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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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約在四十九年大三下學期開

始不久忽接訓導處通知，說錢校

長召見負責籌備的學社發起人，

由筆者與郭兄共同前往校長室見

錢校長，這是一次決定學社能否

獲准設立的關鍵性會面；首先，

錢校長表示：他不反對台大同學

研究佛學，並說校內就有對佛學

富有研究、與佛教關係很深的教

授，他們有時出國研究開會，校

方亦給予方便或協助；但台大是

研究學術的地方，他擔心學生社

團出現傳教或宗教性的活動，這

些活動是不適宜的，並說他準備

允許你們社團的設立，但在批准

之前有幾點要求希望你們遵守：

第一、希望能更改學社名稱，他

認為以「慈光」為名稱，顯然宗

教意味太濃，較不適宜，希望能

更改學社名稱。第二、學社設立

後，研究佛學，應以學術為重，

不可利用學社名義在校內舉辦有

宗教儀式的活動。第三、不可請

出家人到學校來講經說法。關於

第一、二點，我們無異議的接

受，至於第三點，我們曾向錢校

長提出意見，因為學社既以研究

佛學為宗旨，而出家人多佛學專

才，深入經藏、造詣高深者頗不

乏人，不准他們到校演講，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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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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研究佛學有所不足，但錢校

長說如准出家人進入校園內講經

說法，則牧師、神父甚至其他宗

教師、神職人員，亦可援例來台

大校園宣傳教義，則與傳教活動

混淆不清，校園將難免充斥類似

傳教等宗教性的活動，殊非所

宜，是他不願見到的。再三強調

校內應以學術研究為重，至於同

學在校外求教出家人佛法的問題

均無不可云云，筆者與郭兄暸解

到校長態度明確，提出預先告誡

的約法三章（「約法三章」一辭

為郭兄於民國五十九年在台大晨

曦學社成立十週年之紀念特刊上

撰文「祝晨曦十週年有感」，提

及錢校長上述三點約束，將之稱

為「約法三章」，筆者在此予以

沿用），足見其維護台大自由校

風，兼顧學術環境、校園純淨的

用心，良堪敬佩，只有表示完全

接受遵守，並感謝校長愛護之德

意，敬禮而退。

這幕面見錢校長的經過，攸

關學社能否設立，為郭兄與筆者

所親歷，除郭兄在五十九年四月

七日為晨曦學社社慶十週年特刊

撰文「祝晨曦學社十週歲有感」

有提到校長的上述「約法三章」

乙事外，郭兄與筆者未曾以文字

對外公開提及，以致外界對晨曦

社，何以能獲准設立、何以長期未

曾邀請佛門大法師入校演講佛法

等問題有不同的揣測，甚至滋生

誤會。為著讓學社能儘早獲准設

立，不能再橫生枝節，張兄、郭兄

與筆者認為校長意思已甚清楚，

更改之名稱若再被認為富有宗教

意味或色彩，後果將不堪設想，

如何為學社取名，三人煞費苦心，

最後由筆者提議更名為「晨曦學

社」，獲張兄、郭兄同意，呈報校

方，稍隔不久，即傳來校長批准設

立的佳音，時近四十九年佛誕節

（四月八日），晨曦社遂以該日定

為社慶。衷心的盼望，終有成果，

但一個學生社團之成立，須經二

次面見校長，陳情爭取，並由校長

親自諭知應遵守之約束，始獲批

准成立，在台大確是罕見而無前

例的，真是得來不易。其間有一定

要創社的堅持，有接受校方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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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活動的設限的「約法三章」，

