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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佛教史上的慈航法師 
／侯坤宏 

壹、前言 

｢佛法常在人間，吾佛子之所共

望，而求其常在人間，豈有他謬巧

哉！必也修持為佛弟子本分，本於

自身之信行，而後發為內則佛教教

育之薰陶，外則社會文化、慈善之

淑世：自利利他，佛法乃得常住於

世間。此所以慈航老法師，以教育、

文化、慈善，為復興佛教之三大要

務，被譽為此世不易之言也！民國

三十八年，值國運艱困之會，舉世

危疑之際，中國佛教之憂患可知

矣！慈老適於此時，自星洲來臺

島，闡揚正法，利益當時。雖居處

靡常，資用窘乏，而於大陸僧青年

之來臺者，攝受而教育之，百折不

回，為教之心彌堅。此慈老之不可

及，而大有造於臺灣佛教者，功德

固不可量也！｣
1
 

以上引自印順法師為慈航法師

圓寂後出版之《慈航大師紀念集》

所寫的序文，印順法師與慈航法師

同為太虛大師門人，二戰後也都以

臺灣為最後落腳處，在戰後臺灣佛

教史上各有其地位。印順法師明確

指出，慈航法師「以教育、文化、

慈善，為復興佛教之三大要務」之

重要，同時也提到，慈航法師在戰

後初期在臺收留大陸僧青年之來臺

者，創辦佛學教育之苦心，誠能掌

握慈航法師對臺灣佛教發展之貢

獻。如何進一步理解慈航法師？如

何評價慈航法師在戰後臺灣佛教史

上的地位？是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

用意。以下，先介紹慈航法師的簡

歷。 

慈航法師，福建省建寧縣人，

俗名艾繼榮，11 歲時母喪，17 歲時

父親去世。至泰寧峨嵋峰，在自忠

和尚座下出家。18 歲到九江能仁寺

受具足戒。33 歲就讀於太虛大師主

持的閩南佛學院，深受太虛人間佛

教思想啟發。36 歲，赴香港、仰光

一帶講經，創辦仰光中國佛學會。

41 歲歸國。46 歲，參加太虛大師組

織之「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歷經

緬甸、印度、錫蘭等國，宣傳抗戰

國策。47 歲，駐錫馬來亞，往還星

州、馬六甲、吉隆玻、怡保各地，

巡迴講經。54 歲（1948 年），應中

壢圓光寺開山主持妙果法師之邀來

臺創辦的「臺灣佛學院」。翌年，為

護持來臺之大陸僧青年，卻被疑為

匪諜，遭逮捕入獄，經孫張清揚居

士等四處奔走，才獲得保釋。56

歲，駐錫汐止靜修禪院，四方學者

多來請益，青年僧伽聞風前往聽法

者眾。57 歲（1951 年），由當時總

統府資政趙恆惕等組織護法會，建

築彌勒內院，每日講因明、唯識、

楞嚴、楞伽、攝大乘論諸佛典。1952

年 9 月 19 日，在彌勒內院「法華關」

中開始作第三度之閉關。1954 年 5

月 6 日（農曆 4 月 4 日），圓寂於彌

勒內院法華關中，時年 60 歲。慈航

法師生平講說著述，經永久紀念會

編輯遺著 12 冊，120 餘萬言，名為

《慈航法師全集》。2
 

慈航法師從 1948 年 10 月到臺

灣，1954 年 5 月示寂於彌勒內院法

華關中，在臺灣僅住錫 6 年，這 6

年時間對臺灣佛教言，無疑是具有

關鍵性的，從圓光寺的臺灣佛學院

開始，他努力地收留並攝受大陸來

臺僧人，以他一貫慈悲、改革的精

神，為僧伽教育鞠躬盡瘁，肉身成

道，留下臺灣第一尊全身舍利。3許

多人會很重視全（生）身舍利，但

筆者以為，對圓寂僧人的評價，更

應留意其「法身舍利」，也就是其傳

述佛法真理的風範與遺留下來的著

作；因屬於肉體的生身不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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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諸佛菩薩所證得的理體法身，闡

