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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煮雲法師 
／侯坤宏 

 

壹、前言 

    煮雲法師（1919－1986），

俗姓許，江蘇省如皋縣人。1934

年 13 歲時，發心茹素。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於盧溝橋發動侵華

戰爭，冬，因日人徵兵，故逃離

如皋。1939 年，於如皋城北之財

神廟，由師公上參下明老和尚代

刀披剃；法名實泉，號煮雲，字

醒世。1941 年正月底，赴南京棲

霞山二月之戒期受戒，戒期圓

滿，留住棲霞律學院求學。1943

年，蒙金山寺當家太滄法師介

紹，前往焦山求學。1944 年正月

初，於焦山佛學院當旁聽生；一

學期後，因超齡無法成為正式

生，故離開焦山往上海清涼寺，

成一經懺僧。1945 年春，進上海

圓明講堂楞嚴專宗佛學院，親近

圓瑛法師。1946 年，因圓瑛生病

無法授課而離開圓明講堂。1947

年正月，普陀山法雨寺（後寺）

傳戒，於戒期中擔任大悅眾；戒

期圓滿，前往佛頂山慧濟寺閱

藏。1949 年，原擬與壽冶法師來

臺，終因雙泉庵當家挽留，未成

行。1950 年 4 月 15 日深夜，帶一

小沙彌且著軍裝，隨國軍 71 師

33 醫院，乘海地輪來臺，旋擔任

后里陸軍 54 醫院佈教師，正式展

開他在臺灣的弘法活動。1 

煮雲法師來臺後，曾數度環

島布教。歷任壽山佛學院教務主

任、中國佛教會理事、弘法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高雄縣佛教支會

理事長、高雄縣靈鷲寺住持，及

高雄壽山寺、臺東清覺寺、臺東

佛教蓮社等導師。創辦鳳山佛教

蓮社、臺中縣蓮華山護國清涼寺

及清涼寺淨土專宗學院。煮雲法

師生平致力提倡「精進佛七」，對

臺灣淨土法門的普及，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1986 年農曆 7 月 4 日

圓寂於他所創建的「鳳山佛教蓮

社」，世壽 68。著作有《佛門異

記》、《精進佛七專輯》、《東南亞

佛教見聞記》、《弘法散記》、《新

大陸佛教巡禮》、《煮雲講演集》、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南海

普陀山傳奇異聞錄》、《金山活

佛》、《皇帝與和尚》、《懺悔室隨

筆》、《精進佛七溯塵緣》等書。2

煮雲法師自 1950年 4月抵臺，1986

年農曆 7 月圓寂，總計在臺弘法

36 年餘。 

學界有關煮雲法師的研究，

主要有丁敏所撰之〈煮雲法師的

佛教經驗與佛教事業─―1949 年

大陸來臺青年僧侶個案研究〉，

及闞正宗所撰之〈東臺弘法第一

人――煮雲法師的佈教心路〉。

丁敏的文章，先討論煮雲法師的

大陸佛教經驗對他來臺佛教事業

的影響，認為他的普陀山經驗對

其來臺後的弘法事業拓荒很有幫

助。其次探討煮雲法師來臺發展

佛教事業的歷程，認為煮雲是當

代臺灣佛教在 1980 年代中期之

前，精進佛七和通俗佛教的代表

者。3闞正宗所撰之〈東臺弘法第

一人――煮雲法師的佈教心路

（1919－1986）〉，從其出家，直

到晚年建淨宗道場等，全面敘述

煮雲法師一生中的主要經歷。4 

1945 年 10 月，日本因戰敗而

退出臺灣，臺灣改由中華民國政

府接管。隨著國共內戰的失敗，

1949 年 12 月，國民黨政府退居臺

灣，在此前後有大批人口流入臺

灣，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屬於佛教

界的人士。舉其要者如廣欽、章

嘉大師、李炳南、大醒、甘珠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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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呼圖克圖第十七世、智光、南