這是為使學社獲准設立不得不的

妥協。不論如何，在校方的規範

下，晨曦學社終於誕生。得以公

開活動，號召台大同學研究佛學，

首開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風氣，

值得慶幸。我們三位負責籌備的

人內心只有感恩，感恩台大錢校

長的開明，維護台大學術自由的

校風。同時也感恩周宣德居士、洪

耀勳教授、李添春教授的鼓勵支

持，特別是周居士關切最深。

（三）得來不易與袪除誤會

台大是國內最有自由校風

傳統的學校，當時校長錢思亮來

自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也是向來

被推崇為全中國最維護自由校風

的頂尖大學，一個學生佛學社團

之設立，竟使錢校長煞費苦心，

擱置、苦思幾個月，在「准、

駁」之間陷入長考，應可想見當

時的困難度，若非經過，恐不易

瞭解。既然獲准，因深知得來不

易，亦瞭解校方所設定的底線，

所以晨曦學社成立後，舉辦活動

無不嚴守校方的規範，惟恐稍有

差錯踏到紅線。萬一被命停止活

動，甚至撤銷社團登記，則生機

盡失，前功盡棄。我們負責籌備

創社的人，為維護學社永續生存

下去，再三告誡社內幹部，並交

代必須將校方的「約法三章」傳

遞告知下去，嚴守不犯。晨曦社

早期歷任社長，亦均能遵守校方

的約束。周居士深知校方對晨曦

社「約法三章」的經過，他幫晨

曦社邀請來校園演講佛學的人，

亦全為學者專家，並避開宗教性

的活動，當然未曾安排出家人前

來參加學社的活動，不明內情的

人，也因此難免滋生誤會。周居

士在台大成立佛學社後，即以台

大為範例，全力推廣，鼓勵其他

大專院校學生成立佛學社團，蔚

成普遍的大專知識青年研習佛學

的運動，積三十年以上的努力

（周居士自六十歲開始推動，至

九十一歲捨報往生，即民國四十七

年至七十八年），全台灣各大專

受到佛學薰陶的知識青年，逐年

進入社會，成為中堅分子、領導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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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不但有信仰，而且多能踐

行佛道，其影響擴大，一般人對

佛教的觀感大為改變，由輕視轉

為尊重，自然今非昔比，各大專

院校甚至聘出家人為教授，出家

人進入校園為學生演講佛學，亦

已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以現在

的狀況，殊難想像，五十年前，

在台灣大專學生佛學社團設立之

不易，活動受限制，甚至出家人

亦難以進入校園。

傅益永居士七十八年在紀

念周宣德居士文章的一段話，或

可印證周居士五十年前推動知識

青年佛學運動，歷經三十年，至

周居士往生時的差異，並點出晨

曦學社能誕生之道，及其影響。

傅居士說：「自台大成立晨曦學

社，歷經三十年（傅居士統計至

七十八年為止）各大專社團共有

七十三個，社員逾十萬人，當時

曾與台大當局有一個默契―

不要邀請出家師父參加校內學社

的運動，直至最近他看到一份報

導，內謂不久前晨曦學社邀請一位

法師演講，打破多年禁忌云云。

其實，數年前台大已有一位恆清

法師正式擔任教師，現在各學社

請法師演講或指導，毫不稀奇，

即大專畢業同學出家為僧的亦屢

見不鮮，這與出家眾教育水準暨

弘法活動的提昇，大有關係。但

在當年環境風氣未開時期的權宜

措施，却不宜用現在的觀點去衡

量」。傅居士在紀念文中，指望

「台大晨曦學社早期的學社負責

人，能將他們的組社因緣，突破

困難的經過，作一番詳細報導，

留下當年的追憶，將是歷史上的

一段佳話，更可以袪除一些不必

要的誤會。」傅居士並說：「當

初如果沒有與台大當局的默契，

必將影響晨曦社的誕生，因而會

牽連嗣後其他各學社的成立，果

如此，歷史上的大專佛學運動，

一定沒有今天的局面，對於過去

二十多年以及未來佛教文化發展

的影響，更是無法估計」（15）云

註15：前揭追思錄「憶 宣公，念慧炬」一文，追思錄第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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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傅居士追隨周居士學佛，自始

襄助周居士推動大專佛學運動，

最具熱誠也最瞭解，在周居士出

國靜養期間，曾代理慧炬兩社董

事長，貢獻很大，他的這段文章

真是一針見血，深中肯綮，令人

敬佩，筆者本文之作雖原為紀念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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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可回應傅居士當年之期

