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
—為紀念周宣德居士誕生一百一十週年暨其

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屆滿五十週年而作（一）

一、前　言

當今佛教在台灣所呈現的

景象，可謂盛況空前，佛教所創

立的大學有六所以上，佛教也

經營報社、電視等媒體，以弘揚

教義，電視頻道也多達五線以

上，佛教也創辦醫院，慈濟醫院

聞名全台，設點持續在增加，佛

光山、法鼓山、中台山、慈濟功

德會四大道場，聞名海內外，信

眾、會員有百萬人以上，掌握龐

大資源，其規模、影響力為我國

歷史上所無，亦為中外所僅見，

不僅弘揚佛教，兼及慈善教育，

公益事業的開辦。其他大小道

場不計其數，亦多有善信支持，

弘法利生。其中慈濟功德會會

員遍及全台灣各角落，甚至海外

地區，會員何止百萬人，不但在

國內從事慈善救濟，且投入國際

救災活動，享譽海內外。在在足

以顯示，有廣大的國人，認同佛

教的理念，虔誠信仰踐行佛道，

支持著如此龐大的弘法利生事

業。國家元首、政府首長對佛教

均甚尊崇，上山禮佛，向各大師

請益，也屢見不鮮，不敢怠慢。

凡此情景現象，足以顯示今日台

灣佛教，興盛的狀況。在台灣，

 劉勝欽

台大晨曦學社創辦暨發起人之一
現任慧炬機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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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

亞洲佛教國家，包括日本在內，

亦無一能比。固然，佛教界本身

努力有以致之，各地大小道場努

力在經營有以致之，佛門高僧大

德大力弘法有以致之，但如此盛

況，也不過近二、三十年才逐漸

呈現。

如果回顧五十年前台灣社

會，一般人對佛教的觀感，態

度，普遍是偏向負面，而且疏離

冷漠，雖然當時在宗教信仰上，

佛教是佔多數（大都是神佛不

分的狀況）。在日據時代，出家

人大都留在寺院內修行，日本人

雖然也設有佈教所，佛學研究

仍屬出家人的事，民間對佛教少

有瞭解，三十八年前後，慈航法

師應聘至中壢圓光寺開辦佛學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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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普遍對佛教並不瞭解，

一般人甚至視為迷信、消極，加

以蔑視、排斥，出家人也未受到

尊重。佛教信仰者以老人、婦女

居多，甚至被譏笑為老太婆的宗

教，社會上知識分子、政府官員

冷漠以對，避之維恐不及。慧炬

機構創辦人周宣德居士曾回憶

在四十一年時，曾參訪台灣各地

佛教團體，發現台灣佛教徒雖

號稱有百萬人以上，但普遍老

多於少，女多於男，而其中通達

教理，篤行佛道者，寥寥無幾云

云，這確是當時的實情。

在如此社會環境、風氣

下，何以從近二、三十年來，逐

漸有明顯的轉變，細加觀察，社

會上知識分子瞭解佛學，認識

佛教的人，逐漸增多，因而尊崇

佛教，且篤行佛道的人也逐漸

增多，逐漸擴散，影響社會各層

面，扭轉對佛教的觀感。蓋知識

分子是社會菁英、中堅分子、領

導階層，是帶動社會演進改變

的先驅力量，其觀念、趨向勢必

影響社會，改變社會。社會大多

數的人不再視佛教為消極、迷

信，而相信佛教是智信、積極，

可以教人向上提昇，安身立命，

可以淨化人心拯救世道。慈悲、

布施、五戒十善、修行積功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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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觀念，也漸漸深入人心。

