留意到重編華嚴經疏鈔問題，並作了一些工作，但覺得還不足以

提供給黃幼希參考。 

華嚴疏鈔編印工作，雖徐蔚如「齋志以沒」，但因他生前已對「重校重科」辦

法發表過看法，在給蔣維喬和李圓淨的信中，說得很詳細，「此事在他自己做是容

易，在別人做是很難」，因有蔣維喬和李圓淨二人努力，「和黃幼希居士之肯毅然

出而主任編定，又遇著應慈老法師正在上海開辦華嚴學院」，17使得編印華嚴疏鈔

                                                                                                                                                            
所緣緣論講要》、《因明入正理論義解》、《心經闡秘》、《般若理趣經集解》、《菩提心論撰注》、《釋尊

一代記》、《梵語千字文》、《奘師文鈔》等。〈持松法師〉，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

6%8C%81%E6%9D%BE%E6%B3%95%E5%B8%88，檢索日期︰2018年 3月 11日；超曄、超敏：

〈持松師尊名號淺釋〉，《持松法師論著選集（二）》，下編，頁 238–239。 
13 于凌波︰〈華嚴學者徐蔚如〉，于淩波著：《中國近代佛們人物誌》，第 2 集（臺北：財團法人臺

北市慧炬出版社，1993 年 6 月，初版），頁 12-21。 
14 弘一法師︰〈淨土法門大意〉，《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福州：福建

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1 版 1 印），卷一，頁 261。 
15 弘一法師︰〈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第〉，《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

卷一，頁 259-260、281-282。 
16 〈弘一大師遺札選錄〉，《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5。 
17 蔣維喬曾談及此事說︰「余於民國十六、七年間，息影滬上，曾往清涼寺，聽應慈法師講華嚴，

因習聞蔚如之說，致書詢之，既而蔚如報以書，擬從事編會，約相助為理，余欣然允之，彼此商榷

體例，決定第一步工作，先會集各本，校定經文，不料蔚如既以刻經處積壓稿件過多，未能著手，

余亦以生活環境突變，不得不重操教讀生涯，遂成畫餅。」持松：〈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及蔣

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頁 7、10；蔣維喬︰〈華

嚴疏鈔編印會記〉，《覺有情》半月刊，第 125、126 期合刊，頁 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9B%E9%97%B2%E6%B3%95%E5%B8%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0%E5%85%89%E5%A4%A7%E5%B8%88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www.lingfo.com/sutra/1.html
http://www.lingfo.com/master/102351_1_0.html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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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成就。這裡提到了蔣維喬、應慈法師、李圓淨、黃幼希四人，讓我們看看後

三位的來歷。 

應慈法師（1873-1965），俗姓余，安徽歙縣人，出家後法名「顯親」，自號「華

嚴座主」，畢生以弘揚華嚴為職志。他一生所講晉唐三譯《華嚴經》及《華嚴懸談》、

《普賢行願品》等，不下數十次。又曾倡刻《華嚴經》三種譯本、《華嚴五教章儀》

及《法華》、《楞嚴》、《楞伽》等諸經疏。18蔣維喬和應慈法師頗有交往，此由其日

記中所載可以得知。譬如，1938 年 9 月 29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玉佛寺「今日全體

僧眾迎接應慈法師，禮節隆重非常，余陪應法師進茶點並午膳，膳畢往正風學苑，

二時授中國哲學史。」1910 月 7 日，又記云：「六時赴玉佛寺，明日應慈法師開講

四十華嚴，今晚遠塵和尚請法師，余往作陪，座有李耆卿、聞蘭亭、朱同僧諸居

士，八時半回。」10月 8日記云：「午後二時往玉佛寺，今日應慈法師開講四十卷

華嚴，道場莊嚴。」11 月 30 日記云：「玉佛寺應慈老法師約便餐……，長談至九

時方回。」12月 7日記云：「至玉佛寺訪應慈法師。」20 

李圓淨（1894-1950），廣東三水人，本名榮祥，別號「圓晉」，又署「無相」，

「圓淨」是他的法名，早年卒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文科，後在上海經商。曾朝禮普

陀山，參謁印光法師，「圓淨」是印光法師賜給他的法名。李圓淨熱心佛教事務，

如在 1930 年，即曾與葉恭綽、狄楚青、蔣維喬、丁福保等人，發起影印宋版《磧

砂藏》，此次又與蔣維喬、黃幼希等人發起組織「華嚴大疏鈔編印會」。21應該要提

                                                      
18 1940年 1月初版的《佛學半月刊》，刊有〈應慈法師刻印晉繹六十華嚴經〉云︰「華嚴座主應慈

法師，提倡華嚴，數十年如一日，法筵宏開，幾遍南北，惟六十華嚴，未曾講過，因復發心，重刻

大字晉譯華嚴經，由揚州眾香苑代辦，業已刻竣，於上月開工印刷，法師特備齋食犒賞，重勞工人，

先印一百部，以備明春開講之用，從此出版界多一大本華嚴經，而法會上又增一勝緣矣。」應慈法

師刻印晉繹六十華嚴經後，為開講此經，在法租界租了一個地方，專供講學之用，定名為「華嚴學

院」。定常居士〈頌華嚴座主應慈法師〉云：「我念善知識，為世大明燈，建立精進幢，能集菩提行。

於斯難見境，普轉妙法輪，愛人如愛己，富壽利羣生。勇猛恆持法，普賢深妙行，善來趣佛果，當

興此願雲。八表同歡康，三世悉平等，我今恭敬禮，稱揚莫能盡。」于凌波︰〈華嚴座主釋應慈〉，

于淩波著：《中國近代佛們人物誌》，第 1 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3 年 6 月，初

版），頁 305-309；〈應慈法師刻印晉繹六十華嚴經〉，《佛學半月刊》，第 197期（1940年 1月 16

日），頁 13；〈應慈法師將設華嚴學院〉，《佛學半月刊》，第 199期（1940年 2月 16日），頁 14；

定常居士：〈頌華嚴座主應慈法師〉，《佛教雜志》，第 2期（1942年 4月 20日），頁 23。 
19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北京 1 版 1 印），第 21 冊，頁 77-78。 
20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89-91、167、182。 
21 李圓淨勤於著述，撰有《佛法導論》、《護生痛言》、《到光明之路》、《處世明燈》、《飭

終津梁》、《旅行者言》、《人鑒》、《大乘宗要》、《甘地的戒殺主義》等書。在佛經注解方面，

有《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楞嚴經白話講要》、

《梵綱經菩薩戒本匯釋》，並輯錄《印光法師文鈔》。抗戰勝利前後，李圓淨又與范古農、夏丏尊

及芝峰法師等，共同發起刊印《普慧大藏經》。于淩波︰〈《佛法導論》的作者李圓淨〉，于凌波

著：《中國近代佛們人物誌》，第 5 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9 年 3 月，初版 1

刷），頁 234-242。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4%BD%9B%E5%AD%B8%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4%BD%9B%E5%AD%B8%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4%BD%9B%E5%AD%B8%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4%BD%9B%E6%95%99%E9%9B%9C%E5%B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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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李圓淨所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是徐蔚如「欲重刻華嚴疏鈔，

先將所藏東瀛完本華嚴經疏科文寄貽，囑為整理」，初稿麤具後，再經黃幼希「詳

加修訂」而完成的。22 

黃幼希（1883-1958），福建永泰人，原名士複，法名「妙悟」。早年任職於福

建福州中學和江西贛州師範學校。1908 年東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後歸

國，任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先後負責編輯《辭源》、《綜合英漢大辭典》、《牛津

袖珍字典》、《牛津簡明字典》及《英漢學習辭典》等，有豐富的編校經驗。他曾

皈依微軍法師，從受菩薩戒。1934 年間，移住浙江莫干山麓，與李圓淨為鄰，23參

與商議編輯《華嚴經疏鈔》的工作。 

黃幼希和李圓淨之所以加入會編華嚴疏鈔工作，據李圓淨在答覆《覺有情》

半月刊社所問時說︰「民廿五冬，圓淨讀華嚴，時與黃幼希居士卜築莫干山為鄰

居，幼希曾聞徐蔚如居士有所發現，囑函詢之，蔚公寄來民初從扶桑所得科文十

卷，是書中土失傳已數百年，因為條理，製成總科，與蔚公數度函商。民廿六五

月，蔚公由津南下，入山相訪，與幼希、圓淨詳論疏鈔之必須重刊。全書多所被

刪是一大病，會合之不當又一大病，別未百日，即聞示寂。」24 

有關蔣維喬與李圓淨、黃幼希二人，討論重編華嚴疏鈔問題，在蔣維喬日記

中，有許多相關的記錄。如，1938年 12月 13日，蔣維喬日記記云：下午「三時，

往滄洲飯店，與李圓淨、黃幼希二君，討論重編華嚴疏鈔問題，四時半回。」12

月 20日又記云：「午後一時半赴正風，二時授哲學史，三時回，黃君幼希已在家，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凡例〉有云︰「華嚴經疏科文十卷，元明以來，僅存首卷，原