述佛陀所言教化的語言經典，才具

有永恆存在的價值。4也可以說，屬

於物質的「舍利」當然可貴，然人

生的成功和價值實不在此限，開證

法師就強調：「慈公（即慈航法師）

的偉大，不在於死後舍利的有無；

而是在其生前對教團、對眾生、對

國家所付出的犧牲和奉獻；及其有

高僧大德的風範。」5所以，對於慈

航法師能留下全身舍利固然值得我

們讚歎，他所展現的無形風範與他

留下的著作—「法身舍利」，實更

值得我們重視。 

貳、從六個面向來理解慈航法師 

如何理解慈航法師？或者說：

當我們談及慈航法師時，應該重視

他事功中的那些部分？筆者以為有

如下幾個面向，值得我們研究與討

論。 

一、慈航法師的師承問題：慈航法

師「受戒後，遍禮九華、天台、普

陀諸道場，參禪於揚州高旻寺，聽

教於諦閑大師，學淨於度厄長老，

求學於太虛大師之閩南佛學院，得

法於圓瑛法師。」6關於慈航法師的

師承，太虛大師與圓瑛法師最值得

一提。雖然慈航法師在遺囑中特別

請白聖法師代他「付圓瑛老法師法

派七人」，但這件事象徵的意義較

實質上的意義大，不必過份強調；

綜觀慈航法師一生行事風格與所留

下的著作，我們可以確定：太虛大

師對他的影響最大。仁俊法師說，

「現代佛教大德中，論慈行與風

範，遠紹彌勒菩薩，近承太虛大師

的，首推慈公上人（即釋慈航）。」
7即明確的指出：慈航法師受太虛大

師思想影響啟發，而重視彌勒信仰

在當代的實踐。超塵法師也曾說： 

｢虛大師生前講學數十年，弟子

滿天下，而服膺大師遺教，所謂『以

師志為己志』的忠實信徒，慈老是

大家公認也是他自負的一位。他一

生中為法為人的熱情，以及他至性

感人的美德，完全是承受了虛大師

的衣缽，誠如印公（印順）所說：

『沒有力量的不敢做，有力量的不

肯做，而惟有慈老敢做，能做。』

在這部份，慈老活脫成了虛大師偉

大精神的化身，一點沒有減色。｣
8
 

超塵法師直指：慈航法師是「太

虛大師偉大精神的化身」，亦可用來

說明，慈航法師與太虛大師的師弟

關係。太虛大師對人間佛教的理念

是：「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

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慈航法

師則是秉持「以佛心為己心，以師

志為己志」的信念，將太虛大師「人

間佛教」的思想，透過自己「如一

眾生未度，切莫私自逃了」的慈心

悲願加以實踐，9所以我們可以確

定—慈航法師的師承主要來自太

虛大師。 

二、慈航法師與其門徒：依「慈航

遺囑」第五條載：「請白聖法師代

我付圓瑛老法師法派七人：1.自

立，2.印海，3.嚴持，4.妙峰，5.常

證，6.會性，7.真性為曹洞宗傳法。」
10
在這七人中，儘管會性法師對傳

付法脈一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此事

也值得在此談談。會性法師親近慈

航法師時，慈航法師經常罵傳法的

法子，但是慈航法師自己曾接曹洞

宗圓瑛法師的法，縱然在生時不好

意思傳，死了還是指定別人幫他

傳。會性法師自己就說：「老實說

我得的是死法」，「我這個法，只

是一個法卷，一卷紙，真正得法是

得法紙，國語說法子的子，和字紙

的紙同音；現代人得法得一張紙，

與從前人得法真正開悟，相差很

遠。」
11

 

這裡想進一步說的，是慈航法

師與其門徒的關係，先以其中的自

立、印海、妙峰、會性四位法師為

例：1、自立法師（1927–2010）：

1957 年赴菲，在異國弘法 50 餘年，

廣受信眾愛戴。1980 年繼任隱秀寺

住持以來，擴建道場，稟承釋慈航

入世辦道的精神，接引後學。2010

年 12 月往生。
12

2、印海法師

（1927–）：他表示，現在許多在

海外及國內的青年出家眾，幾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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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慈航法師的栽培，後來他發願

