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周宣德居士是慧炬機構的創

辦人，也是大專青年佛學運動的

倡導者，持續三十年以上，推動

弘法與播種之生涯，對佛教有五

大貢獻：首倡空中弘法、設置各

項獎學金、創辦《慧炬雜誌》、

輔導佛學社團、舉辦慧炬粥會。

首先，「首倡空中弘法」、「設

置各項獎學金」中，刊印《大專

學生佛學論文集》前後共四輯，

屬於「慧炬之前身」。其次，周

宣德為了鼓勵大專學生撰寫佛學

論文，而頒發獎學金予以鼓勵，

更引發他們對學佛的興趣，開始

在大專院校中成立佛學社團。從

民國四十九年，台灣第一所大專

院校佛學社團─台大晨曦學

社，在周宣德的鼓勵之下逐漸蘊

釀而形成，繼之又有師大中道學

社等發起響應，數年之間，全國

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如雨後

春筍般相繼成立，形成知識青年

學佛熱潮。最後，慧炬機構所推

動的志業，包括慧炬雜誌社、慧

炬出版社、慧炬佛學會、余氏基

金會、詹氏基金會等五個公益慈

善團體。其主要志業，除了發行

《慧炬雜誌》，出版佛教書籍，

經常舉辦各項身心靈等公益講座

外，並設立「大學院校佛學論文

徵文獎學金」及「高中職校清寒

學生獎助金」，以鼓勵青年學子

敦品勵學，努力上進。 

壹、前　言

台灣光復初期，佛教界正從

事於人才培育的工作，大致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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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民國四十七年，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師發心刊

印《佛說八大人覺經》，普贈大專青年，徵求心得報

告，其後並集結付梓、資印千冊，彙編為《大專學生佛

學論文集》。在大環境更迭的五十年後，慧炬仍持續沿

溯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的歷史淵源，只為鼓勵青年

學子勇於伸展初萌的學佛枝芽，涵泳佛法的深妙大海，

提昇生命意義，讓佛法得以成為年輕生命的指引磁針，

在每一次困挫磨練的纏縛中破繭重生。初啼之聲或許

生澀，但學佛的青年總是別具慧眼，且讓我們獻上最

誠摯的祝福與欣慰，並說聲「加油！佛陀的孩子們！」

九十九年度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
─鄭西漳居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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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面向來說明：一為僧侶的教

育；另一則為引導大專青年對佛

法的薰習。首先，關於僧侶的教

育，民國三十七年，中壢圓光寺住

持妙果法師邀請大陸來台的慈航

法師，創辦光復後第一所佛學院

─「台灣佛學院」，當時栽培了

不少大陸撤退來台的青年法師，

開始有零星的弘法活動。三十八

年斌宗法師創立「南天台佛學研

究院」、三十九年大醒法師創辦

「靈隱佛學院」、四十六年白聖法

師創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

五十一年聖印法師創辦「慈明佛

學院」等，從諸多佛學院的創立，

可看出當時佛教界已意識到僧侶

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引導大專

青年對佛法的薰習，是在好多位

高僧及居士的策劃下，接引無數

的大專青年學佛，成為爾後護持

佛教的群眾基礎，更有人因而出

家或成為佛學學者，影響極為深

遠，這其間，台北地區是以周宣德

及其所創辦的慧炬出版事業為代

表，中南部則有李炳南雪廬老人

敷坐說教，聚眾弘傳。

周宣德為何推動大專青年佛

學運動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六

點：一、大專青年是國家未來的棟

梁，為建立青年正確的人生觀，除

了學校課程之外，更應注重人格

的陶冶、德慧的修養，而佛法恰能

達成此項要求。二、佛法是探究宇

宙人生的真象，確認人生的意義

與價值，充實人類的精神與生活。

反觀一般學佛的道場，女多於男，

老多於少，具有正知見、通達教理

者極微。尤其日據時代神佛不分

的狀況，使佛教變成了迷信與消

極，故必須從知識青年入手，才能

將佛教帶入智信的、學術的階段。

三、政府遷台後，一般社會腐化惡

習未除；故知識青年必須以先知

先覺的立場來提倡正信的佛教，

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倡導大專學

生學習佛法。四、與其教育背景有

關，周宣德在大陸時，長期服務於

教育界，皆與學生接觸，故從大專

青年著手。五、本著接引青年、佛

化大眾兩大目標，而發願努力推

動。六、周宣德曾親近太虛大師，

故受其影響，亦提倡「人成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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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思想，即人成佛，從淨化人