本經東瀛翻刻，脫誤甚多，續藏所收，仍尟改正，故重校治，以成今編。」「華嚴科文，層次繁複，

研檢匪易。因將全部列為表解，軌轍易尋，朗然昭列矣。」李圓淨編著︰《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

表解》（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2003 年 9 月，初版），〈凡例〉及李圓淨、黃幼希所寫的〈跋〉，

頁 2、176。  
23 1943年，黃幼希又在《普慧大藏經》刊印會任編纂，負責「華嚴部」、「大集部」、「般若部」

經典的校勘工作。1949年之後，任上海文史館館員。曾負責編印弘一大師遺著《南山律在家備覽》

及《戒本講錄》，並校勘地藏三經。著有《大乘起信論義記》、《歷代大藏經明細表》及《梵漢英

巴字典》等。〈黃幼希〉，網址︰http://m.rolai.net/foxue/fowen_206688.html，檢索日期︰2018年 3

月 14日。 
24 蔣維喬的記載如下︰「民國二十五年冬，李居士圓淨與黃居士幼希，卜鄰於莫干山，圓淨讀誦

華嚴，幼希為言曾聞蔚如對於華嚴疏鈔，多有創見，囑圓淨郵書叩問之，蔚如嘗謂當今知華嚴疏鈔

之必須重編重印者，當世已無幾人，得圓淨書，乃大喜，因將東瀛御井寺所藏清涼華嚴科文十卷，

郵致圓淨，囑其整理，以為重編疏鈔之先導，蓋此科文中土久佚，得此可以訂疏鈔之闕失也。民國

二十六年五月，蔚如由津南下，入山訪黃、李二君，詳論重行編會之法。蔚如返津後，適遭戰亂，

以盛暑中，終日奔馳，救濟難民，過於勞乏，不久示寂。」李圓淨︰〈覆本社問華嚴疏鈔編印經過

書〉，《覺有情》半月刊，第 64、65期合刊（1942年 6月 1日），頁 4；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

會記略〉，《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10；蔣維喬︰〈華嚴疏鈔編印會記〉，《覺有情》

半月刊，第 125、126 期合刊，頁 6。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m.rolai.net/foxue/fowen_206688.html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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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我談論彙華嚴疏鈔，四時去。」12月 27日記云：午後「三時半回，黃君幼希已

來久候，與我商議編彙華嚴疏鈔計畫。」25 

除李圓淨、黃幼希，費範九也是參與重編華嚴疏鈔的重要人物，費範九的參

與從 1939 年初春開始。這年的 1 月 6 日，蔣維喬日記記說：「應李君圓淨之招，

至滄洲飯店，晤黃幼希、范古農二居士，繼而應慈老法師及法度師來，費君範九

後［至］，在彼便餐，共討論印華嚴疏鈔事，至九時方回。」26費範九，南通人，

早年只讀儒家經典，因讀《印光大師文鈔》，在 1927 年皈依佛門，拜印光法師為

師，法名「慧茂」（意謂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1928 年，入上海商務印書

館工作。1932 年 1 月 28 日，日軍侵犯上海，其家所在天通庵路四圍盡毀，而他所

住的樓房竟安然無恙。事變後，應朱慶瀾、葉恭綽之請，主持影印磧砂宋藏經的

工作。27 

參、蔣維喬參與成立「華嚴疏鈔編印會」 

《華嚴經疏鈔》的編印工作，從 1939 年開始，到 1944 年完成，前後歷時 6

年。其所以能夠在戰時上海，集合眾人之力，勉力完成，得力於「華嚴疏鈔編印

會」的成立，在「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之前，蔣維喬還做了許多背後聯絡的工

作，主要是和黃君幼希、費範九，商量「編會華嚴疏鈔辦法」」及「籌款事」。 

1939年 3月 3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十一時半，黃君幼希來，談編彙華嚴疏

鈔事，十二時去。」281939 年 3月 18日又記云：上午「往晤黃君幼希，知黃君適

到余家見訪未遇，回來即與敘編會華嚴疏鈔事，約定星期一午後四時，偕往商務

書館晤費君範九，商籌款事，談半小時別出，即赴法國公園遊息。」293月 20日記

云：「午後四時一刻，往訪費君範九，黃君幼希先在，商量編會華嚴疏鈔辦法，五

時半回。」3月 30日記說：「上午，為華嚴疏鈔墊款事，偕黃君幼希往哈同洋行訪

                                                      
25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188-189、200、208-209。 
26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222-223。 
27 費範九從商務印書館退休後回家鄉，任南通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依然關心家鄉建設，撰寫

地方文史資料，晚年還將自己心愛的藏書和字畫捐獻給南通博物苑、南通圖書館等收藏。〈慧茂居

士費範九先生的佛緣〉，網址︰http://js.ifeng.com/nt/culture/history/detail_2014_09/22/2938981_2.sht

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28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290。 
29 法國公園，指的是上海法租界的公園，早期原是一片農田，有姓顧人家在此建一私人小花園，

稱「顧家宅花園」。鴉片戰爭後，上海被劃分有英、法、日等租界，1900 年，法國人買下了這片土

地，原作為法軍屯兵之用，後改闢為公園，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人陸續撤離上海，日本入侵

上海後接管了法租界的行政權，隨之改名為「大興公園」，抗日戰爭勝利後，又改名為「復興公園」。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309-310；〈上海復興公園〉，網址︰http://forestlife.info/

Onair/139.htm，檢索日期︰2018年 3月 19日。 

http://js.ifeng.com/nt/culture/history/detail_2014_09/22/2938981_2.shtml
http://js.ifeng.com/nt/culture/history/detail_2014_09/22/2938981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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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君佛陀，渠允自墊壹千元，哈同夫人墊壹千元。於囑其先付一半，渠應允，遂

別出。」4月 5 日記云：上午「至商務書館晤費君範九，談移時，待黃君幼希來後，

商量華嚴疏鈔編會辦法，十一時回。」4 月 7 日記云：「午後二時半，往商務書館

訪費君範九，與黃君幼希討論華嚴編會事。」4 月 14 日云：午後「七時歸，費君

範九已來，余因頭暈，不克多寫，囑其代寫編印華嚴疏鈔會徵求發起人信多封。」
304月 25日記云：「午後二時，黃君幼希來商編會華嚴疏鈔事。」4月 30日云：

「午後，幼希君來，商華嚴疏鈔編會事。」5 月 11 日記云：晚「七時至八時，黃

幼希、費範九二君來」，談華嚴疏鈔編印會事。5 月 16 日云：晚「八時，範九、

幼希、圓淨三居士來，商議華嚴疏鈔編印會後日開成立會事，九時半方散去。」5

月 17 日云：「九時半赴正風，十時至十二時授哲學史，十二時回，午後二時，往

訪丁君仲祜，談華嚴疏鈔編印會事，三時回。」31 

上引蔣維喬日記值得留意的有三件事：一是，蔣維喬和黃幼希一起到哈同洋行

勸募，姬君佛陀「允自墊壹千元，哈同夫人墊壹千元」。姬覺彌（1885-1964），江

蘇睢甯高作南潘莊人，人稱潘小孬，遇猶太人哈同夫婦，甚得哈同夫婦賞識，後來

成為愛儷園總管。姬覺彌附庸風雅，喜與名人顯宦交往，曾創設倉聖明智大學，聘

王國維、沈曾植、費閏生等人前往任教。32二是，蔣維喬「往訪丁君仲祜，談華嚴

疏鈔編印會事」，「丁君仲祜」是丁福保（1874-1952），江蘇常州人，字仲祜，別

號疇隱居士，曾編寫《佛學之基礎》、《佛學初階》、《佛學起信篇》、《學佛捷

徑》等初機佛學著作，箋注《金剛經》、《六祖壇經》等 16 餘種佛教典籍，編纂

《佛學大辭典》，其中《佛學大辭典》流傳很廣、最為人稱道。33三是，和費範九、

黃幼希、李圓淨三人，「商議華嚴疏鈔編印會開成立會事」，因在他們三人商議之後

的第二天──1939年 5月 18日，「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大會」隨即登場。 