弘法利生、注重教育，甚至遠渡重

洋到美國洛杉磯建立法印寺，可以

說都是在受到了慈航法師的影響。
13

3、妙峰法師（1928–）：是第一

位到新大陸弘法的中國比丘，在美

國弘法 30餘年，住持法王寺、慈航

精舍等道場，為紀念慈航法師而發

行《慈航月刊》，同時為報印順導

師法乳，將精舍二樓闢為「印順導

師圖書館」。14
4、會性法師（1928–

2009）：在慈航法師辦臺灣佛學院

時，曾入院受學，慈航法師演講時，

擔任客語翻譯。1949 年 6 月，臺灣

佛學院結束後，會性法師回到自己

的常住—獅頭山元光寺。1952

年，會性擔任元光寺住持，1953 年

1 月，戰後臺灣的首傳三壇大戒，

會性法師前往受戒。1954 年，元光

寺舉辦戰後臺灣第二次傳戒。1956

年，會性自元光寺退居。1958–1961

年間閉關於元光寺。1963 年春二度

閉關，同年農曆 7 月底，其師祖如

定法師生病，即將圓寂，令其出關

料理後事。1965 年起，受聘至高雄

市壽山佛學院、東方佛學院，以及

屏東東山佛學院任教，最後在屏東

萬巒鄉創建普門講堂。
15
會性法師

曾撰有《大藏會閱》，擅長講經，

可以用客家話、北京話、福佬話宣

講，是臺灣客家籍中傑出的僧人，

會性法師因受慈航法師栽培（影

響），才有後來的成就；筆者曾經訪

問過苗栗淨覺院智道法師，她就特

別提到，是「慈航法師造就了會性

法師」。16
 

除了付法弟子外，受到慈航法

師精神感召之僧俗還有不少。印順

法師在〈我對慈航法師的哀思〉一

文中說：「在大陸淪陷期中，慈老受

請，從星洲來臺灣弘法。當時，僧

青年紛紛來臺，因人地生疏，食宿

為難，慈老起來普遍的攝受他們。

在他看來，大陸佛教已土崩瓦解，

復興佛教的責任，何等艱巨！今日

僅有的佛教青年，即是他日復興佛

教的法將。為了青年大眾，他不怕

人毀謗，不怕人誤會，呼籲興學，

到處設法。這種為法真切的熱忱，

到底感召了汐止靜修院的達心法

師，佛門護法趙炎午長者等，為他

發起籌建彌勒院，成為自由中國佛

教青年的大集會。」17慈航法師圓

寂後，學僧們各奔他方，唯慈法師

與自立法師應劉梅生居士之聘，到

菲律賓宿務普賢寺弘法（自立法師

於馬尼拉普賢寺），致力推動教育、

文化和慈善三大志業。然因菲律賓

為天主教的國家，在當地設立佛教

學校，所遭遇到的阻力非一般人可

以想見。但身為慈航弟子，為弘揚

佛教文化，他們還是勉強辦了下

來，因「慈公的遺訓，我們不敢忘

呀！」18
 

三、慈航法師來臺開辦「臺灣佛學

院」在戰後臺灣佛教史的地位：1948

年，慈航法師應中壢圓光寺開山主

持妙果法師之邀來臺，為戰後臺灣

第一位來臺大陸僧人創辦佛學院

者，臺灣佛學院為期雖不長，卻開

啟了臺灣日後以學院形式教育僧伽

的風氣。19江燦騰認為，慈航法師

是「站在臺灣佛教界變遷點上」，在

戰後的臺灣佛教界，他雖非大學問

家和大思想家，但可以稱得上是一

位成功且難得的教育家！20慈航法

師談到應如何紀念太虛大師，首先

就提出太虛大師的貢獻在「創辦佛

學院，培持弘法人才」，因「經律論

三藏的奧義，又非一般普通知識

者，所能了知。故非專心研究佛學

者，不能澈其源底。」「大師法眼洞

明，欲弘揚佛法，救世利人，非培

養弘法利生青年僧之幹部不為

功！」21慈航法師完全繼承了太虛

大師這種辦學理念與精神，他在〈創

辦臺灣佛學院宣言〉中說： 

｢我臺灣淪陷於異族人之手，五

十年來固堪疾首，然民眾信仰佛教

尚未後人。雖一時曾被帝國主義者

所利用，純潔無瑕之佛教，致蒙不

白之冤，然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我們教徒果能一心一德，栽培

弘法幹部人才，將理智正信之佛

http://www.blogger.com/post-edit.g?blogID=2209671216057980583&postID=6802677277794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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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努力宣傳，使一般民眾對於人

