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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49 年春天，青年時期的星雲大師（以下簡稱青年星雲）1 隨

著僧侶救護隊來到台灣，輾轉於中壢圓光寺、苗栗法雲寺看守山

林，幾度流離奔波，直到 1951 年 12 月受新竹靈隱寺住持無上法師

（1907-1966）之邀，前往由大醒法師（1900-1952）所主持之「台

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工作。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期間，近距離觀察了台灣佛教

僧伽教育現況，在任教半年後寫下〈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

點〉，2表達對僧伽教育改革的建言；另一篇是在講習會任教逾一年，

應《人生》雜誌創辦四週年的邀稿，投書〈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

感想〉。3 這兩篇文章是星雲大師著作中，最早關於僧伽教育的現

況與建言的論述文章，文中談及其對台灣佛教僧伽教育的觀察與實

際參與之經驗，反映台灣僧伽教育的窘況及青年星雲對於僧伽教育

1. 「青年星雲」之稱，為闞正宗對星雲大師青年時期之稱呼。本文所探討之年代
為 1951 至 1953 年間，青年星雲當時年齡大約 26、27 歲，故此篇論文沿用「青
年星雲」稱呼。

2.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

新竹：靈隱寺，民國 41 年 5 月 10 日出刊。

3.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 5 卷第 1 期，

195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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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待、理念與實踐方向。台灣佛教講習會是青年星雲人生中首次

承擔僧伽教育工作，此次經驗對於其日後在開辦壽山佛學院乃至東

方佛教學院格外重要，在星雲大師的許多著作中也常見他提及講習

會的點點滴滴。

關於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期間之相關研究不多，闞

正宗在《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4 書中介紹

台灣佛教講習會之緣起、擔任教務工作及改革教育理念較為詳細，

黃赫東的《星雲法師佛教復興運動初期發展之研究》中也有一節介

紹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成立經過。

本文主要以青年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我

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兩篇文章為核心，探討青年星雲所萌芽

的僧伽教育改革思想及理念與實踐，反思當時台灣早期僧伽教育的

問題。

二、台灣佛教講習會與青年星雲

「台灣佛教講習會」是台灣光復後創辦的第二所有名有實的僧

伽教育單位，講習會於 1951 年 11 月 18 日開學，由大醒法師擔任

導師，但 1951 年 12 月大醒法師病倒，因此，時任靈隱寺住持無上

法師商請星雲、心悟、心然法師等人前來協助開辦講習會。關於任

教的經過，據星雲大師回憶，大醒法師曾寫過多封信邀請他前去擔

任主任祕書，但因為他不懂公文行政，自覺沒有資格而婉言謝絕，5

後來，「講習會在大醒法師中風後，一時無人領導，承蒙他們屬意，

4. 闞正宗：《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高雄：佛光文化、

財團法人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2018 年。

5. 星雲大師：〈宗教人士．大醒法師〉，《星雲大師全集 225．參學瑣憶 1》，高雄：

佛光文化，2017 年，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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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負責教務」，6 於是青年星雲就到講習會擔任國文講師兼任代

理教務主任。

青年星雲、心然和心悟三位法師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時，對

講習會的課程作了一番調整，更重視僧青年的精神教育與多元的課

程安排，據心然法師回憶：

我們的精神教育是些什麼！就是合符時代合符人心，合符

教理的中正的趣味性。用這趣味性來配合佛學院行政的制

度，則僧青年們不感到院的麻煩討厭；用這趣味性配合課

程，則僧青年們不覺到課門的單調。如果教授（方）法也

配合這趣味性，那僧青年們更不感到講課的枯燥。這樣還

不夠，還要有在每一堂課程之中參（融）入很有趣味的愛

教思想和愛本身的思想。這樣，僧青年們因為興趣的關係，

無形之中，思想純一了，意志堅定了，精神也健康了。7

講習會的課程不只重視學生的精神教育，更有別於台灣傳統的僧伽

教育僅偏重義理和經懺學習，除了講解經典、戒律、佛法概論外，

另有國文、國父遺教、科學常識、中國史地等世間學課程。而為了

充實講習會的師資，青年星雲還邀請了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

究所的幾位科學家，如李恆鉞、程道腴、許巍文等，每逢星期日前

來教授社會學的知識。8 程道腴認為：「這充分表現是要以入世利

生的姿態，把佛教人間化。」9

6. 星雲大師：〈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致敬〉，《百年佛緣 1．僧信之間》，台北：