1939年 5月 18日下午 6時召開的「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大會」，對於編印華

嚴疏鈔工作之推動至關重要。蔣維喬記云：「赴功德林，今夕開華嚴疏鈔編印會

成立大會，應慈法師率僧曇、月晴諸法師皆來，居士到者六十餘人，應慈與余被

公推為臨時主席，通過會章，選舉理事長、理事，討論事件，並由應法師領導」，

「全體理事均向佛前禮拜發誓，誓於三年中完成此大事。」34這次會議地點在上海

功德林蔬食處，由應慈法師和蔣維喬共同主持，蔣維喬、黃幼希、費慧茂（即費

範九）分別做了重要發言。 

                                                      
30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313、322-323、331-332、334-335、343。 
31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360-361、366-367、379、388–389。 
32 〈潘老祥去上海，找孬──睢甯名人姬覺彌在舊上海灘的逸聞趣事〉，網址︰http://epaper.cnxz.

com.cn/pczm/html/2012-12/15/content_102237.htm，檢索日期︰2018年 3月 19日。 
33 于淩波︰〈《佛學大辭典》編者丁福保〉，于凌波著：《中國近代佛們人物誌》，第 1 集，頁 325-340。 
34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392-3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4%BF%AA%E5%9B%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5%88%9A%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D%E7%A5%96%E5%9D%9B%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5%A4%A7%E8%BE%9E%E5%85%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5%A4%A7%E8%BE%9E%E5%85%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B%E5%AD%A6%E5%A4%A7%E8%BE%9E%E5%8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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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維喬居士說︰「今日承諸大法師、大居士準時惠臨，可云華嚴時節因緣已經

成熟，華嚴疏鈔所以必須編定重印之旨趣，具見於緣起之中，諸位皆已閱過，

不必贅述。為此事先後之動機，諸位或有未盡知者，謹略陳之︰一、在十餘年

前，徐蔚如居士讀疏鈔時發見錯誤甚多，遂收集各種刻本參互校對，日有所得，

因是南北友人，皆知疏鈔有重治之必要。二、在八一三前，徐蔚如居士自北平

南來，特赴莫干山與黃幼希、李圓淨二居士共同商量，先成科文表解，分頭屬

筆，雖經兵火，未曾稍輟，幸已排印成書。同人有此經驗，遂鼓起編定疏鈔之

勇氣，著手進行，所惜徐居士圓寂以後，其遺稿在天津寓廬，屢經遷徙散佚無

存。今者華嚴宗匠應慈法師蒞滬講演四十華嚴，聞知此事，竭力贊助，華嚴疏

鈔編印會遂得成立。此其經過大略情形。至編輯方面，請黃幼希居士報告，事

務方面，請費慧茂居士報告。」 

黃幼希居士接著報告云︰「編會華嚴疏鈔，自本年一月華嚴經疏科文出版後，

即著手進行，先校勘各本，臚列異同，補正偽脫，是為第一步工作。次考證異

同，決定應從何本，而以他本異文擇要列入校勘記，並將現行本釐會失當之處

加以改定，點正句讀，是為第二步工作。金陵流通本華嚴玄談凡二十八卷，疏

鈔凡二百二十卷，現初步工作已至玄談第二十二卷，俟所遺六卷校勘後，再行

考定異同，釐會點治。先將玄談付諸排校，校對工作，當由會中委託他人辦理，

俾與編會疏鈔工作同時並進。全書工作繁重，自慚謭陋，深懼弗勝。李圓淨居

士現適回滬，此後可以共同擔任，至考證異同，猶為不易，當商承應慈老法師

暨諸善知識隨時決定。」 

費慧茂居士報告說︰「此次華嚴大業，鄙人得隨諸公之後勉效微力，且慚且悚。

在今日之前，已經過商談五次，第一次七人，為應慈老法師、法度法師、蔣竹

莊居士、范古農居士、黃幼希居士、李圓淨居士及鄙人，地點在滄洲旅館。第

二次、第三次均三人，為蔣竹莊居士、黃幼希居士及鄙人，地點均在商務會客

室。第四次仍三人，地點在蔣公館。第五次即本星期二，加入李圓淨居士為四

人，地點仍在蔣公館。略述如此，以明非敢漫然之意。竊以事務方面，除細瑣

不計外，先印就緣起及會章草案，分善本埠、外埠函件，徵求發起人，現得書

至或口頭答覆者共有四十位，其姓名印入今日所發緣起之內。此外，一、為收

款之預備︰已與金城銀行靜安寺分行說定，憑摺與印鑑存入。二、為兩聯收據

之印製︰已印裝五百聯，中縫編號蓋章，其理事長一行之下，尚需簽名照刻木

戳以備信識。三、為紙版之預謀保存︰本書一經發排，即有紙版陸續打出，以

華嚴玄談及疏鈔計之，共四千片，打成兩副，即有八千片之多，擬以一副存於

威海衛路七一二號，以一副寄存法寶館，並各保火險。其他俟書成後如何檢查

頁數，如何按戶分送或包裝郵寄，如何儲存餘書，均當謹慎辦理。」35 

從報告中，我們可以知道，蔣維喬、黃幼希、費慧茂三人，各有分工；黃幼

希主要負責編務，費慧茂負責事務，蔣維喬總其成。黃幼希是「校刊的內行」，他

為華嚴疏鈔會本校刊體例，訂了如下原則︰ 

                                                      
35 費慧茂︰〈華嚴疏鈔編印會第一次會議錄〉，《佛學》半月刊，第 183 期（1939 年 6 月 16 日），頁 8-9。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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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嚴疏鈔，藏中原本詳略互異，金陵會本頗有闕文，續藏本雖未刪節，

亦復多訛。茲廣徵諸本，參互校勘，補正脫誤，重編印行，期成完本。 

二，會本玄談向與疏鈔別行，各自分卷。續藏玄談九卷，疏鈔八十卷。金

陵本玄談二十八卷，疏鈔二百二十卷。考玄談即原本疏鈔之一部分，雖可

別行，而疏鈔應合玄談在內。今統編為八十卷，其前八卷，即屬玄談。 

三，會本疏鈔分合，間或失當。茲依原本，尋繹疏鈔文義，參合科文，重

加編會。 

四，唐譯華嚴經，藏本流通本頗有出入，疏鈔所據唐本，與今本亦不盡同，

惟麗藏多與疏合。茲校勘經文，即以麗藏為主，旁稽宋元明清諸藏及古本、

流通本，依疏鈔釋義為準，校正文句，附識異同，間加考證。 

五，校經所據各本，有藏本、古本、流通本、經疏鈔會本等，以異本繁多，

別編經文校本略說。 

六，考證經文，如本經異譯本及其註疏，一切經音義等，隨時參檢，茲不

備舉。 

七，疏鈔明代始入藏，有南藏、北藏、嘉興藏諸本，弘教、頻伽、大正諸

藏，均依嘉興藏本，本書亦以嘉興藏為主，以南藏及大正藏並其校刊記中

甲乙二本，以北藏玄談、續藏疏鈔、金陵疏鈔會本互校。茲就所據諸本，

編為疏鈔校本略說。 

八，疏鈔徵引繁博，如各宗經典註疏及其著述，考證所及，幾涉全藏，其

常檢者，為大正藏及卍字續藏經，大正所收，異本最富，故疏鈔引用他書

之異同，多依大正藏考定。 

九，經疏鈔校勘諸本，限於見聞所及，如遇善本，當隨時加入校勘。 

十，本書卷帙浩繁，校勘編會，頭緒紛繁，別擬條例，用茲整理，茲概從

略，以省篇幅。36 

費慧茂報告中提到金城銀行，與後續推動工作所需款項之支付有關。金城銀

行成立於 1917 年，與鹽業、中南、大陸三家北方私營銀行通稱「北四行」，其總

行設於天津，創辦時最大股東為安徽督軍倪嗣沖（1868-1924）和安武軍後路局總

辦王郅隆（1888-1923），總經理為周作民（1884-1955），以對工業放款和投資聞名。

                                                      
36 黃幼希：〈重編華嚴經疏鈔會本略說〉，《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 期合刊，頁 8。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9%BB%83%E5%B9%BC%E5%B8%8C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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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鹽業、金城、中南三行聯合營業事務所在上海成立，1922 年大陸銀行加

入，為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吳鼎昌為辦事員主任。1931 年設立四行企業部、四