心，接引大專青年入手。

貳、慧炬機構之創辦人簡介

慧炬機構之創辦人為周宣德

居士，關於其生平事蹟，約略可

分二個部分來介紹：一為教育經

歷，是指二十四歲至四十七歲居

住在大陸時期，當時服務於教育

界之經歷介紹。二為學佛因緣以

及光復後來台，主要介紹四十六

歲時其兄周海德的啟蒙，使他進

入了佛門；四十八歲光復後來

台，一方面在台糖上班，一方面

親近善知識，之後持續三十年以

上，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

一、教育經歷─居住大陸期

周宣德（1899～1989年），

字子慎，於清光緒二十五年九月

十八日生於江西省南昌縣。子慎

的父親雨潤公，在清末同、光年

間，是南昌的秀才，曾獲「孝廉方

正」之頭銜，博覽儒、佛經典，但

不願當官；精通醫術，專作救人濟

世之事。雨潤公育有子女十人，

八男二女，子慎排行第九，幼入私

塾，繼入南昌高小、江西省立第一

中學，民國十一年（二十四歲），

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化工系。

畢業後，即獻身於教育文化

事業，曾任教於北京燕京大學講

師、廣東英華書院副教授等職。

民國十七年（三十歲），國民政

府統一全國後，奉派為中央大學

區督學，以及創辦江蘇省立鹽城

中學、宿遷中學，並擔任首任校

長，其間歷經種種艱難，例如：

土匪攔劫，以及小刀會滋事，以

刀矛砍刺，幾乎以身殉職。民國

二十六年（三十九歲），七七抗

戰爆發後，子慎深感「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遂投筆從戎，擔任油

彈庫庫長，隨軍入川。在軍中服

務六年，民國三十三年（四十六

歲）辭職，又受聘為四川成都省

立會計專校教授。綜觀周宣德之

經歷，其在教育界服務長達將近

二十年，長期以來皆與學生接

觸，故其日後所推動的大專青年

佛學運動，從大專青年著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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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教育經歷有極大的關係。

二、學佛因緣以及光復後來台

周宣德與佛教的因緣很深，

家中設有佛龕，供奉西方三聖

像。父親樂善好施，對於佛學、

易理、醫理，都高深莫測，但從

不對外顯露。周宣德曾在〈佛緣

故事索憶〉中，將其生平與佛有

緣的事蹟，與青年學子共同分

享。其中以「父失財不生心」、

「庭訓勸修福慧」來詮釋先父之

修行境界及教導子女福慧雙修。

也以「出生時有瑞兆」、「命乳

名受寵愛」、「身溺波臣搭救」、

「圓垢上人指點」、「成都欣聞佛

法」、「長親念佛生西」、「車禍

重傷脫險」、「親近慈航獲益」、

「影印寶典藏美」、「樂助芳鄰生

西」等十事，說明學佛因緣及多

年來的學佛感應經驗。

民國二十一年（三十四歲），

太虛大師於廬山居士林講解《金

剛經》時，子慎曾參與盛會聽

聞佛法。但真正欣聞佛法則是

在四川成都時，民國三十三年

（四十六歲），於四川成都的會

計專校任教，與其五兄周海德在

成都久別重逢而常相往來。周海

德是保定軍官學校首屆畢業生，

歷任軍職。他以戰爭頻仍，厭造

殺業，毅然及早提前退役，專心

學佛。周海德曾就佛教大乘八宗

的要旨，向子慎多次講解。也以

子慎是學化工的背景，只知事物

的變化具有循環性的軌則，如世

間的動、植、礦物是互相轉變而

依存的，沒有獨立而永久不壞的

東西，就以宇宙的成住壞空，以

及人生的生老病死等道理向子

慎解說。且多次強調世間是染污

濁重而苦惱的，只有依照出世間

的正道修行，才能免除煩惱的根

源，達到真正的解脫。同時送子

慎《阿彌陀經要解》及《心經講

記》二書，要他仔細研讀，做為

進一步修行的課題，故其兄周

海德也可說是他的啟蒙老師，在

他學佛前，奠定了良好的佛學基

礎，而使子慎正式踏入了佛門。

民國三十五年（四十八歲）

台灣光復後，周宣德以化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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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身分，受政府派遣來台，