亭、太滄、東初、煮雲、道源、

戒德、默如、悟明、樂觀、成一、

懺雲、印順、續明、演培、星雲

等法師（居士），煮雲法師亦是

其中之一。5本文擬由近代佛教發

展角度，分從：煮雲法師的弘法

方式與特色、批判基督教、煮雲

法師的淨土念佛思想、如同世界

運動一樣比賽修行的「精進佛七｣

等幾個面向進行論述，藉以評價

他在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地位。 

近代佛教僧人著作，通常是

分散各處，蒐集不易，若能有全

集（或全書、文集、遺集、遺著、

法彙、文鈔、文叢）出版，對於

其著作之流傳與後人之研究，提

供極大的方便，難得的是，本文

所要研究的主人翁――煮雲法

師，在他圓寂之後，其門人為他

編輯出版了《煮雲法師全集》。

《煮雲法師全集》計 9 冊，其中 第

1、2 冊：佛門異記；第 3、4 冊：

精進佛七專輯；第 5 冊：東南亞

佛教見聞記；第 6 冊：弘法散記，

新大陸佛教巡禮；第 7 冊：煮雲

法師講演集，佛教與基督教的比

較；第 8 冊：南海普陀山傳奇異

聞錄，金山活佛，皇帝與和尚；

第 9 冊：懺悔室隨筆，煮雲法師

生平事略，精進佛七溯塵緣。上

列各書，為本文撰寫的主要參考

資料。 

貳、煮雲法師弘法方式與特色 

煮雲法師在 1950 年 4 月中抵

臺，隨即在各地展開弘法工作，

他認為，「自從大陸淪匪以後，各

種宗教皆不能在大陸立足，一般

忠貞的教徒們紛紛來臺，不論哪

一種宗教，皆不斷將其教義向社

會傳播，爭取信眾，佛教來臺的

工作也是如此。｣6據廣慈法師回

憶，1951 年以後，他常和煮雲法

師一起環島佈教，當時的足跡徧

及窮鄉僻壤，他們看到那些「平

常人們不願意去的地方，人們是

多麼地需求佛法，到處信徒打鑼

敲鼓，像迎神一般地歡迎我們，

有時我感動得流淚，臨別時並再

三請求我們要再來，我們為實踐

諾言，因此有數度的環島弘法之

舉。｣7煮雲法師在臺灣弘法的方式

具有如下特點。 

一、環島偏鄉佈教：煮雲法師說，

世界上宗教最偉大的就是佛教，最

不迷信的也是佛教。8他在臺灣弘

法時，常常到一般人所忽略的偏鄉

地區去佈教，如 1953 年 2 月，至

宜蘭各鄉鎮巡迴佈教；3 月，到臺

東豐穀、都蘭、新港、常濱、知本、

關山、池上、萬安、大碑、鹿野等

地巡迴演講。1954 年，應廣慈法師

之請，前往澎湖弘法；6 月底，在

往臺東佈教後，由花蓮轉往臺北，

南下沿途在苗栗、後裡、內埔、臺

中、田中等地弘法；1958 年春，至

岡山、燕巢、彌陀、路竹、茄萣等

地區巡迴佈教。9煮雲法師這種到

邊鄉弘法的精神，有如釋迦牟尼佛

弟子――「富樓那之化粗獷之邊民

｣。10 

二、具有通俗演講的辯才：通俗

演講可使聽眾聽得入神感到有

趣，南亭法師讚歎煮雲「具有通

俗演講的辯才｣。11煮雲法師「最

好的同參道友｣――星雲法師

說，他覺得煮雲法師的文章「談

笑自如，風趣橫生，村言俗語，

信手拈來。極不易懂得的佛理，

他能很巧妙、很通俗地表達出來

給讀者明白易曉。｣12 

三、喜歡用「神異感應｣故事來弘法：

煮雲法師因常在演講或寫作時，

會提到「神異感應｣的故事，有時

候會被批評是迷信，但他的「目

的是在使人止惡行善，增加學佛

的信念，所以也不怕人罵我｣。13煮

雲法師說：「我個人對於佛教的靈

感瑞應之事是深信不移的，也很

願意撰文報導，以增加人們對學

佛的信心，可是又深怕有些人對

於此等說法，以為這些都是杜撰

的神話，且是『查無實據』的『無

稽之談』，如此一來，他們不但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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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又加以毀謗，這就罪過了。