行調查部和四行信託部，興建國際飯店大樓。1936 年，存款總額居於前列的五家

私營銀行依次為金城、上海、中南、鹽業、大陸，「北四行」占其中四家。37 

此次會議並通過「會章」，選舉應慈法師為理事長；朱子橋、葉玉甫、蔣維喬

為副理事長；月晴、僧曇、關炯之、李耆卿、范古農、黃幼希、李圓淨、費慧茂、

孟望渠、錢重知、徐春榮為常務理事。38會議之後，編印華嚴疏鈔的工作得以逐步

展開。 

肆、蔣維喬積極推動編印華嚴疏鈔 

1939年 5月 18日，當華嚴疏鈔編印會正式成立後，蔣維喬的責任更大了，直

到 1944 年 10 月華嚴疏鈔完成出版工作為止，他（和他的工作團隊）必須面對種

種狀況，接下來讓我們看看蔣維喬等人所面對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 

李圓淨說，華嚴疏鈔編印會的成立，「是時節因緣使然，不是偶然的，人才

是短期的集合，不能長久的，校訂是繁重而複雜的，延宕不得的，全盤的工作如

逆水行舟，不能鬆手的，所處的環境是變化得太劇烈，不由人徘徊瞻顧的，五年

來不斷的努力，在漫天烽火之中，生活高壓之下，矢忠矢誠，鍥而不捨。」39葉恭

綽也提到，在「戰塵彌滿，殺業日滋」環境之下，完成會編華嚴疏鈔，「不失老書

生苦行僧之風味，此一紙醉金迷之大上海中之一種佳話」。40華嚴疏鈔編印會是在

戰時上海成立的，儘管處在租界中，受到外國勢力保護，但也不完全是安全的，

在「安全」租界中，仍存有諸多「不安全」的因素。 

1937 年 7 月，抗戰爆發不久，八一三淞滬戰役國軍退敗，上海旋即淪陷。翌

（1938）年的 8 月 13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因今日八一三，租界徧布鐵絲網，

特別戒嚴。」1939 年 5 月 19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今日租界突然戒嚴，美法交

界，除幾條大道外，皆以鐵絲網攔住，行人及車輛均須檢查，據聞係因日人想侵

犯租界之故。」411941 年 12 月 8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今晨四時三十分，浦江日

軍艦向英、美兩小型軍艦開砲，砲聲隆隆約有數十響，英艦被轟沉，死五十餘人，

                                                      
37 陳韶聞主編︰《經濟大辭典──中國經濟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 年 3 月，1 版 1

印），〈北四行〉條，頁 304；〈北四行〉，網址︰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

2007/20070720143947.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38 費慧茂︰〈華嚴疏鈔編印會第一次會議錄〉，《佛學》半月刊，第 183 期，頁 9-10。 

39 李圓淨：〈發刊詞〉，《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3。 

40 葉恭綽：〈佛教徒對於校印華嚴疏鈔應有之認識〉，《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11。 
41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7、393–394。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2007/20070720143947.html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2007/20070720143947.html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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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艦投降，日海陸軍遂佔領公共租界。」421942 年 2 月 15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是

日，為舊曆元旦……昨夕有人投炸彈，因此租界大部為日均封鎖。」6 月 29 日又

記云：有上海特別市秘書長趙某來函，「來請我擔任暑期學校講師，余堅卻之。今

日忽有市政府教育委員梅嵩蘭，偕特務機關思想部日人長峰崇仁前來，殷殷敦請，

余以年老力衰，恆患失眠婉辭，渠等再三強我，我卒未允，則要求我轉荐一人，

我允考慮後函覆方辭去。」7 月 2 日記云：「清晨，四時半起，六時至八時修法。

今日上午停課，余以家門尚未解除封鎖，乃以答訪前日來謁之長峰崇仁為名，請

監視日人之許可出外，設法先至國際飯店訪長峰，渠適外出。」8 月 30 日續云：「午

後，日本特務機關思想部長峰崇仁偕譯人楊君光塵來談，袖出上海特別市教育會

章程，具言上海市政府與思想部再三討論結果，除市長擔任會長，副會長一席請

我擔任，我極力辭謝，渠再三懇求，相持一時有餘方去。」43蔣維喬最終並沒有「出

任偽職」。 

依〈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辦法〉，因華嚴經疏鈔「排印工料需款儲幣貳十萬

元，議決用分組勸募法募足之」，「先設十大組，依經十大願王次第為：禮敬諸

佛組、稱讚如來組、廣修供養組、懺悔業障組、隨喜功德組、請轉法輪組、請佛

住世組、常隨佛學組、恆順眾生組、普皆回向組。組長由本會公推之，每大組設

分組，其組長由大組長邀請之。」 

這十大組長分別是：第一禮敬諸佛組（組長聞蘭亭居士）、第二稱讚如來組（組

長吳蘊齋居士）、第三廣修供養組（組長周瑞華居士）、第四懺悔業障組（組長陶

希泉居士）、第五隨喜功德組（組長俞寰澄居士）、第六請轉法輪組（組長李穉蓮

居士）、第七請佛住世組（組長胡妙觀居士）、第八常隨佛學組（組長湯住心居士）、

第九恆順眾生組（組長蔣竹莊居士）、第十普皆回向組（組長李圓淨居士）。華嚴

疏鈔編印會通訊處為：上海西摩路威海衛路口慈惠里省心蓮社范古農居士，收款

處為：上海愛多亞路朱葆三路口東南信託公司。44 

                                                      
42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北京 1 版 1 印），第 23 冊，頁 35-36。 
43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96、210-211、213-214、263-264。 
44 與疏鈔編印經費收支有關的金融單位，除前述及之金城銀行外，東南信託公司也是其中之一。東

南信託公司成立於 1931年 4月，由張譫如、李靜涵、徐寄廎、林康侯、吳耀庭、俞子毅、李廉波、

薛竹蓀、盛丕華、徐玉書、孟望渠等集資發起，實收資本國幣 100萬元。1934年 2月，依該公司股

東會之議決，成立總辦事處及上海分公司，1936年 7月，增設倉庫業務，同時因受農村經濟衰落的

影響，將原設南潯辦事處暫行撤銷。採取董事制，以李靜涵為董事長。後由俞寰澄擔任（1947 年由

李祖永擔任），總經理李祖荃。總公司設在上海，員工 26 人。東南信託公司在 1947 年改組，並增

資至法幣 1.2 億元，經營存放款項、國內匯兌、經租房地產、代理保險及一切信託業務。1949 年 1

月改組為東南商業信託銀行，1952年參加私營金融業全行業公私合營。華嚴疏鈔編印會：〈重編華嚴

經疏鈔募印辦法〉，《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4；〈民國時期十五家信託公司檔案〉，

網址︰http://trust.jrj.com.cn/2014/09/15162618010212-1.shtml，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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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維喬是十大組中第九組的組長，對於募款，可謂用心又積極，此在其日記

中有詳細記錄。茲以 1939－1944年五年間為例仔細說明之。從蔣維喬這期間的日

記可以知道，他除參與相關之編輯會議外，籌募編印疏鈔所需經費，是其主要重

點工作。 

1939年 6月 4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午後「三時，至藏經會開華嚴疏鈔理事

會，四時畢即歸。」8月 31日又記云：「十一時三刻，黃君幼希來，商華嚴疏鈔先

印樣張事，十二時後去。」6 月 29 日記云：午後「七時，黃幼希、任心白、費範

九三君先後來，八時偕往訪周君梅泉，談至九時方回，蓋余等近來重編華嚴疏鈔，

周君發願獨助壹千元，故往謝之。」459月 3日是華嚴疏鈔編印會第三次會議，在

上海威海衛路 712 號召開，應慈、僧曇、關炯之、錢重知、黃幼希、李圓淨、徐

春榮、范古農、蔣維喬、孟望渠、費慧茂等人到會，會議主席是應慈法師和蔣維

喬居士，會中報告了周海泉居士、朱子橋副理事長、葉玉甫副理事長、錢曉朕理

事、上虞金弘恕居士、汪千仞居士等幫忙協助捐印書款，及其他庶務性事務。4612

月 15日，蔣維喬日記記云：「至光華，一時監試周易研究考試，二時畢，順道至

商務晤費君範九，告以天津許季上來此，北京刻經處允撥壹千元作華嚴疏鈔編彙

經費，並閩朱紫橋、葉譽虎均有募款，已收到八千元云。」12月 31日記云：午後

「五時半，李圓淨邀往其家晚餐，順便討論華嚴疏鈔編印事，應慈法師、黃幼希、

汪千仞、費範九、汪一真、張憨容等諸君皆來，幼希校訂懸談，已至六冊，中間

發現，無人誤處，考訂精詳，至有價值，各間捐款已交到者有八千元，連認而未

繳者有萬三千元，此事進行極為順利，九時散歸。」47 

1940年 3月 10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午後「四時至藏經會，華嚴疏鈔編印

會理事會議，五時半歸。」48參與此次會議者有︰施省之、費慧茂、黃幼希、王

秋湄、蔣維喬、李圓淨、關炯之、丁福保、應慈、潭月、李耆卿等人，會議主席

仍是應慈法師和蔣維喬居士，會中較值得留意的是，李圓淨報告有關華嚴疏鈔編

印進度︰ 

一、華嚴疏鈔編會工作，黃妙悟［幼希］居士去春即著手校定玄談，以譯

本繁多，且一手處理，近得王智月、黃超嚴兩居士襄助，已將玄談校勘完

畢，並進校疏鈔矣。 

                                                      
45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1 冊，頁 410、435、491。 
46 費慧茂︰〈華嚴疏鈔編印會第三次會議錄〉，《佛學》半月刊，第 189 期（1939 年 9 月 16 日），