生佛教之哲理，深印於腦海中，則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猶如反掌。｣ 

｢際此赤燄橫飛之時，世界將無

一片乾淨土，吾人應如何協助政府，

重建新中國？則提倡佛學教育，實不

可緩。同人等本此意旨，為國家計，

為民族計，故有創辦臺灣佛學院之

舉。所望愛國之士，凡有心提倡智育

德育者，盍興乎來。｣22
 

依慈航法師理想，他有辦一所

世界佛學院與佛教大學的想法。23

關於前者，是擬「創設世界佛學院

於靈鷲山」，理由為：各國佛教徒為

互相研究佛學，交換智識起見，必

須設立世界佛學院。其地點應以印

度靈鷲山為宜：一者地面廣闊，二

者氣候溫和，三者係釋尊說般若及

法華之處，四者是迦葉等結集法藏

之處，五者印度乃佛教發源地。辦

法是：「由各國出席大會會員推舉若

干人組織促進籌備委員會，並請各

國建築專家，設計藍圖，以資進行。」

關於後者—創辦世界佛學院的構

想是：「各國應設立佛教大學」。理

由為：「世界佛教既有教主，又有教

師，應設立佛教大學，至少每國設

一所，以資培植僧材，為佈教師之

後補者。」24慈航法師有關「創設

世界佛學院於靈鷲山」的理想，因

茲事體大，實現不易，但臺灣佛教

界為培育僧俗二眾，各教團無不努

力從事；至於開設佛教大學，在經

過佛教界人士長年以來的努力，至

目前（2019 年）為止，已開辦有華

梵、玄奘、佛光、南華、慈濟、法

鼓等大專院校。 

四、慈航法師對經懺佛事的批判：

慈航法師曾在星洲創辦《佛教人間》

月刊，其言論與著述，「不避時忌，

敢言人之不敢言，關於佛教腐化之

現象，盡量筆誅墨伐，評述得失利

弊，以喚醒一般不識時代的同胞，

共走復興佛教之路。」25對於佛教

界的腐化現象，確實需要有人來批

判，太虛大師如是，大醒法師也如

此，但此做法，並不是每個人都能

接受。如太虛大師對教理、教制與

教產之革新主張，曾引起守舊者諸

多批評；大醒法師之「口直心快，

語多痛切，泄沓因循者，不以為然

也。」26
 

慈航法師在〈我對於改良佛教

的一點意見〉一文中，曾談到對佛

事的改良，他批評： 

｢中國僧侶，靠做經懺生活，大

約可說是占了一大半，這種弊病的

結果，一則裨販如來，一則廢棄學

業，中國和尚，大多數的光陰，都

費在學唱念方面，所以經律論三藏

聖典，只好束之高閣不聞不問，以

為這是不兌現的鈔票，學佛廢學，

實在是一種最可恥的事！｣27
 

據會性法師回憶，慈航法師在

中壢圓光寺辦「臺灣佛學院」時，

他前往就學，期間因過去做經懺，

常被慈航法師罵為「經懺鬼」，罵到

抬不起頭來。慈航法師說中國佛教

就被經懺鬼害死，會性法師離開佛

學院後，就決心不做經懺，「不做鬼

要做人」，逐漸在經論上下功夫，從

經懺僧轉變為義學僧。28唯慈法師

在談論慈航法師的精神時，亦首標

「慈航菩薩堅持不作經懺」。在佛教

界一般皆認為經懺是財路，但慈航

法師寧可窮到沒飯吃，也不肯做。

因他發現，一旦出家人作了經懺，

不但使自己的行為低下，也會影響

佛教形象。況且有才智的佛家青

年，一做經懺，很容易埋沒自己的

才智，這是佛教最大的損失。29
 

五、慈航法師與唯識學之弘揚：唯

識是慈航法師的思想核心，30他的

著作中，雖有屬於中觀學的《十二

門論講話》，屬於如來藏系的《大乘

起信論講話》，但還是與唯識學有關

的為主，可以《相宗十講》與《成

唯識論講話》為代表。《相宗十講》

包括：百法入門、唯識三字經、唯

識三十頌、唯識二十頌、八識規矩

頌、觀所緣緣論、六離合釋、因明

入門、因明入正理論、真唯識量等

之講話；31《成唯識論講話》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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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十卷《成唯識論》，此論內容雖

複雜，但也有一定的線索，這線索

是依據世親菩薩所造的《唯識三十

頌》，慈航法師的《講話》「原為方

便初機，如博大高深者，可研讀唐

時各注疏」。32
 

慈航法師説：「唯識的教理是有

科學之利，而無科學之弊的：我們

要以唯識學來補救科學之不足。」33

在《相宗十講》中，前六講（百法

入門、唯識三字經、唯識三十頌、

唯識二十頌、八識規矩頌、觀所緣

緣論）屬於唯識內容，後四講（六

離合釋、因明入門、因明入正理論、

真唯識量）偏屬方法論，重視客觀

分析。由於今人國學修養不及古

人，於三藏教海，常感茫然。慈航

法師有鑑於此，故其講演、為文、

注疏經論，悉用現代語體，蓋「以

通俗之技，收普及之功」，因能深入

淺出，故攝受者衆。34
 

六、彌勒法門之弘揚：慈航法師在

1927 年入閩南佛學院，親近太虛大

師，受其薰陶，遂萌革新佛教之志，

將修學彌勒淨土作為自己終生不變

的信仰，並大力弘揚彌勒淨土法

門。
35

 