｣14 

這裏想以煮雲法師撰寫《佛

門異記》與《金山活佛》二書來

說明：1、1958 年，妙然法師在北

投佛教居士林閉關圓滿後，煮雲

法師搬進其關房，展開閱藏工

作，他先看般若部，接著看史傳

部，從《佛祖統紀》、《法苑珠林》、

《經律異相》、《釋氏稽古錄》到

歷代的《高僧傳》，發現其詞藻固

美，但多艱深冗長，而興起「取

精摘要，刪繁就簡，以白話重寫

的念頭｣，此為他撰寫《佛門異記》

的動機。152、曾經和金山活佛同

住過 10 多年的太滄法師，為煮

雲法師寫《金山活佛》提供許多

寶貴的資料，他覺得煮雲法師寫

這本書的目的是，「希以靈異方便

攝化眾生｣。16《佛門異記》分：

聖像靈異、舍利瑞應、菩薩應化、

譯經弘道、護法衛道、難行能行、

生死自由、孝行高潔、持誦感應、

輪迴轉世、神感奇異、禪通行化

等篇，17主要也是用「神異感應｣

故事來弘化度人。此外，如《南

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一書，更

在書名上冠上「傳奇異聞｣的字

眼。18 

參、批判基督教 

戰後臺灣佛教環境，對於像

煮雲法師來自外省的法師而言，

是充滿著希望，但也充滿著挑

戰。據煮雲法師說，剛到臺灣時，

不只遭本省佛教徒排拒，異教徒

也經常給予威脅，慧峰法師就曾

收到某基督教徒寄來的信，裡面

畫有一支手槍，「內憂外患｣是他

們當時的寫照。19煮雲法師說：「外

教的人士正以敵視的目光來注視

佛教，把一切腐敗、衰老、迷信

的罪過都往佛教身上推，而在廣

大的民間也正沉迷於邪說外道之

中，還有那些仗勢欺人的洋教

徒，他們有時竟公然的踏進佛教

門裏來傳教。｣20 

煮雲法師發現，在過去有一

段時期，佛教徒連講話的資格都

沒有，甚至大多數佛教徒，不敢

承認自己是佛教徒，不敢與人爭

長論短，任人譏笑、謾罵，佛教

的代言人――和尚，更不敢抬頭

爭一口氣。21據他環島佈教觀察，

基督教徒在許多地方曾對佛教展

開攻擊，如：1、萬華龍山寺是中

國佛教會辦公處所，基督教徒也

進去大肆宣傳。2、1952 年，新竹

青草湖靈隱寺與中國佛教會臺灣

省分會合辦一佛教講習會，基督

教徒向該班學生傳教。3、1952

年，關子嶺大仙寺舉行傳戒大

典，基督教徒「大吹大擂｣，「硬

要傳教｣。4、1955 年 3、4 月間，

高雄佛教堂請星雲法師講經，基

督教徒「又當場散發傳單，大罵

佛教，簡直是反賓為主。｣5、基

督教徒前往屏東東山寺，「硬要在

佛寺裡傳基督教｣。6、新莊塔寮

坑痲瘋病療養院建有佛堂一座，

基督教徒竟想拆除這座新建的佛

堂，講經通告也被基督教徒撕

去。7、臺南市東區彌陀寺前，被

基督教會「公然在寺門口釘上一

塊他們牌子｣。22 

臺東新港只是一小鄉鎮，就

有三、四間大教堂，這裡的高山

同胞十之八、九信仰外教，煮雲

法師認為，「外國人有的是物質和

金錢，而高山族需要的是物質和

金錢，因此他們都在洋人金錢、

物質的引誘下信仰了外教｣，「這

種買賣式的信仰，可以說是失去

了宗教的神聖與尊嚴｣。23煮雲法

師在新靈寺演講三天，「專作破邪

顯正的工作｣，第一天講「偶像迷

信的問題｣，第二、三天講「佛教

與外教的分別｣，每天都有很多外

教牧師和外教徒來聽，因為新靈

寺三面都是外教堂。24 

煮雲法師是戰後臺灣佛教界

與基督教最先發生爭辯者，1953

年初，他以尊證和尚身份參與大

仙寺傳戒，目睹基督教徒在現場

傳教。傳戒活動結束後，他掛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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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彌陀寺，親眼看到彌陀寺山