頁 10-11。 
47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北京 1 版 1 印），頁 45、

59-60。 
48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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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晉［淨］自去夏始參加工作，與妙悟居士商定，將疏鈔工作畫為兩

部，自金陵本疏鈔第六卷起，其主要本之校對，歸圓晉［淨］料理，則勘

定時易於進行。因先校大正藏中之經疏鈔三種別行原本，暨續藏經疏鈔會

本，嗣得姚林兩君為助，大正藏華嚴經及鈔已校完，大正疏已校大半，續

藏僅餘一冊未校。預計本月普賢誕左右，均可校畢，此後擬再校其他諸本，

並須從事復校。 

三、嘉興藏疏鈔兩種別行本，由汪千仞與王智月兩居士擔任，智月居士校

嘉興本玄談全部，並進行疏鈔已至金陵本第十五冊，千仞居士則校嘉興恕

疏下半部，即將校畢。49 

由於校勘工作進行不易，此時又有王智月、黃超嚴、汪千仞等人加入。 

1940年 3月 29日，蔣維喬日記記云：「五時，赴功德林，今日為普賢聖誕，

李君圓淨發起的華嚴編印會同仁，在功德林佛堂誦普賢行願品，由應慈法師領眾，

誦一小時完畢，在彼晚餐，餐畢討論華嚴編輯事宜，八時半散歸。」4月 8日又記

云：「校金剛經講義，五時，習拳劍畢，赴華嚴學會應慈法師之招，在彼晚餐，八

時後回。」4月 15日記云：「上午，預備文學史，寫對聯三付，其一送應慈法師，……

午後六時，至應慈法師，送對聯即回。」6月 9日記云：午後「三時，華嚴疏鈔編

印會開會，余往赴會，因光華四時有校務會議，余即先退。」50此次會議到會者有︰

汪一真、費慧茂、關炯之、錢重知、李圓淨、施省之、徐春榮、孟望渠、月靜、

蔣維喬、張志方、應慈、黃幼希、王秋湄等人，會議主席仍是應慈法師和蔣維喬

居士，關於華嚴疏鈔編印進度，「預計校對工作，年底可畢；至考訂編會，須明年

底方能完成。原擬提早發排，今依據校例，更求精審，且校本甚多，因是發排之

期，須在年底，不能過於提早」。519月 22日記云：午後「五時，至功德林，開華

嚴疏鈔編印會議，到會者應［慈］法師、李圓淨、黃幼希、范古農、盛聖教、孟

望渠、費範九、江一真、錢重知諸居士及月靜、智度二師，六時開會，七時畢，

應法師、范居士先去，余等聚餐，八時歸。」9 月 24 日記云：午後「四時，往商

務，訪費君範九，談華嚴疏鈔會事。」9月 25日又記云：「九時，幼希、圓淨先後

約同至應慈法師處，商議另舉華嚴疏鈔編印會計員問題，擬於星期上午開會推舉

威聖教居士，並以後由大陸銀行收捐款，余於十時先歸。」52案，大陸銀行，成立

                                                      
49 費慧茂︰〈華嚴疏鈔編印會第四次會議錄〉，《佛學》半月刊，第 203 期（1940 年 4 月 16 日），

頁 13-14。 
50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123、131-132、137、177。 
51 費慧茂︰〈華嚴疏鈔編印會第五次會議錄〉，《佛學》半月刊，第 209 期（1940 年 7 月 16 日），

頁 13-14。 
52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261-264。 



44 2018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於 1919年，設總行於天津。創辦時實收資本 100萬元，1925年增至 334萬元。投

資人中有馮國璋（1857-1919）、張勳（1854-1923），總經理談荔蓀（1880-1933），

是「北四行」之一。5310月 17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六時，應慈老法師邀往晚餐。」

12月 1日記云：「九時後，赴華嚴學院開華嚴疏鈔編印會議，出席應［慈］老法師、

費範九、黃幼希、盛聖教、江一真、諸居士，先由余報告，次由幼希報告編輯進

行情形，次盛居士報告收支款項，十一時散歸。」54 

1941年 1月 12日，蔣維喬日記記云：「九時，至華嚴學院開疏鈔編輯會議，

十一時回。午刻，西園寺印真和尚請客，余往列席，二時回。」1月 17日記云：「十

一時，往應慈法師處未遇，與李君圓淨略談而歸。」1月 18日記云：「上午，為華

嚴疏鈔編印會至大陸銀行取款。」2月 16日記云：「九時，至華嚴學院開華嚴疏鈔

編委理事會。」2月 20日記說：「十一時，李君圓淨招往普濟寺午餐，請最近發心

捐五千圓之周瑞華及捐一千圓之徐福靈兩居士，皆有功於華嚴疏鈔編印者，應老

［法］師、聞蘭亭、黃幼希等亦在座，應法師與余、黃君、李君先後報告經過情

形，余因校中有課，先進麵點，十二時三刻即退。」2月 23日記云：「十時，往訪

應慈法師，十一時，赴哈同花園。」2月 24日又云：「四時後，往大陸銀行晤董君

經畬，接洽華嚴疏鈔會收款事，略談即出。」554月 4日記云：「上午，往候應慈法

師，病已稍癒，渠交我華嚴捐款壹千元，我即往國華銀行存定期。」566月 15日又

記云：「午後三時，至華嚴學院開華嚴疏鈔編印會議。」6 月 19 日記云：「晤範成

和尚，余擬收回宋藏遺珍流通數，做華嚴疏鈔編印會經費，商定取回四十部。」6

月 20 日又云：「至實學館，託張君椿平填一保單，華嚴疏鈔南洋匯來捐款七百元

票據遺失，故至銀行補領，須有舖保也。」8月 10日記云：「九時，往華嚴學院開

華嚴編輯會議，十時畢即歸。」9月 21日記云：「九時，赴華嚴學院開編輯會議，

十時後回。」57 

1942年 2月 8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十時，至華嚴學院開華嚴疏鈔編印會議。」

3月 8日又記云：「十時，至華嚴學院開華嚴疏鈔編印會，議決付印，並約百宋鑄字

印刷局經理韓君佑之來會，約定校印辦法，並訂立合同，十二時散會。」58韓佑之，

                                                      
53 〈北四行〉，網址︰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2007/20070720143947.html，

檢索日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54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301、309-310。 
55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340、343-344、359、363、365、367。 
56 國華商業銀行 1928年 1月 27日成立於中國上海，是當時主要商業銀行之一。該銀行原名國華銀行，

創辦人為鄒敏初、鄧瑞人等，開業後先後在上海及其他主要城市設立分行，經營儲蓄、信託、倉庫、

外匯等業務。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394；〈國華銀行〉，網址︰https://baike.baidu.co

m/item/%E5%9B%BD%E5%8D%8E%E9%93%B6%E8%A1%8C，檢索日期︰2018年 3月 16日。 
57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2 冊，頁 459、464-466、501、527。 
58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北京 1 版 1 印），第 23 冊，頁 90、116。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2007/20070720143947.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D%8E%E5%95%86%E4%B8%9A%E9%93%B6%E8%A1%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B9%E6%95%8F%E5%88%9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D%8E%E9%93%B6%E8%A1%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D%8E%E9%93%B6%E8%A1%8C


蔣維喬與《華嚴經疏鈔》 45 

 
 