望，將晨曦社的組社因緣、突破

困難的經過，留下當年的追憶，

作較詳細的報導，有助於關心者

瞭解晨曦社創社的史實，並袪除

誤會。傅居士在其文中曾舉其親

身經歷之實例：其一為他代表周

居士至台南成功大學頒發首次獎

學金，由王禮卿教授接待，為了

幫成大學生成立佛學社，王教授

先舉行一次座談會交換意見，有

些聞風而至的人士，由於過份熱

誠的發言與希望，以致引起校風

顧慮，而延遲了成大的學社成

立；其二是台北另一處早期成立

的學社，因為邀請了不是校方認

同的人士前去演講，曾遭受暫停

活動的命運（16）。由此二實例更可

體會四、五十年前，周居士推動

大專佛學研究的環境，殊非今天

所能想像，當年台大晨曦社接受

校方約束，遵守勿違，周居士為

學社安排、推薦校外學者專家來

校園講學，亦非常謹慎，避免誤

觸校方之禁忌，不是無原因的，

也因此他提倡的佛學運動乃得以

在全台各大專順利展開，苦心孤

詣，有非外人所能瞭解的。

（四）學社成立展開佛學活動

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在台

大校總區臨十教室舉行晨曦學社

成立大會，台大教授李添春、周

宣德居士應邀觀禮、致詞，並由

郭兄當選首屆社長，筆者當選副

社長，郭兄在學社籌組過程中勞

苦功高，當選社長，可謂眾望所

歸。會中郭社長代表晨曦學社禮

聘洪耀勳教授、李添春教授、周

註16：前揭追思錄第218頁。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42∣ 雜誌 535/536期 合刊