受過大專教育的出家人也大量增

加。在如此一般人觀念、社會環

境丕變的基礎上，道場興起，法

師弘法，也就易被接受，事半功

倍。以慈濟功德會為例，其會員

擴增迅速，善款長期不斷湧進，

足以顯示台灣廣大民眾有慈悲

心，願布施，希望透過慈濟功德

會行善積功德，此正是佛教的

觀念，早已散佈台灣社會，深入

人心，兼以證嚴上人令人感動信

賴，所以才能發生一呼百應的效

果。

值得探討的是，在二十

年前到五十年前之間的三十年

（四十七年至七十六年）左右的

時間裡，在引導知識分子認識佛

教的方面，台灣究竟有何顯著而

影響深遠的積極作為與努力？究

竟是誰在積極提倡與推動？回

顧該段時期的歷史，正是周宣德

居士首先將佛學引進大專院校，

積極推動，鼓勵知識青年研習

佛學，輔導各院校學生組織佛學

社團，使佛學研究在台灣各大專

院校蔚成風氣。周居士自四十七

年開始推動，至七十八年捨報往

生，歷三十年持續推動，據慧炬

月刊社最新統計，至七十六年，

全台灣共有九十七所大專院校

成立學生佛學社團，前後社員累

計超過十萬人以上。無疑的，周

居士對這些知識青年，播下菩

提種子。這些受佛學薰陶的知識

青年，一改以往對佛教之觀感，

轉為尊重、信仰、勤修實踐者，

畢業後就業，投入社會或出國

深造，在社會上遍及各行業，或

在政府機關，或在學術界、教育

界、或在企業界、或為醫師、律

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無不成

為社會中堅分子，領導菁英，也

有成為出家人荷擔如來家業，出

家人學歷因此逐漸提高，這樣多

的領導菁英、中堅分子對整個社

會逐漸發生影響，經年累月，影

響力益加擴大，不可小覷。這就

是默默影響整個社會重新認識

佛教，扭轉對佛教觀感、態度的

主要而關鍵的力量，社會上佛教

信仰者的生態漸漸改變，信仰者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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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及青年人、知識分子、社會高

層人士，扭轉以往侷限老人、婦

女的現象，為今日台灣佛教的發

展、鼎盛，打下基礎。也可以說

台灣佛教逐漸發展到今日的盛況

實植根於五十年前周宣德居士

開始推動的大專知識青年研習佛

學的運動。終其一生，周居士持

續推動三十餘年，國內外大德長

者，無不同聲讚揚。

佛教界元老悟明長老，

八十三年一月七日在慧炬機構

主辦、慈濟功德會協辦的「佛教

社會福利與現代社會國際研討

會」開幕式致詞，曾特別提到：

「今日我國佛教興盛，國家元首

亦甚尊崇，佛教的地位大大提

高，比諸盛唐，毫無遜色，能有

此盛況，周宣德居士早年提倡並

積極推動大專知識青年研習佛學

的運動是有很大貢獻的。」這一

席話，筆者當時在場親聞，印象

深刻。當時主持大會的主席，慧

炬機構的董事長莊南田亦在場親

聞，常在慧炬開會時加以引用，

以感念周居士的重大貢獻。

法鼓山聖嚴法師七十八年

曾在悼念周宣德居士文中指出：

「周公是一位教育家出身的居

士，故知欲振興佛教，必須到知

識青年群中播撒信佛學佛的種

子，民國五十年後，即積極推動

大專青年的學佛運動，運用他在

教育界的人緣善緣，加上他百

折不撓的毅力、信心、誠心，說

服了教育界的人士，首先在台灣

大學成立了晨曦學社，經過三十

餘年的努力，先後輔導國內各大

專院校在學青年組織佛學社團

達六十七所，接引知識青年學佛

者，計十一萬餘人，這在中國佛

教近代史上，是應予大書一筆的

勝事（1）」。

前世佛會副會長田劉世綸

（葉曼）居士曾提到「周宣德先

生在三十餘年間，開創了五十餘

個大專院校的佛學社，使青年

有機會親炙佛法，暸解佛法，成

註1：《周子慎居士伉儷追思錄》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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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法的傳薪人，在佛法的弘