海陵人，為書刻名家，1918 年，商務印書館曾聘請他刊刻「古體活字」，以宋元刻

本為藍本，先後刻成二到五號（10.5 點）的仿宋和長仿宋字模。停勻秀美，用以排

印古書善本，古色古香，很有特點。593月 19日記云：午後，「黃幼希居士及孟誠如

先後來，商量託范古農居士，幫同看華嚴疏鈔稿。」3月 24日記云：午後，「三時，

黃幼希、孟誠如二君來，商議編纂華嚴疏鈔體例。」3月 26日記說：午後，「四時，

孟望渠、李圓淨二居士先後來，談華嚴疏鈔擬印事。」4月 5日記云：「十時，至省

心蓮社，開華嚴疏鈔編印會議。今日，周君瑞華當場交願款五千元，十二時回。」604

月 7日記云：「上午，往東南信託公司訪孟望渠君，適逢俞君寰澄、李圓淨君亦在彼，

遂長談華嚴疏鈔付印此書三年來所收願款，截至現在僅三萬餘元，但排工及製紙型

計四千餘頁，亦須數萬元，目下紙張太貴，故不敢言印，而俞君則發願募拾萬元，

將此書印成，此誠如可嘉之舉。」614月 9日記云：「午後二時，往聖仙禪院持松法

師處，與黃幼希、孟誠如二君，討論華嚴疏鈔校刊事，四時後復往華嚴學院晤應慈

老法師，略談即歸。」4 月 16 日記云：「午後二時，赴持松法師處，與黃君幼希，

共同討論華嚴疏鈔編纂方法，三時回。」5月 3日又云：「上午，在家中開華嚴疏鈔

編印會議。」6 月 1 日記云：午後「四時半，往見應老法師，商借大正藏經，為華

嚴疏鈔校刊之用，緣原來所借者係余經手，今原主人將書出讓來索回，故不得不另

借一部，以另代用也。」6月 14日記云：午後「六時，應老法師在華嚴學苑請客，

共兩桌，座有吳蘊齊、聞蘭亭、俞寰澄、李圓淨、黃幼希、王瑞華、施少白、揚佛

安諸君，七時後回。」8 月 2 日記云：午後「預備金剛經講義，五時習拳劍，黃君

幼希來商談華嚴疏鈔編印各事。」8 月 9 日記云：午後「四時，至省心社，開華嚴

                                                      
59 〈漢字體排印學史〉，網址︰http://blog.xuite.net/quencychenkimo/twblog/116355156-%E6%BC%A

2%E5%AD%97%E9%AB%94%E6%8E%92%E5%8D%B0%E5%AD%B8%E5%8F%B2，檢索日期︰2

018 年 3 月 16 日；〈丁輔之：鑄成大雅〉，網址︰https://www.nuannian.com/note/view/149631，檢

索日期︰2018年 3月 16日。 
60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124、128、131、138-139。 
61 俞寰澄（1881-1967），德清縣新市鎮人，1900（光緒 26）年赴吳興南潯鎮求學，與梁希、張靜

江相識。畢業後，協同張靜江、張簷如兄弟經營珠寶業。1912（民國元）年當選為浙江省議會議員、

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1916 年在北京任中國銀行副總裁。1917 年，南下廣州參加護法運動。失

敗後脫離國民黨，棄政從商。在上海與友人開辦上海市證券交易所，任理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創中國證券交易之始。並襄助黃炎培辦中華職業教育社，兼任商務印書館副總經理。不久，

又辦恒大金號，當選為上海市商會監事。其後又歷任江南造紙公司董事長、東南信託銀行董事、招

商局業務部負責人、浙江省政府財務委員、禁煙督察處副處長等職。抗戰開始，為避免敵偽糾纏，

先後避居香港、上海、南田（今浙江三門縣）鄉村。在抗戰勝利後回滬，1945 年參與發起成立中

國民主建國會，任常務理事。1948 年，活動受到監視，經上海地下黨安排，與黃炎培等離上海赴

香港，受到潘漢年、夏衍熱情接待。1949 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949 年

後，先後在上海、北京工作，歷任上海江南造紙公司董事長，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首屆全國政

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

二屆中央常務委員兼紀律檢查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至三屆執委等職。1967 年 4 月 29 日病逝於北

京。〈俞寰澄〉，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E%E5%AF%B0%E6%BE%84，檢索

日期︰2018 年 2 月 14 日。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140-1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E%E5%AF%B0%E6%BE%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5%94%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81%E5%B8%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9%9D%99%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9%9D%99%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9%9D%99%E6%B1%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4%E6%B3%95%E8%BF%90%E5%8A%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1%E5%88%B8%E4%BA%A4%E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1%E5%88%B8%E4%BA%A4%E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82%8E%E5%9F%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7%94%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BB%BA%E5%9B%BD%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BB%BA%E5%9B%BD%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82%8E%E5%9F%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98%E6%B1%89%E5%B9%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8%A1%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BB%BA%E5%9B%BD%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E%E5%AF%B0%E6%BE%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E%E5%AF%B0%E6%B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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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鈔理事會議，並約韓君佑之來列席，商量加緊排字工作，五時散。」10月 4日記

云：「午刻，應盧君晉侯之招至綠寶飯店用餐，餐畢復至省心蓮社，應吳君蘊齋之招，

共有兩桌，甲桌首席應慈法師，乙桌首席興慈法師，陪客︰聞蘭亭、俞寰澄、孟望

渠、李圓淨、黃幼希諸君，余因已吃過，故坐談而為進食。席散後，邀寰澄、孟渠、

幼希、圓淨諸君，討論華嚴疏鈔排版問題，約當缺二萬二千元，蘊齋、寰澄允擔任

募款，倘至緊要時期，亦可墊款之，一時半回。」6210月 5日又記云：「午後三時，

往訪龐君甸材託募華嚴疏鈔願款，談刻許，即赴鴻英。」10月 18日記云：「午後三

時，往省心蓮社，開華嚴疏編印會，五時歸。」10 月 21 日記云：午後「三時，韓

君佑之來談華嚴疏鈔印排工加價事，五時去。」10 月 28 日記云：午後「四時，至

省心蓮社開華嚴疏鈔編印會，六時歸。」10月 31日記云：「午後，約韓佑之、林滬

生、黃幼希來寓，商量華嚴疏鈔校對問題，至四時方畢。」11月 4日記云：午後，

「往省心蓮社開華嚴疏鈔編印會，六時半方歸。」11 月 5 日記云：午後，「三時，

約韓佑之、黃幼希二君，來談華嚴疏鈔編印重定價目事，約至四時半，幼希不至，

韓遂去。」11月 7日記云：午後三時，「徐君耀坤在家，與之接洽購買江南連史紙

肆百令，預備印華嚴疏鈔，價每令百 0九元。」11月 8日記云：午後，「四時，至

省心社開華嚴疏鈔編印會。」6311月 1日中記云：「午後，往訪李君稚達，談華嚴疏

鈔編印事，渠允任募捐隊，募款二萬元。蓋此書預計印五百部，需二十萬元，現在

分為十大隊募捐，每隊擔任貳萬元，既已允擔者有：聞蘭亭、俞寰澄、吳蘊齋、周

瑞華、李圓淨五人，稚達君加入，即同六人，餘四人再設法接洽，三時回。」6411

月 6 日記云：午後，「四時，往訪陶君希泉，談華嚴疏鈔現分十組募款事，渠欣然擔

任大組長，允於短期內募足萬元，略談即別。」11月 9日又云：午「三時後，往訪

陶君希泉未遇，將華嚴疏鈔捐冊留其家而出。」6511月 11日記云：午後「二時，至

東南信託公司接洽華嚴疏鈔購紙款項，三時回。……五時，至省心蓮社，晤李君蓮，

因購紙五百二十令尚缺款一萬四千元，託其墊款，渠允墊八千元，六時回。」11月

12日記說：「上午，往訪潘君仰堯，託募華嚴疏鈔捐款，……午後，校金剛經講義

直板稿未畢，沈君子玄來，……沈去，劉君靜聰交來華嚴捐款二千元，未幾，徐君

耀堃來，交與紙價貳萬六千七百餘元。」11 月 13 日記云：午後「四時，往訪宋君

靈琴，託伊助募華嚴疏鈔印書款，談半時歸。」11 月 17 日：午後「二時，至東南

信託，結束華嚴疏鈔購紙出入款項，三時半回。」11 月 19 日記云：午後「三時，

                                                      
62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143、148、162、186-187、197、238、244-245、295-296。 
63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296-297、307、310、316、319、324-325、327-328。 
64 1942 年 3 月 14 日的《申報》，有如下之報導：「滬上佛教諸居士發起編印華嚴疏鈔，公推黃幼希