宣德居士為顧問。旋即於五月

十九日舉辦第一次佛學演講會，

由周宣德居士以「佛學簡介」為

題，在台大校總區對學生發表演

說，周居士深入淺出，引人入

勝，與會同學無不讚賞，歎為稀

有。五月二十九日舉辦郊遊，周

居士租借五部大型交通車，招待

台大晨曦社社員及政大、師大、

法商學院、工專等校熱心佛學的

同學，將近二百名同學，先郊遊

圓通寺，借該寺大雄寶殿，請來

師大巴壺天教授講「禪趣詩」，

張廷榮教授講「三個受用三種

書」，中午由圓通寺招待素齋，

午後到新北投中華文化館參訪，

由監院聖嚴法師（當時甫自軍中

退伍，回復僧籍）招待茶點，同

時由李添春教授演講「宗教本質

與佛教」，唐湘清居士講「佛學

的基礎」，並請台北工專吳居徹

老師教唱佛歌，晨曦社員度過充

實愉快的一天，也是創社之初最

大的一次活動，由周居士全力支

援協助。這是郭兄與筆者在開始

一學期內舉行的二次活動。到了

四十九年十月我們二人已升上大

四，急於培養學社後繼的領導人

材，並從旁繼續協助推動社務，

乃主導改選，由大三的張信雄、

林永發接任第二屆正副社長。

十一月三日，晨曦社敦請洪耀勳

教授演講「我對佛學的看法」，

並備有英文的綱要，予佛學極高

的評價，精湛獨到，由張泰隆兄

筆記，當時《菩提樹雜誌》曾將

內容予以刊載，引起外界的注

意。十一月十日，學社敦請佛

學大師南懷瑾居士來校演講，南

居士介紹他的新著《楞嚴大義今

釋》，並講了幾則禪宗公案，饒

富禪味，聽者動容。十二月十七

日學社邀請台大哲學系名教授方

東美以「差別境界與不可思議」

為題在校總區普三教室演講佛

學，方教授鮮少為學生社團演

講，記得是周居士帶著筆者到其

宿舍力邀，靠著周居士的交情，

才能辦這場演講，普三教室是階

梯式大型教室，聽眾擠爆，座無

虛席，且站滿通道及窗外走廊，

哲學大師名不虛傳，張泰隆兄雖

No.535/536 Jan./Feb. 2009∣43 



在場盡力筆記，終不能如願完

成，當時手邊又無錄音機，以致

無法刊登發表，殊屬可惜。近閱

朱斐老居士〈學佛回憶錄之二〉

（載於《弘法資訊》第二十七卷

第四期）有提到當天方教授演講

之內容，特予補記如下：方教授

首先強調佛教為宗教亦哲學，非

宗教亦非哲學，他說：「佛教破

除了哲學上的二元對立性，脫離

現實……價值世界，達於理想，

再回返到存在……所謂法界，建

立其宗教的本質價值。」又說：

「哲學上的『不可思議』境界，

站在邏輯的分析論去分析，如遵

循佛法上的信解行證的程式去

做，便可達到目的。」他指示

同學努力去學習做一個偉大的佛

法之思想家。嗣又說明佛法上的

差別境界……欲界、色界、無色

界為一立體世界，係淵源於古代

印度宗教界的看法，經釋迦牟尼

佛的親加觀察，才建立起一貫的

完整的佛家思想體系，實為當時

宗教界的一大革命，方博士對緣

起說、因果律和輪迴說的來龍去

脈，剖析尤詳。明示宇宙間的一

切活動，都是「業」（Karma）

的因緣關係，而「無明」又為

「業」的動力，亦即差別境界之

所由生。鼓勵同學應依照佛理的

八正道去破除無明，斷煩惱障及

所知障，語重心長。

五十年三月下旬，學社邀

立法委員丘漢平博士來校以「甚

麼是佛教」為題演講，周居士與

之事前約好，由筆者代表學社親

至永和丘宅迎接來校，四月十九

日，學社邀警官學校張廷榮教官

來校，以「一個趣入的方法」為

題，發表演說。畢業前曾委由台

大學生代表聯合會之名義主辦

（當時代聯會主席戴森雄為筆者

同班同學），在法學院大禮堂演

講，由周老師推薦佛學專家葉培

馨教授演講佛學，鼓勵同學仰止

唯佛陀，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

慧，修養人格，完成人格（詳細

日期可惜已忘），亦造成轟動。

六月筆者與郭兄、張兄畢業離

校，由我們三人在校期間，主辦

或協辦的佛學活動，告一段落，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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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達八場次之多。在郭兄與筆者

擔任正副社長期間，每次活動均

由我們三人自費買色紙，由毛筆

字最好的張兄負責書寫海報，再

由郭兄與筆者騎著腳踏車在校總

區及法學院、醫學院各處張貼，

藉以廣告宣傳，此一情境，張兄

在「台大晨曦學社創立之機緣紀

實」（刊載於《慧炬雜誌》528

期）文中有一段描述，頗值回

味：「晨曦學社創立之初，只有

我、勝欽兄和森滿兄三人唱獨腳

戲，好在有周老師為最高顧問，

在幕後提供最大的協助，每次活

動都親臨指導，才得如期順利，

記得有一次在法學院餐廳用毛筆

寫演講海報，劉、郭二兄在旁參

謀，大家都忙得很晚。眼看我明

天就要考生化，還沒準備好，不

得不咬緊牙關在餐廳開夜車到凌

晨兩點，算是平生第一遭，沒

想到隔天生化考得高分，很慶

幸。」晨曦學社就是如此這般的

邁出步伐，展開各種佛學活動，

積極、充實而有活力。

最可喜而值得晨曦學社引以

為傲的，乃是後繼之歷任社長、副

社長，均能遵守校方之規範，在

周居士輔導協助下，積極、活力

的繼續展開佛學活動，表現出色

精采，在台大令人矚目，在校外成

為佛學社團之模範表率（借用周

居士評語）。歷屆社團的負責幹

部人才輩出，對佛學活動盡心奉

獻，例如范進福師兄因讀醫科，

留在學校時間較長（醫科在校七

年），自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歷

經七屆，連任副社長、幹部，協

助晨曦社推動佛學活動，不遺餘

力，他為學社設計「無盡燈法門」

的傳燈活動，於每次晚會結束前

推出，莊嚴肅穆，寓意深遠，常為

晚會掀起高潮（17），後來其他佛學

社團競相模倣，風行一時，歷久

註17：「無盡燈法門」傳燈儀式是由唸醫科的范進福所設計，在晨曦學社社慶或迎

新晚會時，先熄燈，僅由主席或貴賓（周宣德居士常擔任此一角色）一人持

著點燃的蠟燭，其他在場的人亦持一枝蠟燭，但都尚未點燃。此時由司儀唸

誦《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的一小段：「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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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衰。其他筆者所知的，例如名