揚歷史上，佔了極為崇高的地

位（2）。在美國出版的《沈家楨

傳》乙書的作者何哲先生指出：

「台灣佛教今日之鼎盛，佛學研

究層次之高，周宣德創造的大專

院校青年學佛運動功勞很大」，

「台灣知識界人士大批崇信佛

教，就是從這個運動開始的，目

前台灣很多高級學歷的著名的中

青年法師和居士，當時就是通過

這批社團接觸了佛教」（3）。以

上幾位長老大德，無不高度肯定

周居士推動大專知識青年學佛運

動對我國佛教弘揚的貢獻，在歷

史上有其崇高的地位。

今年舊曆九月，適逢周宣

德居士誕生一百一十週年暨其

推動大專知識青年佛學運動五十

週年紀念。在周居士鼓勵、輔導

下，台大晨曦學社在四十九年領

先成立，在大專知識青年佛學運

動，首舉大纛，台大晨曦學社是

如何成立的，當初學校當局如何

面對國內第一個佛學社團的申

請設立？如何克服困難，始獲准

設立？最後如何達成雙方兩全其

美的結果？這些問題，相信是國

人，尤其是佛教界、教育界的人

士所關心而想瞭解的。筆者曾親

歷參與其事，為紀念周宣德居士

及其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屆滿

五十週年，繼張泰隆兄專文〈台

大晨曦學社創立之機緣紀實〉

（《慧炬雜誌》第528期）之後，

特撰本文，補紀其事，並藉以彰

顯周宣德居士傾盡全力推動大專

知識青年佛學運動的功德及其在

佛教弘揚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台大晨曦學社創立之因緣

（一）周宣德居士發願接引青

年佛化大眾

周宣德居士首倡大專青年

研究佛學，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

註2：前揭追思錄第343頁。

註3：《沈家楨傳》第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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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台大學生受到鼓勵、輔導，

於民國四十九年成立台大晨曦學

社，結合同學研究佛學，這是國

內大專院校第一個響應周宣德居

士研究佛學的鼓吹，自動發起組

織的社團，首開風氣，在周居士

努力推動下，其他院校繼而紛紛

成立佛學社團，乃蔚成我國歷史

上前所未有的大專青年佛學運

動，影響深遠。倘當年若無周宣

德居士的發心提倡引導，當無台

大晨曦社創立之事。

遠在民國四十一年春，周

宣德居士曾經環島參訪各佛教團

體，發現信眾雖多，其中老多

於少，女多於男，而且有正知

正見者所佔比例極微，因此深

感台灣佛教徒號稱百萬以上，

而其中通達教理、篤行佛道者

寥寥無幾；周居士就認為倘不

從接引青年及佛化大眾著手，

恐社會風氣日漸衰頹，我國固

有文化亦無從振興。（4）周宣德

居士弘揚佛法，曾致力二件事且

獲致重大成果，則為佛學透過電

台廣播的空中弘法與推動大專青

年佛學運動，顯然是本於「接引

青年」、「佛化大眾」的二大目

標，而發願努力推動。

周宣德居士首先從空中弘法

著手。民國四十一年，周居士邀

中國廣播公司鄭崇武居士共同

策劃，成立中佛會廣播組，每晨

在電台播出「佛教之聲」，請當

代緇素大德撰寫講稿，針對大、

中學生程度，由居士主編講稿，

純用白話語句播出，後來獲得民

本電台董事長胡炯心的支助，

將播音網擴及中南部，參加廣

播佛學的電台多達五所，聽眾

大量增加，反應良好，可說在社

會大眾種下菩提種子，直至民國

四十五年冬，因周居士服務的台

糖公司播遷溪州，周居士始交由

華嚴蓮社南亭法師，成一法師

接續，這一段過程，可以瞭解周

居士，為實現弘揚佛法的願力

而踏出第一步。

註4：《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第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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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周宣