居士主持編核，李居士圓凈等協助之，埋頭工作，於今三年，全稿二百二十八卷，業已完成。惟因

物價飛漲，以前所集捐款，不敷甚鉅，尚須繼續籌募。」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320-321；〈華嚴疏鈔編成〉，《申報》，1942 年 3 月 14 日，第 4 版。 
65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325-32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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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訪丁君仲祜，囑其捐助華嚴疏鈔印款，渠勉強允五百元，四時回。」11月 20日，

午後五時，「往訪陶君希泉，託其先墊款，為華嚴疏鈔購封面紙及油墨之用，渠即

墊三千元，談半時歸。」11月 23日記云：「上午，為華嚴疏鈔捐款，往訪程君…，

渠允擔任伍千元，至東南信託公司，交前數日之捐款及墊款，並與俞君環忱談天，

李君圓淨亦來繳款，共談至十二時別歸。」11月 27日，上午，「至東南信託公司，

支華嚴會購紙保險費，十二時歸。」6611月 28日記云：午後，「余君世垣來談，俞

君寰澄來，言及第一組聞君蘭亭已送款五千元至東南信託公司，此番華嚴頗順利，

亦佛法不可思議也。」12月 1日記云：上午，「往訪程君……，渠捐助華嚴編印款

五千元，即送往東南公司，晤俞君寰澄，略談而回。午後，擬重編華嚴疏鈔序文，

未畢。」12月 2日記云：上午，「撰華嚴疏鈔編印會記略畢，此聞因在覺有情月刊

附華嚴宣傳之用，而作初稿序文，既想此書印成尚需一年至二年，成書時必尚有可

記，遂改稱記略，將來修飾作序文耳。」12月 8日記云：上午，「李圓淨、韓佑之

二君先後來，商量華嚴疏鈔續訂合同辦法，十二時去。」12月 10日記云：「是日，

撰華嚴疏鈔事務報告，未畢。午後，朱君錫璇來商院務。四時，宋君雪琴送來印經

捐款貳千元，談半時而去。」12 月 12 日記云：「上午，至東南信託公司繳捐款，

付購印刷料款。」12 月 13 日記云：午後四時，「韓君佑之來面交新訂合同，並付

給國幣參萬元。」12 月 31 日記云：「上午，往東南信託公司，晤孟君望渠，接洽

華嚴疏鈔捐款事，我經募之第九組已滿壹萬三千餘元，十二時回。」67 

1943 年 1 月 11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上午，往東南信託公司，晤俞寰澄、

孟望渠二君，商量華嚴編印會捐款事，十二時歸。」2 月 21 日又記云：午後，「往

訪陶君希泉，取華嚴疏鈔捐款，談半小時回。」2 月 28 日記云：午後，「往陶君希

泉處，取捐款。二時半，至省心社，三時，開華嚴疏鈔編印會議，五時半回。」3

月 11 日記云：午後「三時半，赴李君圓淨處，李君約華嚴疏鈔編印會理事茶敘，

到有︰應［慈］法師、許潛夫、黃幼希、范古農、李穉蓮、孟望渠、俞寰澄等十

四人，順便開會議決華嚴疏分配辦法，並設法促進排板事，六時散歸。」683 月 20

日又記云：午後三時，「至李君圓淨處，與許潛夫、黃幼希、韓佑之，詳細討論華

嚴疏鈔出版問題後，俞君寰澄亦至，商議至六時方畢。」4 月 1 日云：午後三時，

「韓君佑之來，商議續訂合同事，四時去。」4 月 4 日記云：午後三時，「余往李

君圓淨家，許潛夫、俞寰澄二君先在，未幾，韓佑之君來，共商議華嚴疏鈔排印

訂工加價事，至五時方畢即歸。」4 月 11 日記云：午後四時，「至李君圓淨處，今

日約徐耀堃君，即百宋排字首腦沈君子康，商議華嚴疏鈔每月排至四百頁，由會

借給款項事，並面允添辦材料，許潛夫、黃幼希、俞寰澄諸君亦與議，六時後回。」

                                                      
66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330-334、337-339、341、344、347。 
67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349、352-353、357-359、361-362、378。 
68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388、430、438388、430、43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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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記云：「午後三時，赴省心蓮社，開華嚴疏鈔第三十次會議，五時歸。」5

月 23 日又云：午後，「至李君圓淨處，許潛夫、江一真、俞寰澄三君皆在，黃君

幼希後來，共談百宋加價事，至六時回。」6 月 2 日記云：午後三時，「華嚴疏鈔

編印會假省心蓮社開理事會議，五時畢。」6 月 20 日記云：午後，「至李君圓淨處，

商華嚴疏鈔事。」699 月 19 日又記云：午後，「取華嚴會會議辦法及簽名冊題，往

希摩路省心社開會，議決將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加入末卷，六時半歸。」70 

1944 年 5 月 14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午後三時，往李圓淨居士宅，開華嚴

疏鈔理事會，五時半回家。」6 月 10 日又記云：「午後三時，為社員講八識規矩，

四時實習半時，即赴常州同鄉會接洽事件，應慈法師來觀房屋，擬借會中大廳開

講華嚴懸談，半小時別去，六時半歸。」7 月 23 日記云：「清晨六時起，六時半至

八時半修法，十時，為社員講周易，十一時實習。午後二時三刻，赴李圓淨居士

宅，開華嚴疏鈔理事會議，到者︰法度師、李穉蓮、范古農、孟望渠、劉靜聰、

孟誠如諸君，六時回。」71 

但因戰爭期間通貨膨脹影響，使得印製成本大幅提升，原來籌措的經費大為

不足。據〈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說，此次重編華嚴經疏鈔，「積五載之

功，稿經數易，始告完成」，為「減省冊頁，勒為八十卷，然猶須四十冊，迺排印

伊始，適值物資昂貴，估計五百部，已需法幣貳十萬元。」72為甚麼會有如此落差？

與「經時太久」及「物資昂貴」有關。且讓我們看看三個時間節點的物價情況︰ 

1、1943年 5月 1日出版的《覺有情》半月刊及《佛學》半月刊，均有〈華

嚴疏鈔編印會近訊〉之如下報導︰「華嚴疏鈔會排印會，分十組募捐，已募得二

十餘萬元，玄談三冊已經出版，現因工價屢增，尚不敷用，固仍繼續勸募，尚需

諸方善信，踴躍參加，完成功德，該會備有華嚴疏鈔編印專號，存書無多，欲得

者速向希摩路慈惠里省心蓮社請取。」73 

                                                      
69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3 冊，頁 455-456、466、469、477-478、498、511、522-523、535。 
70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11 月，北京 1 版 1 印），第 24 冊，頁 62。 
71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4 冊，頁 287、318、364。 
72 〈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又云︰「如此巨數，苟非善與人同，群起負擔，何能蔵事？

爰議分組勸募，由十大組長各認募貳萬元，每大組再分組募足之，庻幾集腋成裘，眾擎易舉。」募

印功德緣起署名者名單如下：應慈、持松、慧開、遠塵、月晴、止方、德悟、震華、悔安、僧曇、

念誠、壽冶、法度、龍泉、丁福保、丁桂樵、方子蕃、王秋湄、朱仲華、朱燮臣、江一真、岑德彰、

吳蘊齋、李穉蓮、李耆卿、李文啟、李圓淨、忻耘青、周瑞華、孟望渠、俞寰澄、施少初、施肇曾、

胡妙觀、范古農、倪文卿、徐福雲、唐紀雲、張江裁、姬覺彌、許圓照、陶希泉、陳无我、陳宗惠、

盛聖教、湯住心、黃幼希、黃慶瀾、費慧茂、楊馥庵、葉恭綽、聞蘭亭、趙雲韶、榮柏雲、蔣維喬、

劉靜牕、錢曉朕、錢秉權、聶其杰、竇存我。〈重編華嚴經疏鈔募印功德緣起〉，《覺有情》半月刊，

第 81、82期合刊，頁 3。 
73 〈華嚴疏鈔編印會近訊〉，《覺有情》半月刊，第 89、90期合刊，頁 16；〈華嚴疏鈔編印會近訊〉，

《佛學》半月刊，第 276期（1943年 5月 1日），頁 5。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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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4年 4月 1日出版之《覺有情》半月刊，報導有關「華嚴疏鈔編印即將