學者楊惠男教授、熊琬教授、李

永熾教授、余德慧教授、林政華

教授，以及蔣光興、張國樑、張炳

輝、林敏雄、吳明陽、鄭振煌、吳

廷烈、謝有焜、廖文城、梁茂生、

鄭武燦、莊振昌、陳雅惠、張澄

美、范進福、陳元暉、林淑貞、簡

進土、林瑞宜，均曾參加晨曦社

或擔任社長、副社長、幹事等職，

奉獻心力。而當時學社社員人數

恆在二百人以上，或參加慧炬社

主辦的活動，或前往台中參加李

炳南老師主辦的慈光講座，深入

進修，回校再分組研討，或請名

師定期開課或學長回校指導，研

習風氣甚盛，堪謂大專佛學運動

的帶頭模範生，此種盛況在創社

後，維持三十年以上，只是今非

昔比，不無遺憾耳。創社後前十

年社史，曾由歷任社長、副社長或

幹事的范進福、鄭振煌、陳元暉、

楊昆生、謝有焜、廖文城等接力

撰寫，留下晨曦學社光輝、感人

的記錄，可資參考。至於第十一

年以後至第三十年左右，社務亦

甚發展，表現傑出的社長以至社

員，為數更多，可惜手邊欠缺資

料，無法敘及。關於筆者畢業後，

晨曦社佛學活動，根據十年社

史，內容精采，應有參考價值，值

得在此順便加以介紹，不但可以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

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

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

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

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接著

司儀續唸：「我想我們所處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光明的社會，貧窮、愚昧和

罪惡，正到處漫延著，而戰爭的陰影也緊緊地籠罩著我們。這正是一個需要

家家戶戶點燃燈火的時候，那麼就讓你我點起心燈，雖是小小、小小的一盞

心燈，但它卻可以引燃百千盞其他的燈！」這主持人唸畢這一段叮嚀後，在

場出席者合唱三寶歌，同時由主持人或貴賓將蠟燭點燃身邊其他人的蠟燭，

依次傳遞點燃下去，一直到每人都點燃，滿室燈光，充滿光明，此時會場氣

氛非常肅穆莊嚴，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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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對晨曦社之瞭解，亦可瞭解

四十年前佛學界大德對青年學生

的熱心指導的情形，大致如下：

五十年十月十六日請師大

教授許君武講演「中國文化的新

動向」，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請

政大歐陽鷙教授演講「西藏的寺

院與學位制度」，五月二十四日

請交大李恆鉞教授講「科學與佛

學」，十月十五日請周宣德居士

講演，他強調大乘佛法不可只求

獨善其身，必須要求普渡眾生，

並說：「研究佛法必須深入，同

時更應注重實踐。」十二月十五

日請周宣德居士講「佛學與真理

的追求」，他說：「佛學要求人

們明心見性，進而普渡眾生，與

儒家的『內聖』進而『外王』的

道理相似，不過佛家的『內證』

工夫做得更為到家，所以在入世

精神的表現上，也更積極，更澈

底，可以用『大雄無畏』這四字

來形容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本校哲學系吳康教授講「從

哲學觀點談空有」。五十二年請

師大張起鈞教授講「中國佛學的

輸入與宋明理學的形成」。五月

二十九日請于凌波醫師（台中菩

提醫院院長）講「醫學與心理治

療」。十一月十一日請立法委員

程滄波講「《維摩詰經》精義」。

十二月二十九日請東海大學美籍

客座教授韓密爾敦博士（Dr. C. H. 

Hamilton）講「佛教乃東亞遍傳的

宗教」，指出佛教的目的在使學

者皆證涅槃，而涅槃並非虛無，

乃超越的精神解脫境界，是不可

以言語文字描述的，必須自己親

自證得云云（韓教授曾在大英百

科全書撰寫「佛學」一章，並著

有《佛學》一書）。五十三年四月

十六日請旅菲大德劉梅生講「佛

學的宇宙觀」。十一月三日請美

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教授張澄

基講「佛法的幾個基本問題」，

十二月十日請顧世詮先生講「近

百年來佛學在歐美的發展及其動

態」，十二月十七日請卓貺來顧

問講「漫談宇宙與人生」。十二

月二十二日請佛學家張廷榮從

本日起主講「大乘起信論」，每

週一次。五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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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教授講《金剛經》，連講