門被釘貼基督教活動看版。3 月

間，應中佛會臺東佛教支會之

請，深入山地部落，發現基督教

在山地傳教十分深入、普遍。
251955 年春，慧峰法師請煮雲法師

到臺南佈教，目的是要反擊基督

教，以「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為

題，由莫正熹寫黑板，李至剛做

筆記，李邦魁翻譯，高慧芬負責

宣傳，會場在赤崁樓康樂台，每

晚講兩小時又 45 分，每晚聽眾約

有 5 千人之多。26煮雲法師對佛教

與基督教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

是：佛教比基督教能「迎合我們

的國情｣，信上帝不能得救，祈禱

上帝不能贖罪，「基督教應該要體

念國家的元氣，與佛教徒和平相

處，不要處心積慮，明槍暗箭的

搗亂佛教。｣27 

煮雲法師在臺南的演講，後

由李至剛居士紀錄成《佛教與基

督教的比較》一書。28《佛教與基

督教的比較》出版後，吳恩溥牧

師寫了《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

較》，聖嚴法師讀了吳著後，寫《評

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認為：

吳恩溥「持論荒謬，語氣毒辣，

筆調輕率幼稚」，「不識時務與不

學無術，我們從他所說的荒謬言

論中隨地都可以找出證明」。聖嚴

法師批評說，基督教的上帝，是

由神話演化而來的，神話是出自

初民的想像，上帝當然是人類意

識的創造物了。既然上帝是人類

思想的產物，還有甚麼權威與實

體可言？29聖嚴法師因此才對基

督教產生研究的興趣，寫了《基

督教之研究》，30是戰後臺灣佛教

界有系統地從理論上反駁基督教

的專書。 

肆、煮雲法師的淨土念佛思想 

煮雲法師認為，在末法時

期，慧根淺薄的今日，只有淨土

法門才能普度有緣眾生，所以他

到處提倡成立念佛會，勸人念

佛。311949 年，煮雲法師在普陀

山聽德源老和尚說，古人一天念

佛十萬聲，他自己也做過，煮雲

法師當時在普陀山當知客，後來

就住在後山雙泉庵作客，一個人

住樓上，自己看經、念佛、打佛

七。32可見，煮雲法師在來到臺灣

之前，即歸心西方淨土。 

煮雲法師的淨土思想內涵是

甚麼？他說：「念佛，是指我們今

天的心在佛，而念念向佛，也就

是念念覺悟的意思｣，33他說：「我

們這些流浪他鄉的浪子，要想回

西方故鄉去，就要趕緊提高警

覺，準備資糧，即信、願、行三

資糧。｣34煮雲法師的淨土思想主

要顯現在他所主張的念佛法門

上。他認為念佛有八法，這八法

是以：一、攝心念：一切時、一

切處，不忘彌陀聖號；二、勇猛

念；三、深信念：念佛具深信切

願，了生脫死之心；四、觀想念：

如觀佛三十二相好，念念見三十

二相；五、息心念：息掉一切愛

憎心、名利心、功過心、希求心、

貪念心、人我是非心，唯念念在

佛；六、愛慕心：如少背母，五

內悲憫，求佛哀憫攝受；七、發

奮念：發奮圖強，再接再厲，淨

土聖賢都是凡夫去的，我亦不能

自輕；八、一切念：凡見聞覺知，

毛孔骨隨，無一處不念佛，如此

名為真念佛。35 

苟能善用此「念佛八法｣，

必能「得感應｣、「得往生｣。煮

雲法師進一步解說「念佛不得感

應的原因｣有八點：一、生疑，

信心不夠；二、作輟無常，行之

乏勇；三、見異思遷，發願不切；

四、不惜光陰，悠悠忽忽；五、

心緣諸事，五蘊熾盛；六、愛憎

不明，心水混濁；七、分神馳騖，

內外經典；八、不間閒話，不斷

徵逐。｣36「念佛不得往生的原因

｣有三：一、口雖念佛，心生不

善；二、口雖念佛，心中胡思亂

想；三、口雖念佛，心中只想生

天得富貴，或說我等凡夫，西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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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份，只圖來世不失人身，此