完成與補款啟事」云︰「華嚴疏鈔編印會編印工作已逾五年，本擬在去冬全書告

成，嗣因印局為電力限制，縮短夜工，以致展期。現在全書四十冊，除已出三十

五冊外，尚有五冊約兩個月內可以出齊，實際工本每部八百元，已前捐款五百元

可得一部者，需補繳三百元，方可繼續取書。致外埠郵費，每部分十包，掛號郵

費及紙繩包紮費需一百元。（如將來寄書時郵費增加，則需補繳）」74 

3、1946年 10月 1日出版之《覺有情》半月刊，登有「大法輪書局發行《華嚴

疏鈔》」之廣告云︰「華嚴為經中之王，無盡教海皆從此流出，凡三十九品八十卷，

唐清涼國師作疏及演義鈔以釋之，博大精深，曲盡其妙。原本離經別行，宋淨源、

明妙明二法師為之會本，但編會失當，清龍藏及今金陵刻經處本皆仍之，上海華嚴

疏鈔編印會諸緇素發心重加編定，費時六載，始克完成。並附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

及華嚴要著十種，共四十厚冊，定價法幣十五萬元。外埠寄費另加。」75 

疏鈔編印所需經費，從 1939 年編印會成立後開始籌募，到 1943 年 5 月「因

工價屢增，尚不敷用，固仍繼續勸募」；1944 年 4 月時，「工本每部八百元，已前

捐款五百元可得一部者，需補繳三百元」，漲幅不可謂不大；再到 1946年 10月，

漲到「法幣十五萬元」，此因戰時及戰後惡性通貨膨脹影響所至。 

伍、結論 

1944 年 10 月 8 日，蔣維喬日記記云：「清晨六時半起，七時至八時半修法。

上午十時，為研究社員講周易，十一時，赴大南門內沉香閣應慈老法師，法師以

華嚴疏鈔全部告成，特備素筵，招彼會中出力之人，並領導大眾在佛前上供，畢，

各就席，飯畢，即開會議決商定結束會務，三時歸。」76前後歷經 6 年，《華嚴經

疏鈔》終於編成。李圓淨在〈重編華嚴疏鈔跋重編華嚴疏鈔跋〉透漏︰ 

「二十八年五月，華嚴疏鈔編印會成立，開會於功德林，公推應慈座主為

理事長，期以三年完成其事，工作繁重，又值多故之秋，寒暑六易，始克

就緒。六載以來，海上諸大德固多翼贊，俾有遵循，而實際主持會務者唯

竹老一人，總司編定之責者唯妙老一人，經費既無把握，事變日趨劇烈，

應付印刷之困難，校勘工作之繁重，二公辛勞，不言可知矣。」77 

                                                      
74 1944年 4月 10日出版之《中流》雜誌，亦有相同之報導。報告員︰〈播音台〉，《覺有情》半月

刊，第 121、122期合刊（1944年 4月 1日），頁 20；〈華嚴疏鈔編印會出書通告〉，《中流》，第

3卷第 4期（1944年 4月 10日），頁 16。 
75 〈大法輪書局發行《華嚴疏鈔》〉，《覺有情》半月刊，第 171、172期合刊（1946年 10月 1日），頁 8。 
76 蔣維喬著：《蔣維喬日記》，第 24 冊，頁 421-422。 
77 李圓淨︰〈重編華嚴疏鈔跋重編華嚴疏鈔跋〉，《覺有情》半月刊，第 125、126期合刊，頁 10。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4%B8%AD%E6%B5%81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paperAuthor=%E5%A0%B1%E5%91%8A%E5%93%A1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subClassName=%E6%92%AD%E9%9F%B3%E5%8F%B0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4%B8%AD%E6%B5%81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inguofojiaoqikan/search.php?journalName=%E8%A6%BA%E6%9C%89%E6%83%85%E5%8D%8A%E6%9C%88%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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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圓淨所提到的，「實際主持會務者唯竹老一人」，指的是蔣維喬（竹莊），「總

司編定之責者唯妙老一人」，指的是黃幼希（妙悟）。從本文前面各節所述有關編

印華嚴疏鈔之緣起，蔣維喬參與成立「華嚴疏鈔編印會」，與蔣維喬積極推動編印

華嚴疏鈔等方面之論述，足以說明，蔣維喬對《華嚴經疏鈔》在戰時上海得以出

版之貢獻。 

《華嚴經疏鈔》之編印，溯自「華嚴學者」徐蔚如發現，「釐會之不當、刪節

之不完」，以及「科判之倒迴、斷接之不齊」等毛病，經與蔣維喬、李圓淨、黃幼

希等居士「往復函磋」，徐蔚如本有意自己展開重新編會工作，可惜卻沒能落實進

行；他在〈致李圓淨居士書（論華嚴經疏鈔事）〉中說，「近年屢思續成，精力所

限，徒呼奈何」。78「華嚴經是佛教的根本法輪，疏鈔是本經的干城重典，卻是其

中會合之不當是一大病，各本錯訛間出又一大病，疏鈔多被刪節更是一個大病，

這一件有關佛教命脈的事實，天天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能夠漠然無動於衷嗎？」
79在徐蔚如死後，蔣維喬、李圓淨、黃幼希三人，加上「華嚴座主」應慈法師的出

面指導，編印華嚴疏鈔一事乃得以成就。這期間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的費範九，

也參與重編華嚴疏鈔相關庶務工作。上述五位（應慈法師、蔣維喬、李圓淨、黃

幼希、費範九），可以說是編印《華嚴經疏鈔》最關鍵的人物。 

蔣維喬在參與編輯《華嚴經疏鈔》過程中，因適值戰爭間，雖處上海租界，

但也不時會遭受來自日本特務機關及偽政權的要脅。在編輯過程中，蔣維喬「四

處奔波」，除了要與持松法師、黃幼希、李圓淨等討論共同討論嚴疏鈔編纂方法與

體例問題、校對問題、排版問題，向應慈法師商借大正藏經以校刊華嚴疏鈔，與

應慈法師及黃幼希及李圓淨商議華嚴疏鈔編印會計員人選，還要和百宋鑄字印刷

局經理韓佑之約定校印辦法訂立合同及印排工加價等事，不時要往東南信託公司

接洽華嚴疏鈔捐款事，往國華銀行存定期，往大陸銀行接洽華嚴疏鈔會收款事，

也要到東南信託洽談華嚴疏鈔購紙出入款項。此外，還得參與華嚴疏鈔 30 次以上

的會議，藉以掌握疏鈔編印進度。而更大、更麻煩的問題是，有關編印經費用一

項，籌募相關經費雖分十大組進行，蔣維喬除親自負責第九組，對於其他各大組

的勸募聯繫，他也出面聯繫負責。凡此，都是蔣維喬對重編華嚴疏鈔的貢獻。 

蔣維喬、李圓淨、黃幼希等人為什麼要重編華嚴疏鈔？其對近代中國佛教之

價值何在？關於這問題的答案，這裡擬借用（重要參與者之一）李圓淨的話來回

答，他說︰「經一部，疏一部，鈔一部，向來是分開的，為研究便利起見，實在

有會合起來的必要。經前的玄談，大概在唐宋間已經會好，宋朝的時候，晉水淨

                                                      
78 徐蔚如：〈致李圓淨居士書（論華嚴經疏鈔事）〉，《佛學》半月刊，第 145期（1937年 2月 16

日），頁 15。 
79 葉恭綽︰〈佛教徒對於校印華嚴疏鈔應有之認識〉，《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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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法師始將經疏會合，名約華嚴經疏注，不列鈔文，到明代，才有一位妙明比丘，

將全部經疏鈔編成會本，那時有一位密藏大師，就批評他應分不分，應合不合。

近來不特發現經疏鈔有重行編會的必要，而且發現流通本的疏文頗有刪節，鈔文

刪去更多，或有後科而無前科，或有後子科而無總科，有大段脫落的，亦有脫落

一二句或一二字的。至於從來的經疏鈔刻本雖然不少，但經過幾番的寫刻，字句

脫誤，彼此間出，考訂校勘，從來沒有詳備過。本會廣徵諸本，參互校勘，把從

前所有的缺憾一概補救過來，使人讀了這一部書，就可以得到讀幾十部書的益處。」
80持松法師也說︰「華嚴疏鈔不但是復興賢首宗的續命湯，而且是探討華嚴的指南

針」。81李圓淨、持松法師兩位「當事人」的談話是符合實情的，這也正是蔣維喬

等會編華嚴疏鈔的用意之所在。 

 

 

 

 

 

 

 

 

 

 

 

 

 

 

 

                                                      
80 李圓淨：〈發刊詞〉，《覺有情》半月刊，第 4卷第 81、82期合刊，頁 2。 
81 持松：〈編印華嚴疏鈔始末因緣〉，《覺有情》半月刊，第 81、82期合刊，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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