德居士以各方友好與大德致贈的

六十生日壽儀，恭印廖德珍與孫

木訥合註的《八大人覺經》，同

時選錄梁任公的〈佛教的特色與

價值〉論文一篇合印一千冊，送

請《人生》、《菩提樹》雜誌代

為廣告，普贈大專青年，並徵求

心得報告，並獲得數十位同學撰

文回應。這可說是周居士將佛學

引入高等學府，直接推廣給大專

學生，亦正是周居士推動大專青

年佛學運動，親歷三十二年之起

點（自六十歲至九十二歲捨報往

生）。據四十八年二月份菩提樹

雜誌社刊載，徵文後經周居士請

專家學者協助評審結果，有台大

張尚德、師大吳怡等七名同學獲

獎，並有台大藥學系張泰隆、醫

科范進福等入選佳作，張泰隆居

士當年以此因緣，蒙周居士約見

嘉勉，而得以認識周老師，此一

認識之因緣正是後來台大學生在

四十九年成立晨曦佛學研究社團

最關鍵之因素。

周宣德居士發願弘揚佛法，

接引青年學佛，有其深切的認識

與悲願。周居士認為在這物欲橫

流的世界，人類心靈的空虛、苦

悶已達極點，時代的危機日益嚴

重，不知多少青年正徬徨於歷史

的歧路，他深信惟有提倡佛學始

能振起人心，導群生入於正軌

（5），並在青年人心田中，播下菩

提種子，藉以引導青年學子通儒

達佛，才是莊敬自強和挽救世道

人心唯一可循的途徑。（6）正因周

居士有此悲願與實際推動，乃有

台大晨曦學社之誕生與大專佛學

運動之開展。

（二）周宣德居士贈閱《佛說

八大人覺經》播下菩提

種子

如前所述，周宣德居士贈書

《佛說八大人覺經》給大專院校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

註5：前揭文叢第208頁。 

註6：前揭文叢第2頁。

40∣ 雜誌 534期



學生，並徵文「讀後心得」，得

到數十名學生撰文回應，當然包

括來自各不同之大專院校，張泰

隆、范進福都是回應徵文，而結

識周老師，是最早結緣的台大學

生，張泰隆與范進福應徵的文章

並曾刊載於《菩提樹雜誌》，張

泰隆是台大晨曦學社得以創立，

最具關鍵地位的人，由於他與周

居士的結緣，而後，才有晨曦學

社之籌創；范進福則是晨曦社成

立後連任七屆副社長、幹事，全

力護持，為晨曦學社創立初期，

奠定堅實之基礎。並設計「無盡

燈法門」傳燈儀式，風行一時，

寓意深遠。而張居士會拜讀到

《佛說八大人覺經》，並進而撰

文應徵，而獲周居士約見結緣，

則有諸多巧妙而不可思議因緣，

值得說明：

（1）張泰隆早在高中時就

有佛學基礎，據他在「台大晨曦

學社創立之機緣紀實」（7）一文

指出：民國四十四年他在台南一

中就讀高中，暑假返鄉（高雄阿

蓮鄉）時，在偶然機會，其表哥

葉慶春居士給他一本演培法師譯

述的《心經十二講》（日本高神

原昇著），他加以研讀，有如獲

至寶之感，雖然是第一次接觸佛

書，但自此就想繼續看別的佛

書，於是陸續向其表哥借閱佛

書，其中有《人生的解脫與佛教

思想》（日本木村泰賢著，巴壺

天、李世傑合譯），《原始佛

教思想論》（木村泰賢著，歐陽

瀚存譯），《中觀論頌講記》

（印順法師著），據他回憶當時

看了，雖未必全懂，但看得很認

真，且自此養成持續閱讀佛學論

著的習慣。張兄因偶然機會，借

閱佛書，就被深深吸引，不忍釋

手，顯然本是一位與佛宿緣深厚

的人，非比尋常。其後來竟成為

創立台大晨曦學社的關鍵人物，

也可說是其來有自。

（2）張泰隆兄本不知周宣

德居士正辦理贈閱《佛說八大人

註7：《慧炬雜誌》528期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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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經》並徵求讀後心得之活動，