則不合佛心。 37為得念佛之實

益，煮雲法師認為：真念佛人要

能掌握如下原則。 

一、念佛要從心念，心口一如：

煮雲法師說：「念佛要從心念，不

只是從嘴念，嘴念心不念沒有什

麼效果，結業也是由心造成的，

很短的時間違背念佛的心，這時

就是造業的地方。｣38「念佛要心

口一如，不論心念、口念，一定

要字字分明，清清楚楚。我向來

主張大聲念，將外面的聲音排出

去，聽自己念，無論如何要聽見

自己的聲音，這樣才能專注。｣39 

二、念佛要帶感情，要大聲念：

煮雲法師說：「念佛就是消業，我

們的業障重，要用力量念，力量

不夠就不能消業，所以念佛第一

須用力量。｣40他認為：「念佛應帶

感情，否則口念心不念，不能與

佛相應，不能獲得利益。｣且「念

佛應大聲念，切勿以怕傷害身

體，保護喉嚨而不肯開腔。｣他又

說：「念佛應大聲念，切勿投機

取巧，以全力念佛、拜佛，如此

始能獲益；否則敵不過如須彌

山，如巨海般的業力。｣41 

三、拜佛要發大心：學佛先要學

做人，如百層高樓，要先從地基

打起，再往上一步一步的爬，而

發心最為重要。42煮雲法師說：「拜

佛時要發大心，不為自己拜，要

為一切眾生拜。拜佛時要觀想前

面站有十方諸佛，後面為三塗一

切眾生，左邊站有冤親眷屬，右

邊是歷劫及現在父母師長；如此

想，一拜佛則替這麼多人拜，功

德更大。｣43 

伍、如同世界運動一樣比賽修行 

    的「精進佛七」 

修淨土宗者，常集眾限期念

佛，以稱念阿彌陀佛名號為主，

為期七天之修持法會，或一七

日，或多七日，以期剋期取證，

是為「佛七｣。一般人容易懈怠，

總管不了自己，所以煮雲法師就

很重視「打佛七｣，他認為請「大

家來此打七，是叫大家來管我，

而你們必須由我來管，互相管

教，互切、互磋、互琢、互磨、

互相精進。｣44煮雲法師主法的佛

七，是比佛七更為殊勝的「精進

佛七｣。 

1972 年農曆 2 月 1 日，煮雲

法師在臺東清覺寺舉辦精進佛

七。這是戰後臺灣精進佛七的開

始。1974 年 2 月，在清覺寺舉辦

大專精進佛七，其後每年寒、暑

假皆舉行。自精進佛七舉辦以

來，臺灣較具規模之道場，紛紛

舉辦，並禮請煮雲法師為主七和

尚。1975 年農曆 3 月，又在清覺

寺舉辦第一屆出家班精進佛七。

1983 年夏，在鳳山佛教蓮社創辦

國小、國中精進佛七。45煮雲法師

認為：「精進佛七之道場，像一

所綜合醫院，只要發心來參加，

任何病都可以『念佛』而治癒。

｣46 

有關煮雲法師精進佛七的紀

錄，計有：《大專精進佛七開示

錄》、《大專精進佛七感應錄》、

《僧伽精進佛七記》、《精進佛

七日記》四本書，總書名為《精

進佛七專集》。47據煮雲法師說，

精進佛七感應錄所記種種感應故

事，都是他「親眼所見，親耳所

聞，有時間，有地點、人名，所

發生的，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48讓我們看煮雲法師對精進佛七

的一些看法。 

煮雲法師說：「運動需要比

賽，才能有所表現，我們修行也

是一樣，平日大家沒有比賽的對

象，唯有到精進佛七道場來，才

有競爭和比賽的對象，在此我們

比賽什麼呢？看誰念佛聲音大，

拜佛拜得多，誰比較精進用功。

｣ 49因拜佛而治好多年疾病的例

子，在精進佛七中很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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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的病，有生理病、有業障