十一週，於五月三十日結束，此

一講座是與北部大專佛學社團聯

合舉辦。五十五年二月十日請佛

學專家李世傑講「原始佛學的基

本思想」。三月二十三日請本校

日籍教授宮地廓慧講「佛學與哲

學」。五月一日請周中一先生講

「心識問題的研究」。五月八日起

請立法委員楊管北先生開講《四

書》之「大學」，此一活動與北部

佛學社團聯合舉辦。五月二十九

日為歡送畢業同學，舉行聚餐晚

會，李炳南大德特來參加，應邀

致詞指出：「佛法探討對象在人

生宇宙，認識本性及環境」，可

得大自在，支配萬法，所謂萬法

唯心，三界唯識，心、佛、眾生

三位一體，皆具萬德、萬能，故

科學可以發明佛學，而佛學足以

領導科學。」並以「立定腳跟，

自度度人」相勉。這一年李老居

士高齡七十六歲，仍自台中僕僕

風塵，專程前來台大，勉勵晨曦

社同學，並留有一張與周邦道

（慶光）、周宣德三位佛門居士

界大德，與范進福、林敏雄等三

位同學之合照，殊屬難得。十二

月一日請姚懷仁居士講「佛教與

藝術」。五十六年一月十九日請

本校日籍教授藤吉慈海講「禪宗

與淨土」。藤吉教授首先指出禪

宗為基於自律理性的自立教，而

淨土則為強調信仰的他力教，禪

宗注重大疑，唯其大疑，才能大

悟。易言之，大否定之後，才能

有大肯定，如達摩所說：「廓然

無聖」，不僅否定神鬼或超自然

的力量，並連自我也不復存在。

所謂證悟是我人本具的真如覺

醒，因而禪宗可稱為「新人文主

義」。學禪者當於此塵世中，日

用尋常，無非般若，當下即是，

不假外求。藤吉教授繼稱，淨土

特標「虔信」，最終目的也在企

求證得自性清淨即法身，與禪並

無差別，所以淨土與禪，修持方

法雖異，實則殊途同歸。最後藤

吉教授引用鈴木博士的話，呼籲

人類摒除種族、地域的觀念，共

同建設一個大同社會的極樂國云

云，令眾多的聽講者深受感動。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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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四日請李世傑居士講

「天台宗大意」。三月二十七日

請李添春教授講「台灣宗教與

佛教真義」。四月二十二日請立

委董正之居士講「佛教與中國

文化」。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請張廷榮居士講「唯識法相

學」。十二月一日請田仁剛居士

講「入門味」。十二月十五日請

佛學家張曼濤居士講「般若思想

之特性」。五十七年一月十九日

請師大李杏邨教授講「新人生宇

宙觀」，五月二十日請李杏邨教

授講「禪學與理學」。十月三十

日請劉世綸（葉曼）教授講「一

代覺者」。五十八年請南懷瑾教

授講「禪與心理的實驗」。五月

十三日歡送畢業社友，請周宣

德居士致詞，揭示《法句經》的

偈語「身為第一，常自勉學，

利乃誨人，不倦則智」勉勵同

學。五月二十六日請張曼濤居

士講「佛學與存在主義」。十月

二十日請李杏邨教授講「佛家的

人生觀」。十月二十七日請李恆

鉞教授講「佛學的特色與其研

究方法」。十一月八日請許巍文

博士講「一個科學者對佛學的看

法」。五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請周

中一居士講「心經」。五十九年

四月八日為晨曦社成立十週年社

慶，由梁茂生繼廖文城為新任社

長，編印「晨曦學社十週年社慶

特刊」，由錢思亮校長親題「晨

曦」二字為封面，內頁有李炳南

大德親寫「一日之晨曦，一日新

也。一歲之晨曦，日日新也，十

年之晨曦，又日新也。日新期斷

見思惑，日日新期斷塵沙惑，又

日新則是期斷根本無明矣，夫如

是儒佛之大道盡之矣。稷下李炳

南敬祝」之墨寶，彌足珍貴。周

邦道大德也引用歐陽竟無大師

的華嚴寺聯親題「直下本來無一

物，撇開宇宙縱雙眸」祝十週年

社慶。周宣德居士則為特刊撰寫

序文，指出十年以來，晨曦學社

社員已寫過文章共達四百餘篇，

發表於《慧炬月刊》或論文集

者，則達一百三十餘遍之多。而

自由中國大專院校相繼成立佛學

社團，年有增加，已蔚成上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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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佛學的風氣，不能不說是晨曦