國史館，頁 37。
7. 心然：〈關于僧青年精神教育〉，《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6。
8. 星雲大師：〈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禮敬〉，《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高雄：

佛光文化，2013 年，頁 133-134。
9. 程道腴：〈佛教的黃埔〉，《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7。



153

此外，講習會課程更融入了課外活動：

如文的方面：辦壁報、辦院內刊物、圖書寫生、閱讀無害

思想而有趣味的書。武的方面：各種運動的體育：遠足、

勞動等。總而言之，只要使他不但無害而有利益，要使

他在趣味當中常常的感到興奮！總覺得佛教可愛，佛教偉

大！學院可愛，學院偉大！願承擔的做一個佛教的宏教

者，這才算教育成功。10

據當時學生回憶：

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創辦之臺灣佛教講習會，初由導師大

醒法師領導，後以大醒法師有病，創辦人無上法師遂聘請

星雲、心然、心悟三位法師主持教務，一切課程重新改訂。

以三位法師慈悲熱誠，且富於民主的作風，故學生擠擠（濟

濟）一堂，如坐春風，學業於是乎蒸蒸日上；師生之感情

融洽無間，其樂更是無窮！第一學期結束後，曾出有第一

學期特刊，成績斐然，頗博各方之讚譽！ 11

大醒法師患病後，原就讀於講習會的 15 位青年退學，青年星雲、

心然和心悟三位法師接管教務工作後，以民主開放的學風領導，重

新安排課程佛學與世間學並重，重視學生的精神教育與學生的學習

狀況，讓原本因大醒法師患病而學習心情受影響的學生，如沐春

風，學業蒸蒸日上。

10. 心然：〈關于僧青年精神教育〉，《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刊》，頁 6。
11.  學生：〈講習到台北〉，《人生》第 5 卷第 3 期，1953 年 3 月，頁 9。轉引

自闞正宗：《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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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5 月 10 日，講習會第一學期結束，演培法師從香港被

聘來主持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並將原本男女合班上課改為分班上

課，男眾留在靈隱寺，女眾遷到圓光寺。新聘的靈根法師教授佛學

兼任監學，青年星雲繼續教授國文，直到 1953 年春天，講習會從

新竹搬到台北善導寺，青年星雲未再獲聘教職，教書生涯至此結

束。12

青年星雲之所以離開佛教講習會，是因為他在擔任「台灣佛教

講習會」教席的同時，也是《人生》雜誌編輯委員，對於佛教時勢

及中國佛教會改革一向敢於建言，可能無形中得罪了教界長老與中

國佛教會，所以不再被續聘。星雲大師後來在著作中提到：「我受

12. 黃赫東：《星雲法師佛教復興運動初期發展之研究》，佛光大學宗教學系碩
士學位論文，2009 年，頁 60-61。

新竹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前排左起為關凱圖（日文老師）、幻生、星雲、

無上、律航、甘珠活佛、慈航、演培等法師。（圖 / 佛光山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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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擔任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

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

後，就不再請我教書。」13

三、青年星雲之僧伽教育思想與理念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工作，從 1951 年底到

1953 年春天，這一年半的時間，他對於當時台灣佛教僧伽教育發展

現況有近距離的觀察，先後寫下〈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

及〈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這兩篇文章是青年星雲對於早

期僧伽教育的看法與理念，對於其後來到高雄壽山寺成立壽山佛學

院，實踐以教育培養人才之理念，有重大的影響。下面將從早期僧

伽教育狀況談起，探討青年星雲佛教教育改革的思想及理念。

（一）台灣早期僧伽教育發展情況

有別於大陸寺院只開辦招收出家僧眾的佛學院，當時台灣佛教

因受到傳統齋教及日本佛教的影響，佛教界仍以齋教形式居多，因

此佛學院的學生除了出家僧眾也有在家男女青年。青年星雲認為，

「僧教育」不應只局限於僧眾，在家信眾也能受教育，故應該重新

定名為「佛教教育」，他主張：「在過去大陸上，佛教教育的名稱

是叫做『僧教育』。『僧教育』這一個名詞在台灣並不適用，因為

台灣受教育的教徒並不限於僧眾，在家的男女信眾一樣可以進入佛

教的教育機構讀書。」14

13. 星雲大師：〈要爭氣，不要生氣〉，《往事百語 1．心甘情願》，台北：佛光
出版社，1999 年，頁 79。

14.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 5 卷第 1
期，頁 6。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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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到 1953 年台灣佛教的僧伽教育狀況，青年星雲認為辦