談到中國佛教史上的彌勒信

仰，其流傳遠早於彌陀信仰，但自

中唐以後，彌勒信仰逐漸末落，加

上常被野心家濫用，作為樹立統治

威權或反抗統治當局的旗幟，而被

視為邪教邪說。自五代十國以後，

彌勒化身的布袋和尚的「化身信

仰」，改變了彌勒形象、職能與身

份，成為徹底中國化的菩薩，這與

初期彌勒信仰原意已相差甚遠。太

虛大師重提彌勒信仰，除有回歸原

有彌勒思想原貌外，與其揭櫫「人

生（間）佛教」理念是相互扣合。

太虛大師畢生志業—「志在整興

佛教僧會，行在瑜伽菩薩戒本」，早

在 1915 年冬即已決定，並終其生奉

行不渝。他認為，彌勒菩薩在兜率

陀天，跟我們「同界同土」，所以較

往生他方佛土倍加容易；且「一經

上生，皆即聞法不退大菩提；與往

生他土猶滯相凡小者，殊勝迥然」。

太虛大師的思想系統，係「教宗彌

勒，學紹玄奘」，憧憬於彌勒龍華三

會的人間淨土，36就此而言，慈航

法師完全接受了太虛大師的思想。 

慈航法師弘揚彌勒法門，所以

將其所建道場以「彌勒內院」為名，

內院是彌勒菩薩講經說法的處所，

「要把彌勒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

及無我、無我所的唯識道理，由臺

灣傳佈到中國大陸，由大陸傳佈到

全世界，使人人都能夠信受奉行。」

「預備龍華三會，普渡眾生。」慈

航法師說：「本院（即彌勒內院）

供的佛，是釋迦世尊、彌勒菩薩、

太虛大師，是表示三位一體；本人

即在這彌勒內院代表三位闡揚唯識

教理。」「彌勒內院又是菩薩學處，

又是太虛大師的紀念堂。」37「菩

薩學處」，據太虛大師解說：「除包

括比丘學處外，且統貫世出世間一

切階位漸進為菩薩的學習，是指依

菩薩應作應不作的規律，成為學習

菩薩心行的基礎。」太虛大師「所唱

導的菩薩學處，是重在啟發初發菩提

心願的菩薩；旨在要人盡能成為大心

凡夫的菩薩，不是頓超二乘的大菩

薩。」38這可視為「預備龍華三會，

普渡眾生」的起點，也是慈航法師弘

揚彌勒法門的根本意趣。 

參、結語 

以上歸納了：慈航法師的師承

問題、慈航法師與其門徒、慈航法

師來臺開辦「臺灣佛學院」在戰後

臺灣佛教史的地位、慈航法師對經

懺佛事的批判、慈航法師與唯識學

之弘揚、彌勒法門之弘揚等六個方

面，論述我所了解的慈航法師。上

述一、二兩點，主要針對其師承與

門徒來說，當我們研究任何一位在

佛教史上有所貢獻高僧大德時，其

思想根源及其後繼者如何承續等問

題，都值得我們重視。第三點，是

就慈航法師的辦學而談，慈航法師

已經完成了他所處時空背景下的階

段性任務，後人如何繼續完成手中