只緣四十七年九月開始進入大

二以後，考慮藥學系課程在大三

以後全部在醫學院（在仁愛路）

上課，若住台大校總區（在羅斯

福路）因相隔遙遠，將非常不方

便，以台大法學院臨近醫學院，

他聽說法學院學生宿舍，偶有

零星空位，為把握以後進住的機

會，在四十七年下半年，常到法

學院去打聽消息，有一天無意中

走到法學院附近的東和禪寺，好

奇的入內參觀，看到置有《佛說

八大人覺經》任人索閱，就帶回

一本閱讀，隔了不久，在校總區

圖書館看書，在閱覽室書架上看

到《菩提樹雜誌》登載徵求《佛

說八大人覺經》讀後心得報告的

消息，他心想當時除寺廟外，鮮

少大專青年認識佛法，若不藉此

機會衷心響應佛門大德輔導大專

青年進入真理之門的善舉，將很

可惜，為了不錯失因緣，就寫了

一篇《佛說八大人覺經》讀後心

得，投向《菩提樹雜誌》，希望

與佛門大德結緣（8），也就因為

撰寫這篇讀後心得而得與周宣德

居士結緣認識。如上所述，張兄

竟因偶然走進東和禪寺而獲贈一

本《佛說八大人覺經》，隔沒幾

天，也是偶然翻閱閱覽室書架上

的《菩提樹雜誌》而得知徵文消

息，更因當下靈機一動，不願錯

失與佛門大德結緣的一念而撰文

應徵，把他與周宣德居士的關係

連結起來。因為就在四十七年秋

冬之際，周居士派專人持請帖，

約張泰隆至其府上餐敘，當面嘉

勉，這是二人第一次見面，根據

張居士回憶：「看見周老西裝筆

挺，客廳窗明几淨，字畫羅列其

間，高雅無比，心中自覺很榮耀。

席間飯後聽周老講說佛法，口

若懸河，舌燦蓮花，平易可親」

（9）。張泰隆認為周宣德居士發心

向大專知識青年弘揚佛法，願力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

註8：註（7）第46頁。

註9：註（7）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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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比尋常，印象深刻，內心也至

為尊敬。

（3）台大晨曦學社是張泰

隆與郭森滿、劉勝欽三人最先

發起籌組，原先張與郭、劉互

不認識，適因大三時，遷入法

學院學生宿舍，得與就讀經濟

系的原南一中同學許崇明（10）

住同一宿舍，據張兄回憶：「有

一天在法院學生餐廳吃飯時，

南一中高中同班同學許崇明知

道我信佛，就介紹法律系的南

一中校友劉勝欽兄與我認識，

我們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發

覺彼此均是佛教徒，疑是宿世

因緣，就帶勝欽兄去拜見周宣

德大德。從此經常結伴去拜望

周老，大家都很投緣，就這樣

在周老佛法的灌注下，慢慢地

培養出菩提心的願力來。」（11）

「勝欽兄和我認識後，沒多久就

介紹法律系的台南同鄉郭森滿

兄和我相識，大家志同道合，常

常一起相伴拜見周老師，台大設

立佛學社團之事，就在周老師鼓

勵下逐漸醞釀」（12）張兄記憶驚

人，當時情景確如所述。筆者

雖與張兄在南一中高中同學，

同年級卻不同班，在高中時並

不認識，竟在就讀台大三年級

張君認識周老師不久的時刻，

獲雙方好友許崇明先生介紹相

識，事之巧合有若此，張兄亦

迫不及待，迅速引導拜見周宣

德居士，後再加入郭森滿，三

人志同道合經常結伴拜見周宣

德居士，聆聽開示佛法，在周

居士薰陶下，誠如張兄所言培

養出菩提心的願力來，乃有在

台大共組佛學社團之醞釀。

（4）筆者介紹郭森滿與張

泰隆認識，並常三人結伴拜訪周

宣德居士，也是因為郭兄虔信佛

教，且自高中時就接觸佛法，據

註10：留美獲加州大學博士，為經濟學家，曾任教美國克拉克大學。 

註11：註（7）第48頁。

註12：同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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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告，曾在台南湛然寺聽慧峰