首舉大纛之功，勉晨曦社員，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為人類文化開

闢一條康莊大道，為國家與世界

建一光明燦爛的新世紀，庶不負

佛陀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云

云。對晨曦社的愛護、嘉勉，躍

然紙上，令人感動。晨曦社首任

社長郭森滿兄亦撰文「祝晨曦十

週年有感」一篇為祝，在文中特

別提及晨曦社成立之前錢校長囑

咐應遵守的三件事（詳本文三之

（二）堅持、妥協，獲准設立的

一段祕辛），並稱之為錢校長對

晨曦社之「約法三章」，這是有

關「約法三章」之首度對外透

露，惜鮮為人知，致外界仍不無

揣測誤會流傳，郭兄於學社成立

辛勞備至，貢獻良多，仍不忘以

專文勉勵後進。其他鄔昆如教

授、顧法嚴、李恆鉞、葉阿月、

許巍文、呂維明等教授都以專文

祝賀。專刊並附載晨曦十年社

史，內容精采足以顯示學社當年

之盛況，因此特予記上一筆，加

以介紹。

四、晨曦學社創立之影響

晨曦學社之成立，是國內

大專學校知識青年第一個以結社

方式，響應周宣德居士提倡，結

集校內同學，共同研究佛學的社

團，無疑地給周居士帶來了信心

與鼓舞，他以台大晨曦學社為範

例，極力鼓勵其他大專學校的學

生，倣效台大的方式，組織佛學

社團，周居士不但持續對各校學

生廣贈佛書，更設立獎學基金，

對各校研究佛學的學生頒獎學

金，加以鼓勵，藉以與更多的青

年結緣，遍及更多的學校，周居

士穿梭走遍南北各大專院校，到

處鼓勵同學，學習台大晨曦學

社，成立佛學社團，很多學社參

考晨曦學社之設立章程，甚至其

社團宗旨完全與晨曦學社的宗旨

相同，當學校當局有疑慮時，他

們都會以台大早已成立晨曦佛學

社團的先例，說服學校當局，

准其設立，碰到學校當局較開

明、較開放的都能順利援台大之

例，獲准設立，遇有管制較嚴的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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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申請設立不順利時，大都

會求助周居士，周居士亦多利用

其人脈，或透過各種管道，取得

校方諒解信任而讓社團設立，周

居士在這方面可說是傾盡全力以

赴，到處鼓吹，以達成全面推動

大專佛學運動的目標。

四十九年繼台大之後，即

有師大中道學社、中興智海學

社、台北工專慧光學社之成立，

其後每年都有大專學校成立佛學

社團，逐年成長，五十年周居士

創辦《慧炬月刊》，成為推動大

專學生佛學運動的中心機構，

五十三年台中李炳南老師設立慈

光佛學講座，吸引大專學生利用

暑假參加研習，對周居士的推

動，益增助力。台大晨曦社不但

創立領先示範，社團活動的表現

亦成模範，很自然的成為其他大

專學校學佛青年學習的範例，台

大既開風氣之先，聞風繼起者，

亦如雨後春筍。根據慧炬雜誌社

之統計，截止七十四年，全國有

六十四所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

團，社員人數達捌萬貳仟陸佰壹

拾人（18）。

據慧炬雜誌社今年最新統計

資料，佛學社之成立，在七十六

年台灣解除戒嚴後達到高峰，全

國共有九十七所大專院校成立佛

學社團，社員超過十萬人。蔚成

世人所豔稱之「大專青年佛學運

動」。此種盛況在台灣是空前

的，在全中國亦是前所未有。此

一大專佛學運動，周宣德居士是

創始者、推動者，稱之為「大專

佛學社團之父」，亦屬實至名

歸。當代佛學大師、法鼓山聖嚴

上人在追念周居士之文中，認為

「周長者也可被譽為『當代大專

學佛青年之父』」云云（19），對

周居士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

給周居士最高之肯定與尊崇。但

台大晨曦學社突破困難領先創

立，首創先例，對大專佛學運動

註18：前揭文叢第27頁。 

註19：前揭追思錄第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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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很大影響力，所以周居士認