的這一棒？也很值得吾人深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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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是針對慈航法師的批判精神

及他所見有關佛教的弊端而談，這

裏關心的是：慈航法師對所批判的

經懺佛事，目前的情況是否已經有

所改善？還是變本加厲？第五、六

兩點，主要就慈航法師的思想特點

立論，因慈航法師不是思想家，是

一位熱情的教育家，他沒有受過嚴

謹的學術訓練，當我們閱讀其著作

時，應秉持怎樣的態度才能對之做

出合理的評價？凡此，當我們談及

慈航法師時，值得進一步去思考、

去斟酌，以便為慈航法師在戰後臺

灣佛教史做出一合理的定位。 

印順法師在〈大醒法師略傳〉

一文，稱是大醒「不拘小節，熱心

於佛教之文化教育。在儒則狂，在

佛則大悲菩薩之流也！」39其實這

段文字也可以用來形容慈航法師，

尤其「大悲菩薩之流」一語更點出

了慈航法師的特殊性格。演培法師

也認為，慈航法師「不是沒有智慧，

但卻偏重於慈悲，等於經中說的悲

增上菩薩」。40仁俊法師推崇慈航法

師說： 

｢他的慈心涵豁得不擇不棄，壯

膽挺頂得能代（眾生受苦）能迎（艱

困落魄中人），他真個是苦海中永恆

巡迴航駛的一艘巨大慈航。他的最

後名言：『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

逃了』，最足以證明他的一片慈心壯

膽。｣41 

依法相宗教義，八地以前的菩

薩，有「二增菩薩」之分，即智慧

增上菩薩與慈悲增上菩薩兩種。二

者又各稱為智增上、悲增上，或稱

智增上菩薩、悲增上菩薩，其中悲

增上菩薩又稱「大悲菩薩」。42大悲

菩薩又指觀世音菩薩。諸佛菩薩都

有偉大的悲心，因觀世音菩薩是慈

悲門之主，故獨得大悲的稱呼；慈

航法師為眾生之付出，亦具有「大

悲菩薩」之實。慈航法師指出，過

去中國佛教一向寄存在山上、叢林

中或關房裏，他希望佛教應「寄在

苦惱的人世間」，以符合佛教救人救

世的根本宗旨，43而這正是具有「慈

悲增上菩薩」性格的慈航法師所展

現出「人間佛教」的最大特色。 

                                                 

1印順法師：〈《慈航大師紀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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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仁俊法師另有〈奉寄慈公老人〉輓