法師講經，有一次佛學大師張澄

基教授在台南演講聽眾爆滿，

他也躬逢其盛參加聽講，頗受啟

發，可謂善根深厚與佛有緣的

人，後來熱心籌組晨曦社也可說

早有因緣。筆者則因母親是持齋

唸佛的人，筆者常隨母親參拜佛

寺，高中時亦曾隨母至湛然寺聽

慧峰法師講經，印象最深則為汐

止彌勒內院肉身成道的慈航大師

生前第一次至台南天壇演講佛法

三天（大約在四十四年前後），

筆者隨母聽講，慈航大師聲音宏

亮，威儀具足，令人起敬。筆者

當時常看《菩提樹雜誌》，特別

喜歡拜讀李炳南大德的「佛學問

答」專欄，李老師以文字般若接

引初機，筆者屢讀不厭，頗感受

益。可能因為筆者與張兄、郭兄

均在高中時就受到佛法的薰陶，

而在心田中種下菩提種子，所以

當三人見到周居士發菩提心要在

大專學校弘揚佛法，深受感動，

自然聲氣相求，非常認同周居士

的願景，而有此積極的回應。張

兄、郭兄與筆者三人進入大學前

均已受到佛學的薰陶，此一相同

的背景，顯然與共同熱心發起籌

組晨曦佛學社團有相當的關係，

值得加以說明。

三、台大晨曦學社創立之經過

（一）學社之發起

周 宣 德 居 士 說：「民 國

四十九年四月八日，台大一批至

誠熱心的優秀青年，自動發起組

織『晨曦學社』—這是自由中國

大專院校知識青年第一個研習佛

學的社團」（13）事實確如周居士所

言，晨曦學社是自動發起組織。筆

者與張兄、郭兄三人常利用週末

結伴拜訪周居士，每次均獲周居

士接待長談，言談間周居士曾一

再強調弘揚佛法的重要，不但鼓

勵研讀佛書，也鼓勵要發菩提心，

周居士慈祥剴切，發心感人，每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

註13：前揭文叢第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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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談話多能引人入勝，令人鼓舞。

如何吸引號召更多同學來接受佛

學，同霑法益的思考，油然而生，

筆者與張、郭三人開始討論在台

大組織佛學社團的實際問題，也

獲范進福兄的極力支持，當我們

三人向周居士提起擬向校方申請

設立社團，以研究佛學的構想時，

立刻得到周居士的鼓勵支持，信

心益增，郭君積極的向訓導處探

聽申請辦法並要來各種表格，依

規定首先必須有發起人，並訂立

社團章程，章程中最重要就是確

定社團宗旨與社團名稱，以表明

此一社團的屬性與設立之目的。

依校方規定，必須有二十名以上

的發起人，醫科的陳榮基、范進福

均曾研讀周居士贈送的《八大人

覺經》，率先加入，參與發起，另

外再邀請一些願意支持的同學參

加，成為共同發起人（14），至於宗

旨、名稱，則由筆者與張、郭三人

會商研擬，幾經思考，決定以「研

究佛學學說，宣揚東方文化；砥礪

品格修養，敦正社會風氣」為學社

之宗旨。因李炳南大德為弘揚佛

法，在台中創立「慈光圖書館」的

影響，「慈光」二字耳熟能詳，意

義又好，乃決定以「慈光」為學社

之名稱，由共同發起人列名蓋章

正式向校方提出申請。我們深知

學社設立是否會被校方批准，最

大關鍵是在宗旨是否為校方所允

許，最終是否會被迫修改宗旨或

退回申請實在無把握，因為以研究

佛學為學社主要之宗旨，在台大為

前所未有，以五十年前的國內環

境，台大雖重視學術自由，但佛教

是否受歧視，佛學是否受輕蔑，令

人不無擔心，加以當時戒嚴威權

體制下，學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

其實，我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校

方對「研究佛學」的宗旨，的確滋

生疑惑，非常不放心，幾經擱置、

質疑，二度謁見錢校長當面爭取

懇請支持，最後被迫更改學社名

註14：發起人有張泰隆、郭森滿、范進福、陳榮基、劉勝欽、陳銘堂、孫明賢、張
富美、吳英哲、林永發、陳彥年、張漢清、林月、陳玉璽、曾國政、陳詩
經、陳炫男、張信雄、黃深溝、戴森雄、薛博允等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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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學社宗旨雖照准，但活動受