學成果不彰，他說到：「記得四年前初到台灣的時候，聽到台灣佛

教教育的名稱計有：台灣佛學院、新竹佛學院、靈泉佛學院、靜修

佛學院、觀音山佛學院、獅頭山佛學院等，真是烈烈轟轟，而今都

是如泡如影罷了。」15 至於汐止彌勒內院，只是幾個有佛學素養的

人專門研究的地方，談不上是佛教教育機構；而慈航法師創辦的「台

灣佛學院」及大醒法師興辦的「台灣佛教講習會」雖較具規模，但

維持時間不長，青年星雲感慨地說：「學生的人數既少，程度又不

齊，這兩個講習會，正如《海潮音》記者說得好：『都在岌岌可危中，

不知道什麼時候關門大吉。』」16

對於當時佛教界普遍迷信、佛道不分的情形，青年星雲一來

深感教育對佛教界的重要；二來感嘆僧尼得不到良好的僧伽教育。

僧青年一旦知識匱乏，如何能荷擔如來家業呢？因此他疾呼：「本

省如何迫切需要佛教教育，這是不消說了。本省僧徒的水準低落，

迷信的氣焰熾盛，可以說若再不靠教育來挽回頹風，正信佛教面

臨滅亡的邊緣將是不遠！」17 更強調：「新佛教需要僧青年，僧

青年需要新教育；僧青年，是新佛教的主人翁；新教育，是僧青

年的原動力，新佛教不能缺少了僧青年，僧青年不能缺少了新教

育！」18

雖然僧伽教育現況如此衰頹，青年星雲依然抱持積極樂觀的態

15.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 5 卷第 1
期，頁 6。

16. 同註 15。
17.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

刊》，頁 39。
18. 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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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認為要興隆佛教，唯有把佛教教育辦好才有希望」。19 他

懷抱著對僧伽教育的熱忱，期盼台灣佛教界能重視僧伽教育，因為

青年是佛教未來的希望，佛教不能沒有青年，佛教僧青年更需要有

方法、組織和計畫的佛教教育單位來培養。

（二）青年星雲的佛教教育改革思想

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執教四、五個月後，由於近身觀察

台灣僧伽教育，進而促發他對於佛教教育的改革理念，認為釋迦牟

尼佛當初講經有六種成就，今日辦佛教教育也必須具足六成就。20

興辦佛教教育所需具足的「六成就」，青年星雲首先提到「處

成就」：

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和簡單的事，當初教主說法也要有六

種成就才開始講經。今日佛教教育當然少不了種種因緣成

就而才能成功。……今日在此省佛教教育，地點不成問

題，台北善導寺、新竹靈隱寺、中壢圓光寺、板橋圓通寺、

大湖法雲寺……等處，他們都很願發心供給處成就來辦教

育。所成問題的就是教師、學生、經濟三項。21

從引文可知，當時在台灣創辦佛教教育的地點（處成就）是具足的，

但是辦學能否成功，還需師資（主成就）、學生（眾成就）、課程（聞

成就）、辦學的經費（信成就）、辦學時間長短（時成就）種種因

緣才行。對於當時僧伽教育師資不具足的情況，青年星雲提到：

19. 同註 15。
20. 同註 15。
21. 同註 17。

青年星雲早期僧伽教育思想初探（195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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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書匠的人是要有一股傻勁的，單憑學問是不行的，最