為「台大晨曦學社無疑是第一道

衝破昏暗的光芒，為這一代青年

自覺、覺他的偉大行動，開創了

無比生機」（20），「國內台大在

自由研究學術風氣上領袖群倫，

而晨曦學社的創立光芒四射，影

響所及，各大專院校聞風興起紛

紛組織學社，使佛學在高等學府

內，有計畫地逐步發展」。（21）

「四十九年四月台大同學首先有

『晨曦學社』之組織，這是中國

知識青年自動接受佛學薰陶的

表現，也是覺醒的第一步，從這

一天起已敲響了時代的暮鼓晨

鐘。」（22）「自四十九年以後，

自由中國大專院校在學青年，相

繼起而組織佛學社團，年有增

加，到今日已蔚成高等學府中研

習佛學的風氣，這不能不說是

晨曦學社首舉大纛之功」。（23）

「晨曦社成立後，影響所及，在

專院校中引發了學佛的熱潮……

蔚成了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

盛事，這可說是晨曦社友首先倡

導之功」。（24）

由以上周居士的肯定，可

以看出周居士認定台大晨曦學

社，在他推動的大專佛學運動

中，確實發揮了影響力，有起頭

帶動之作用，這是台大晨曦學社

的光榮，也是晨曦社友應引以為

幸的，有此榮幸， 有感恩周居

士，因為有周居士在五十年前印

贈《佛說八大人覺經》將佛學引

進高等學府，有周居士的鼓勵與

輔導，而後才有晨曦學社之創

設。在周居士推動的大專佛學運

動，沒有缺席，率先創立而且被

周居士稱讚為：「在全國數十所

註20：前揭文叢第94頁。 

註21：前揭文叢第197頁。

註22：前揭文叢第207頁。 

註23：前揭文叢第208頁。 

註24：前揭文叢第252頁。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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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社團中其成就與表現最為優

異。」（25）則是所有晨曦社友，

足以引以為傲的。「晨鐘覺醒、

曦照寰宇」（周居士讚美晨曦之

語）晨曦學社首先響應周宣德居

士推動的大專佛學運動，而大專

註25：前揭文叢第341頁。 

註26：佛門大德周邦道，在前揭文叢序文（一），指出因周宣德居士之倡導，「大

專學生佛學之風氣，勃然而起，蔚然而興，蓋興學以來，教育史上，得未曾

有，猗歟盛哉，是可以大書特書者矣！」文見第2頁。 

註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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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燃起慧炬五十年  佛光普照滿人間－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

於弘法利生之大業大成」之廣告文稿，筆者曾參與撰稿，經敬仰周居士之某

大居士讚助刊登於九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國時報，簡要敘述周居士在台灣弘

法利生的事蹟，並讚揚其功德，有如一篇周居士的簡介，有助讀者瞭解，特

附誌於此：居士諱宣德，字子慎，自中年後即以崇儒弘佛，淨化人心為己任，

民國四十年代，發願導引知識青年學佛，當其始也，與諸上善人倡設「佛學

廣播」，以空中弘法，溥利耳根。繼而於四十七年，出資景印《佛說八大人覺

經》，分贈大專學生，將佛學引入高等學府，鼓勵研究。周居士積極輔導學佛

青年，組織佛學研究社團，台大晨曦學社於民國四十九年，首先成立。各大專

佛學社團，如雨後春筍，前後相繼成立者凡九十七所，參加學生計十萬餘人。

居士並與緇素大德，設立各種佛學獎學金，創辦慧炬雜誌社與出版社。設立及

代辦之獎學金達一○七種，歷年頒發之獎學金總額逾新台幣三仟餘萬元，受

惠學生一萬餘人。慧炬月刊至今出刊五百三十二期，文庫印行逾七十萬冊，接

引青年，隨分受益。繇是因緣，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風氣，勃然而起，蔚然而

興，成為世人所艷稱之「大專青年佛學運動」，至今五十週年，影響深遠，為

近代教育及佛教發展史上所僅見。居士恆以出世精神，從事入世事業。平生

自奉儉約，淡泊能甘，而於獎學、弘法，則慷慨解囊，傾其所有，慨捨其唯一

之房產「淨廬」為慧炬出版社永久資產，復全數捐出其退休金，醵籌慧炬基

金，俾接引青年學佛事業，得以垂久而弗替。綜觀居士一生，悲智雙運，弘願

無窮。獎學育才，弘法利生。高擎慧炬，牖世覺迷。澤被後生，功在社稷。其

積善累德，長留青史，永為後人所敬仰感念。

佛學運動是近代教育及佛教發

展史上空前的創舉，可以大書特

書者（26），其意義重大，影響深

遠，固無待贅論，是則台大晨曦

學社之創立，其意義之重要，亦

屬無可輕忽矣。（27）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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