擔任台中縣后里鄉月眉糖廠廠

長，之後又擔任計劃督導、研究

發展部門主管、正工程師、人事

處副處長、處長、顧問等職，當時

初到台灣，尚未親近善知識。民國

三十八年（五十一歲）秋天，大陸

許多佛教人士隨著國民政府來台

避難，當時著名的佛教居士雪廬

老人李炳南居士初抵台中，並於

台中法華寺講解《般若心經》，他

以聽經因緣，而信仰更加堅定。

又「以此機緣，與臺中佛教人士

周邦道、朱斐、董正之等人相往

返，也成為周宣德後來推廣大專

青年佛學運動的助緣。」

民國四十年（五十三歲）元

旦，在北投居士林，正式皈依於

智光老和尚之座下，成為一名在

家清信士。皈依之後，即嚴持五

戒，兼修梵行，更由此而全心投入

於弘揚佛法的行列，終於成為一

位接引知識青年學佛的播種者。

周宣德曾親近過無數的高僧

大德，例如：章嘉、甘珠二位活

佛，太虛、慈航、證蓮、太滄、

南亭、東初、妙果、道安、斌

宗、玄妙、廣欽等法師，以及李

炳南居士。並曾在印順導師、敏

智長老二位得戒和尚座下，各受

了一次菩薩戒。也曾修學過教、

禪、淨、密、律等法門，但自忖

不是利根上智，只有在「佛七」

或平時，在靜坐中專念佛號時，

感到了多次「輕安」，那時自覺

心性開朗，享受了難以言語道出

的法樂。所以周宣德一生中，個

人自修是以專修淨土法門為主，

他說：「淨土念佛法門是這個時

代最可靠的修行途徑。永明大師

所謂『萬修萬人去』，只要我們

能夠一心一意地勤謹修持，我們

最後的歸宿─往生極樂，是可

以由自己來作主的。」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八 十 一

歲），因患高血壓，乃應子女之

請，到美國加州療養。在美國期

間，仍全力兼顧慧炬機構的業務，

並在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號召旅

美謝文龍、趙立本、李坤育、葉永

昌等大德，設立「美國南加州慧炬

社」，成為慧炬社在海外弘法的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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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見其為弘揚正法而努力。民

國七十八年（九十一歲）八月二日

凌晨，周宣德於洛杉磯寓所，在睡

眠中安詳往生。

參、慧炬之前身

周宣德持續三十年以上，

推動弘法與播種之生涯，對佛教

有諸多的貢獻與建樹，王熙元將

其歸納為五個面向來探討：一、

首倡空中弘法；二、設置各項獎

學金；三、創辦慧炬雜誌；四、

輔導佛學社團；五、舉辦慧炬粥

會。其中第一項「首倡空中弘

法」，是屬於「慧炬之前身」；

第二項「設置各項獎學金」中，

刊印《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前

後共四輯，亦屬於「慧炬之前

身」。茲分述如下：

一、首倡空中弘法。民國

四十一年春，周宣德曾環島參訪

各佛教團體，深感社會大眾對佛

教具有正知見者所佔的比例極

微，必須從「接引青年」及「佛

化大眾」著手，才能使固有文化

振興，乃決定運用廣播電台為媒

介，來傳播佛法要義。周宣德弘

揚佛法，曾致力二件事且獲致重

大成果，即是透過廣播電台於空

中弘法與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

動，顯然是本著「接引青年」、

「佛化大眾」兩大目標，而發

願努力推動。同年，中國佛教會

在台復會，章嘉大師當選為理

事長；南亭法師當選為常務理

事，兼國際、文教兩委員會主任

委員；而子慎當選為理事，兼兩

委員會副主委。南亭法師與周宣

德二人，發起「佛學廣播」之構

想，經由南亭法師之授權，由子

慎策劃一切宣傳的活動，首先在

台北民本電台播出「佛教之聲」

的節目，因而揭開了空中弘法的

序幕。

其後，又邀請中廣公司的

鄭崇武等人，成立「中佛會廣播

組」，函請當代緇素大德撰寫講

稿，針對大、中學生程度，由周

宣德主編講稿，以通俗白話的語

句播出，使聽眾易於了解。後來

更獲得民本電台台長胡炯心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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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將播音網擴及中、南部，參加

廣播佛學的電台多達五所，聽眾

大量的增加，反應良好，於是種下

了菩提種子，成為今日大專院校

青年傾心學佛的初基。此項廣播

內容，除了演講佛法之外，同時也

播放梵音，唱念「華嚴字母」等，

以及「三寶歌」與新譜的「四弘誓

願」等。一直到民國四十五年冬，

周宣德服務的台糖公司奉令播

遷彰化縣的溪州，廣播弘法之事

才交由華嚴蓮社的南亭法師、成

一法師接續。空中弘法的這一段

期間，是周宣德為了實現弘揚佛

法的願力，而踏出了第一步。此

時期，是大專佛教青年活動的濫

觴，也是大專青年學佛的緣起。

民國六十五年五月，慧炬出

版社將最初三年，在空中弘法播

出的講稿八十五篇，共二十二萬

餘言，彙集成冊，刊印成《佛學

廣播詞專輯》一冊，由醒世之音

而轉為文字般若，分贈各方，廣

為流傳。

二、設置各項獎學金。為了

接引大專青年學佛，必須透過各

種的宣傳活動，不能只是單一的

方式。周宣德創立了空中弘法來

接引青年，廣播雖具有相當的影

響力，然而聽眾分散，其力量仍

是有限的，應朝向多元化的活動，

才能吸引更多的青年學子。民國

四十七年七月，適逢周宣德六十

歲生日，他將各方親友致贈的祝

壽禮金，恭印廖德珍與孫木訥合

註的《佛說八大人覺經》，同時選

錄了梁啟超的〈佛教之特色與價

值〉之論文一篇，合印一千冊，送

請《人生》、《菩提樹》等雜誌代

為廣告，分贈大專青年閱讀，並徵

求心得報告，當時有數十位同學

撰文予以回應，選擇作品優異者

頒發獎金予以鼓勵。這可說是周

宣德將佛學引入高等學府，直接

推廣給大專學生，亦正是他推動

大專青年佛學運動之起點。這些

作品，經智光法師核閱，而出資印

行，有優秀作品十二篇集結成冊，

命名為《大專學生研讀佛學心得

報告》（即《大專學生佛學論文

集》第一輯），於四十八年春印行

第一輯。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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