詩云：慈老示寂，頻興悵惆，爰將

舊作七律錄寄《佛教青年》，藉資

悼念！「舊徑荒涼須獨開，仙人古

道有誰遵? 翻空抖落獅王猛，驀地

掀開法界尊。陶鑄全憑冰骨火，教

衰細察佛心源。聞師練就金剛隊，

摧碎波旬看此番！」仁俊：〈悲心

壯膽航苦海—紀念慈公上人上

生四十週年〉及〈奉寄慈公老人〉，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gis/searchRes.php?id=221A30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gis/searchRes.php?id=221A30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gis/searchRes.php?id=221A30
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1-ci-hang.html
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1-ci-hang.html
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1-ci-hang.html


 

7 

                                                           

慈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

師紀念集》，下冊，頁 68、346。 

8超塵法師：〈敬悼敢做能做的慈

老〉，慈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

航大師紀念集》，上冊，頁 110。 

9心定法師：〈試論慈航菩薩對於推動

人間佛教的理念及其範疇〉及唐湘

清：〈以佛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

志—為慈航大師圓寂三十周年

而作〉，慈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

《慈航大師紀念集》，下冊，頁

259–262、371。 

10〈慈航遺囑〉，慈航大師紀念集編

印處：《慈航大師紀念集》，上冊，

頁 14。 

11黃運喜：〈會性法師講座中所流露

的生平史料〉，財團法人彌陀文教

基金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主

辦：《「臺灣佛教─歷史與人物」學

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2014 年 6 月 27 日），頁 283–284。 

12葉錦櫻：〈菲自立法師圓寂 佛光山

法師敬悼〉，《人間福報》，

2010/12/14，網址：http://www.me 

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

id=211864，下載日期：2014 年 8

月 22 日。 

13印海法師口述，志銘、明慈筆錄：

〈印海法師〉，網址：http://buddhi 

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

people/1-yin-hai.html，下載日期：

2014 年 8 月 22 日。 

14釋妙峰：〈慈航精舍開幕落成典禮

致辭〉，釋妙峰著：《慈風文集》

（紐約：慈航雜誌社，1994 年 7

月），下冊，頁 561–564；〈中國

佛教人物—妙峰法師〉，網址：

http://chinabuddhist.blogspot.tw/201

0/11/blog-post_24.html ， 下 載 日

期：2014 年 8 月 22 日；何綿山：〈探

訪紐約慈航精舍——慈航法師在

美國法脈探討之一〉，網址：

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1

338/201338278001.html ，下載日

期：2014 年 8 月 17 日。 

15闞正宗：〈慈航法師的付法弟子及

                                                           

其道場〉，網址：http://www.baohua 

si.org/gnews/2009514/20095141269

85.html，下載日期：2014 年 8 月

17 日；闞正宗著：《臺灣佛教史論》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6 月，1 版 1 印），頁 372。 