病，如果是業障病，就須要靠自

己禮佛，而且要誠心的懺悔，50精

進佛七恰好是對症下藥的一帖藥

方。 

據慧嚴法師研究，煮雲法師

所倡導的精進佛七，有別於一般

的佛七，精進佛七的名稱與內

容，可能是取倣於『靈巖山寺念

佛儀規』中精進佛七儀規的行

儀。51聖嚴法師認為：煮雲法師所

倡導並主持的精進佛七，加強了

佛七的內容，增進了佛七的功

效，也擴展了參加佛七者的層

面。精進佛七重視持名念佛，也

重視懺悔禮拜，經行持名與坐持

名並重，攝心消障的能力極強。

同時將大專青年、社會青年、一

般信眾、少年兒童，以分期、分

齡、分等的方式進行，可以適應

各種年齡層面的體能和心智。佛

七的修持，可使人增強信心，變

化氣質，由行而解，普及佛化，

堪稱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

特色。52 

陸、結論 

以上分別從：煮雲法師的弘

法方式與特色、批判基督教、煮

雲法師的淨土念佛思想、如同世

界運動一樣比賽修行的「精進佛

七｣等幾個面向說明煮雲法師的

弘法活動，也可以讓我們瞭解他

在戰後臺灣佛教界中弘法活動之

一般。 

心悟法師讚譽煮雲法師是

「三多法師｣（行路最多、講法最

多、度眾最多），煮雲只承認有兩

多，就是說的話多――俚言俗

語，走的路多――窮鄉僻境。53以

「俚言俗語｣，到「窮鄉僻境｣去

弘法，最能展現煮雲法師的弘法

方式與特色。蓮航法師說，煮雲

法師很愛講故事，他來到臺灣，

搜集佛教故事，編寫佛教故事，

講說佛教故事，由著重有關因

果、感應以及傳奇異聞。54煮雲法

師是屬於傳統中國佛教培養出來

的僧人，雖然他以「俚言俗語｣來

弘法，談不上有多麼高深的學理

基礎，但其弘化方式，卻也攝受

不少人向佛信佛。55以下，擬從：

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煮雲法師有

若印度佛教史上的馬鳴菩薩、煮

雲法師談如何面對異教徒（外

道）？煮雲法師的修學、弘法方

式是否有值得我們商榷的地方？

等三個方面，進一步說明筆者對

煮雲法師的觀察。 

一、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煮雲法師

有若印度佛教史上的馬鳴菩薩：佛

滅四、五百年間，印度有位很著

名的馬鳴菩薩，據印順法師分

析，馬鳴菩薩是一位禪者外，也

是說一切有部的菩薩，此外：一、

馬鳴菩薩長於文學，是佛化的文

藝大師：他精於當時日見盛行的

梵語文學，富有文藝天才，他的

作品以偈頌為主，如《佛所行讚

經》，《分別業報略經》，他以

偈頌弘法，為印度文學史上有數

的詩家。他並通音樂，曾作《𡃤

吒啝羅伎》，不但是按譜填詞的

作曲者，還能親自去演奏。二、

馬鳴是通俗教化而富感化力的大

師：阿毘達磨，只能適合少數富

有思考力的學者，而一般信眾所

需要的法，卻是如馬鳴那樣的作

品。如《佛所行讚經》，讚頌如

來的一代化跡，引發信眾對如來

的仰慕──歸依的虔誠。如《分

別業報略經》，《十不善業道經》，

重於業果的分別，誡惡勸善，也