要的是熱忱和精神。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做老法師的人

除非他是發大乘菩薩心。他是不願意教書的。（請老師你

們原諒我）是什麼原因，我不想說了。年青的法師，又沒

有人去發掘，又沒有人肯誠懇的去請他們，居士沒有做和

尚，他們有妻子、兒女，他們有生活問題，他們不能把整

個時間賣給佛教……

佛教裡有志從事教育的人不多，老法師不肯教，年青法師

不肯請，再不為教書的人打算，我想，大傻瓜是沒有多少

的。22

青年星雲點出當時台灣佛學院師資匱乏的問題，「教師」是辦教育

六成就中的「主成就」，但佛教中有志於從事教育的人不多，「老

法師不肯教」、「年青法師不肯請」，即使擔任教師，卻未受過新

佛教的教育，「熱心主持教育的人數稀少，再加上奮勇向上的讀書

眾不多，對教育具有信心而肯資助的又不多見，這種教育該怎麼

辦？」

除了師資問題外，辦學六成就中的「眾成就」是學生，當時的

學生狀況是：

本省女眾方面有志於學的人很多，可惜的就是沒有地方成

就他們，談男眾佛教青年就真太可憐了。本省佛教不興的

主因，就是青年和尚太少！即使有幾個，他為了不受經濟

的束縛，都走上經懺的道路，或在懷疑，設若本省有了佛

22.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
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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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男眾教育機關，恐怕學生還沒有地方去招（應該說去請）

呢！

我們並不是說本省男眾青年一個都不肯讀書，例如：講習

會的同學吧，它們苦學的精神令人非常可佩，有幾個是趕

了幾年的經懺，儲蓄了一點錢而來讀書的，錢用完了，也

是他們回家的時候了。有幾個是家祖老和尚不許可，自己

硬掙扎著出來讀書的，能說他們都是不上進的青年嗎？

過去因為男眾青年少，辦教育的人不得已，也只有男女兼

收，拿女的湊湊數了。……23

當時台灣學佛的女眾普遍多於男眾，但有志於求學的女眾雖多，卻

沒有一個適當的僧伽教育單位能提供女眾學習。男眾又因為常住寺

院需要經濟的支持，常常讀沒幾個月的書就要去趕經懺，因此「本

省佛教不興的主因，就是青年和尚太少，即使有幾個，他為了不受

經濟的束縛，都走上經懺的道路」，可見當時趕經懺仍是一般佛教

寺院賴以維生的經濟來源。大師後來在《覺世論叢》中感嘆：「臺

灣這個地方，佛教僧青年很少有讀書求知的志願和熱忱，因為沒有

青年男僧讀書，所辦教育，故索性以女眾為主，言之殊令人為佛教

的教育前途痛心！」24

此外，辦學不可或缺的是「經費」，青年星雲認為，經濟的來

源就是建立在「信成就」上：

本省辦佛教教育的經濟，無庸諱言的，是建立在信成就上，

23. 同註 22，頁 40-41。
24. 星雲大師：〈欣聞女眾佛學院開辦〉，《覺世論叢》，1965 年 7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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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眾人的信仰，大家不拿錢出來，教育就是辦不成的，

省分會主辦教育籌款方法不外是令各縣支會募集，或是聘

請董事們分擔，我們以為只要有苦幹的精神，做出多少的

成績給人看，喚起各寺院有錢的住持知道今日佛教教育的

重要，不要只有命令而不去執行，不能人在家中而靠公文

旅行，經濟問題如能照此去做，重重難關一定會打破的。25

青年星雲呼籲佛教界辦學者要有親力親為的苦幹精神，如此才能辦

出成績，而這樣的僧伽教育肯定能受到信眾的護持，長長久久的辦

下去。

除了教師、學生、經濟，課程（聞成就）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青年星雲認為：

辦教育是培養人才，是要學生能學以致用的，因此對於課

程方面，又不能不切合實用。還有本省佛教青年讀書的風

氣低沉，所以應該提高學生的讀書興趣，他們對佛教的關

心不夠，應該要提高他們為教的精神。26

佛教教育課程的安排必須符合學生的需求，要契理契機才能學以致

用。因此，透過多元豐富的課程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更要增加宗

門思想加強學生為教的精神，養成「佛教第一，自己第二」的精神，

只要對佛教有利益的，自己就要犧牲；只要對佛教有好處的，自己

就要奉獻；凡事以佛教第一，自己第二。

青年星雲亦關心佛學院學生未來的出路，他認為：

25. 星雲：〈創辦本省佛教教育應注意的幾點〉，《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特
刊》，頁 40-41。