到限制，錢思亮校長預先的指示

共三點，必須接受遵守。學社也

在接受校長指示後，獲准成立。

（二）	堅持、妥協，最後獲准

成立之一段祕辛

提出申請後，郭兄勤跑訓

導處課外活動組，打聽消息，欲

探知進度及何時會准下來而不可

得，有如石沉大海，顯然被擱置。

其間周宣德居士，非常關注，周

居士不斷給我們打氣，勉勵我們

堅持下去，終必成功。我們與郭

兄也前去拜訪台大哲學系主任洪

耀勳教授尋求支持，並請示他的

意見。在青田街窗明几淨的台大

宿舍，洪教授斯文典雅的氣質，

愛護學生的氣度，令人折服。他

推崇佛學，肯定研究佛學的價值

與必要性，支持我們組織佛學社

團，當我們告知周居士舉辦對大

專學生贈閱佛書、鼓勵研究之消

息，他肯定的說：「佛教真需要

周居士這種人。」一席話令我至

今猶印象深刻。同樣的理由，筆

者與郭兄亦拜訪台大農經系李添

春教授，李教授為國內佛教界耆

宿，早歲留學日本佛教「駒澤大

學」研究佛學。李教授聽到我們

正籌組佛學社團，非常高興，認

為社會一般知識分子對佛學少有

認識，台大學生踏出正確的第一

步，值得期許云云，語多鼓勵。

後來學社獲准成立，晨曦社禮聘

洪、李二位教授與周宣德居士

三人為顧問，並先後發表專題演

講，長期愛護學社、熱心指導學

社的活動，令人感念。除周居士

外，洪、李教授的熱心鼓勵，也是

我們信心的來源—堅持終必組

社成功的信心。所以一開始校方

即以將申請案擱置的處理，預見

獲准之路多艱，但並不氣餒，決

與校方周旋，堅持到底。

台大學生社團在當時是由

課外活動組管理，通常學生社團

如無特殊情形，是很快獲准設立

的，唯獨以研究佛學的「慈光學

社」遲遲無下文，其間郭兄為使

學社早日成立，獨自奔走催促，

不計其次，辛苦不辭，貢獻最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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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筆者與張、郭三位負責籌組

的人，心急如焚，內心當然知道

問題必定出在「研究佛學」的宗

旨上，因為這在台大是史無前

例，在台灣必亦屬首創，校方的

疑慮、顧慮，勢所難免，或許正

陷於長考，准、駁之間可能煞費

思量，已非課外活動組所能決

定，勢必驚動校方最高當局，做

最後之決定，難怪郭兄雖勤跑

訓導處課外活動組打聽何時會批

准，均不得要領。眼見一個學期

快過去，課外活動組據實告知，

申請案早已往上報，上面遲遲不

批下，他們也愛莫能助。

在此情形下，郭兄直接求

見訓導長，當面陳情，始知「慈

光學社」申請案，早已呈送錢校

長，囑靜候錢校長最終的裁決云

云。郭兄以不能再久等，乃進而

直接求見錢校長，不出所料，案

在校長手中無下文，暫被擱置，

校長顯然顧慮多，准駁之間陷入

長考。錢校長對郭兄說，同學想

研究佛學，儘可個別在家多看佛

書，自行研究，殊無必要在校內

結成社團，校長並進一步舉胡適

博士為例，以胡適為留美哲學

家，但自行研究佛學，研究禪

宗，中外聞名，希望同學如有興

趣，儘可自行研究云云，對「慈

光學社」申設案，校長之意思非

常明白，他是消極的，是傾向否

決的，台大向以自由校風，稱譽

全國，但對學生結社研究佛學，

依然顧慮太多。郭兄仍堅持發起

的同學，衷心希望組成社團的意

願，台大也有研究佛學的教授，

可望獲得指導，希望校長惠予

成全。情詞懇切，獲得校長答應

再考慮，囑靜候結果云云。這段

郭兄單獨求見校長的故事，在今

年四月三十日筆者與郭兄、張兄

一起接受慧炬陳肇璧兄錄音訪問

時，郭兄曾有所回憶。錢校長一

席話，讓負責籌備的張兄、郭兄

與筆者，深知面臨困難，但仍樂

觀以待，堅持到底，深信以台大

自由校風與錢校長開明的形象，

必有轉圜的餘地，最關心的周宣

德居士亦持同樣看法，勸我們靜

候佳音。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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