是一般的教化作品。《𡃤吒啝羅

伎》，更應用哀婉的音樂，激發

人的厭離情緒，這都是通俗教化

的佳作。三、馬鳴是摧邪顯正的

雄辯家：《馬鳴菩薩傳》稱馬鳴

為「辯才比丘」，說他「善通言

論」，即是通達當時的辯論術。《佛

所行讚經》，則是折破外道的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5%9C%9F%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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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56煮雲法師在戰後臺灣佛教的

弘法活動，在精神意趣上，實與

印度佛教史上的馬鳴菩薩頗有幾

分相似之處。 

二、煮雲法師談如何面對異教徒

（外道）？煮雲法師強調：現在

是法弱魔強的時候，中國大陸的

教難，比三武一宗的迫害摧殘還

要大，而且時間還要久，在臺灣，

其他宗教挾金錢勢力以俱來，佛

教若不覺醒，或有危亡之可能。

許多異教徒，常利用孩子們脆弱

的意志，多方引誘，頃全力向孩

子們灌輸荒唐的神權思想，用各

種方法麻醉孩子的心。身為佛教

徒，應重視子女的獨立人格，負

起淨化子女心性的責任，度化子

女學佛。57煮雲法師所謂的「異教

徒｣，主要指的是前文提到的基督

教，除基督教外，煮雲法師也提到

一貫道，他認為一貫道是「外道邪

教｣，常利用佛教招牌祕密傳教，甚

至有加入佛教會為會員，地方政府

明知邪教要取締，但不知如何分

辨。58煮雲法師談及怎樣對付外道

時表示，「鬥法要有神通威力，辯

論就要有無礙辯才｣。59 

三、煮雲法師的修學、弘法方式

是否有值得我們商榷的地方？煮

雲法師從 1958 年，在北投彌陀關

房內，「由於用功過度，一年多

以後就換了高血壓症，這種病相

當痛苦，既不能看書也不能多講

話，更不能寫文章｣。30 多年，生

活在病痛之中，病痛對於他的健

康、修持、弘法、寫作、主持精

進佛七，似不起阻礙作用。他成

年累月，身不脫病，病不離身，

能挺得住，能撐得過，這能挺能

撐的精神，貫穿他整個弘化事業

――寺院建設、文章寫作、解經

說法、主持精進佛七。60煮雲法師

說：「我的每一本書，每一篇文

章，甚至每一句話，都是忍著極

大的痛苦寫出來的，我希望妳們

能寫的人，沒有病苦時多寫多

讀，多為佛教努力。｣61煮雲法師

因閉關修學，因用功過度而患

病，其精神固然值得我們敬佩，

但其不知調和色身，卻值得我們

引以為戒。與此相關的是，他所

推動的「精進佛七｣，用運動中的

比賽方式，「看誰念佛聲音大，

拜佛拜得多，誰比較精進用功。｣

將「念佛或拜佛都以比賽方式來

進行，這種「急功｣的「精進｣修

行方式，若有不當，可能對參與

者帶來身體上的傷害，也值得我

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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