26. 同註 2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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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教育培養人才是培植一些弘法利生的人才來護持佛教，

並不是花很多錢來教一些將來回小廟子管油鹽柴茶米的當

家方類之流，我們不容否認的，每次所受過教育佛教的青

年，都一批批的還是回到深山中過著青磬紅魚的生活，對

佛教弘化方面一點也不發生影響，這樣的教育辦上一百年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得的用！這個並不是學生本身不好，而

是他們所學的不夠應用，再加之，佛教造就了他們，但沒

有替他們指出一條出路，你幾曾見到過佛教會介紹過那一

位受過教育的青年去弘法的地方服務？我們為了不把辦教

育的精神力氣和錢才白費，青年受過教育後的出路，也不

能不替他們有個切實的考慮。27

當時佛教缺乏佛教事業，佛學院學生畢業後只能回到原來的寺院，

繼續以經懺維生，對佛教弘法教化沒有實際上的幫助。因此，青年

星雲呼籲中國佛教會要提供僧青年弘法的舞台，提供多元的佛教事

業，用心為僧青年找未來弘法的光明大道。

最後，辦學時間長短的「時成就」也影響學生的教育：

過去本省辦的佛教教育，成績之所以不太好的，就是因為

時間太短促。區區幾個月，能造就什麼人才？而且一年半

載的教育也不易招生，學生以為一年半載學不到什麼，也

就免了來回的跋涉了。此次台省佛教分會辦三年，實是明

智之舉。我們更希望三年、十年、二十年的繼續辦下去，

那麼，聞成就也就自然具備了。28

27. 同註 25，頁 41-42。
28. 同註 25，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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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年限過短，學生接受的僧伽教育不夠扎實，學習不到什麼，難

以培養出好的僧伽人才，對於佛教未來的發展，仍然是困難重重。

因此，1952 年台灣佛教講習會第一學期結束後，台灣省佛教分會有

鑑於僧才培養的重要性，因此將講習會擴充為三年，並將台灣佛教

講習會改稱為「台灣佛學講習會」。高度重視佛教教育和思考的青

年星雲，對此項政策表達高度肯定。

此外，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期間，青年星雲看到女眾佛學院多次

被遷移，沒有一個好的地方可以安心讀書，他感慨「雖然台灣佛教

男眾教育今後漸漸走上康莊大道，而女眾的卻一天一天的沒落」。29

這裡可以看出，大師男女平等的理念，從早期僧伽教育的反思中早

已顯現。

29. 摩迦：〈我對四年來佛教教育的感想〉，《人生》四週年紀念號．第五卷第一期，

頁 6。

1952 年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學生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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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星雲在台灣佛教講習會任教時間只有一年半，是他人生首

次從事僧伽教育工作，在執教的生涯中，他看到台灣佛教僧伽教育

因為組織規劃與方向的不明確，讓有志於投身佛教弘法事業的青年

得不到好的佛學教育，學有所成後又沒有管道可以發揮，因此透過

佛教教育「六成就」，向佛教界諸山長老大德提出建言，希望喚醒

更多人對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的重視。

四、結語

青年星雲雖然無法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施展其改革僧伽教育的理

念，但這段擔任教師的經驗，以及其所主張的「辦學六成就」，為

日後其創辦佛學院提供很重要的資糧。他以「教育培養人才」作為

弘法的重要目標，內心一直醞釀僧伽教育的架構與辦學計畫，這個

願景終於在 1965 年實現，他在高雄壽山寺創辦了壽山佛學院，訂

定「三年學制」辦學，並為學生設想畢業後的未來出路，為佛教培

養各領域人才，讓學生發揮所學，經由佛教事業來發展佛教。

星雲大師 1949 年來台，至今弘法超過一甲子，致力於佛教人

才的培養，從壽山佛學院到東方佛教學院、佛光山叢林學院的佛教

教育，54 年來驪歌不斷，培養出 5 千多位僧信弟子，乃至在全球五

大洲成立了 5 所大學、近 300 個道場、16 所佛學院，佛光山能有今

日的弘法榮景，可以說源自星雲大師對教育培養人才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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