16其他，如是嚴持(1930–)自 1949 年

來臺，一直到彌勒內院落成，前後

親近釋慈航凡 5 年，釋慈航圓寂

後，動向不明。釋常證資料不詳，

只知道釋慈航圓寂後，曾到新竹福

嚴精舍，為福嚴第一屆學生。釋真

性(1917–1974)：據 1977 年出版的

《臺灣佛教寺廟庵堂總錄))記載，

有位釋真性 1955 年左右還住在中

壢圓光寺，1974 年圓寂。卓遵宏、

侯坤宏、賴淑卿、高明芳訪問：《臺

灣佛教人物訪談錄（一）》（臺北：

國史館，2007 年 6 月，初版），頁

196–205；闞正宗：〈慈航法師的

付法弟子及其道場〉，網址：

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0

9514/2009514126985.html，下載日

期：2014 年 8 月 17 日；闞正宗著：

《臺灣佛教史論》，頁 371。 

17印順法師：〈我對慈航法師的哀

思〉，印順法師著：《華雨香雲》（臺

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4 月，修

訂 1 版），頁 361。 

18徐秋婷整理：〈專訪之三：菲律賓

宿務普賢寺住持唯慈法師〉，慈航

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紀

念集》，下冊，頁 316–317。 

19釋悟因總纂，釋見重撰述：《臺灣

佛學院志．貳．圓光佛學院志》（嘉

義：香光書香出版社，1995 年 4

月，初版），頁 35；張珣：〈妙果法

師在臺灣佛教教育史上之地位：現

代社會科學主流理論中人性論的

反省個例〉，《思與言》，第 24 卷

第 4 期（1986 年 11 月），頁 38。 

20江燦騰：〈站在臺灣佛教界變遷點

上的慈航法師〉，江燦騰著：《臺

灣佛教與現代社會》（臺北：東大

圖書公司，1991 年 3 月，初版），

頁 75。 

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09529/2009529129596.html
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09529/2009529129596.html
http://www.baohuasi.org/gnews/2009529/2009529129596.html


 

8 

                                                           

21慈氏遺著：〈應如何紀念大師〉，慈

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

紀念集》，下冊，頁 1。 

22慈航法師：〈創辦臺灣佛學院宣

言〉，慈航法師著：《菩提心影（下）》

（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7

年 1 月），下冊，頁 558。 

23慈氏遺著：〈教育、文化、慈善〉

及震球：〈一位平實的僧教育家的

言論〉，慈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

《慈航大師紀念集》，上冊，頁 16、

505。 

24蘇邨圃：〈慈師的三不朽〉，慈航大

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紀念

集》，上冊，頁 428。 

25慈航法師曾說：「在往年最歡喜寫

文章鼓吹佛教革命，在南洋我辦的

《人間佛教》月刊，可說是專門鼓

吹佛教革命的機關報。」瑞今：〈悼

念 慈航法師〉，慈航大師紀念集編

印處：《慈航大師紀念集》，上冊，

頁 117–118；慈航法師：〈重建大陸

佛教的芻議〉，慈航法師著：《菩提

心影（下）》，下冊，頁 347–348。 

26印順法師：〈大醒法師略傳〉，印順

法師著：《華雨香雲》（臺北：正聞

出版社，1992 年 4 月，修訂 1 版），

頁 273。 

27慈航法師：〈我對於改良佛教的一

點意見〉，慈航法師著：《菩提心影

（下）》，下冊，頁 315–316。 

28慈航法師曾在彌勒內院告誡青年

僧說：「如今佛教到處都呈現出一

片腐敗的狀態，僧格低落不堪，在

殯儀館中，在火葬場裏面，你可以

看到那些不修邊幅的怪模怪樣的

出家人，誦經時掉頭接耳，衣服穿

斜在身上，行為粗鄙低俗，怎能不

引起社會人的輕視？」「很多有才

氣的僧伽，為著金錢，忘掉自己出

家所為何事，辛苦一生，老死於經

懺場中，是多麼可惜的事情！還有

許多大有作為的法師，為著追逐權

位，不顧佛法大局，老死於方丈名

位中，名利危害佛教，真是無與倫

比呀！」黃運喜：〈會性法師講座

                                                           

中所流露的生平史料〉，財團法人

彌陀文教基金會、國立中正大學歷

史系主辦： 《「臺灣佛教—歷史

與人物」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暨論

文集》，頁 282；唯慈：〈解釋一首

詩的寓意—紀念慈航菩薩〉，慈

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

紀念集》，下冊，頁 155。 

29唯慈法師：〈略談慈航菩薩的精

神〉，慈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

航 大 師 紀 念 集 》， 下 冊 ， 頁

298–299。 

30簡榮華：〈慈航法師的思想核

心—唯識〉，慈航大師紀念集編

印處：《慈航大師紀念集》，下冊，

頁 552。 

31慈航法師著：《相宗十講》（臺北：

大乘精舍印經會，1997 年 7 月），

頁 10。 

32慈航法師著：《成唯識論講話》（臺

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7 年 1

月），〈自序〉，頁 5。 

33慈航法師：〈彌勒內院定名的意

義〉，慈航法師著：《菩提心影（上）》

（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7

年 1 月），上冊，頁 436。 

34道安法師：〈《慈航法師全集》編印

緣起〉，慈航法師著：《相宗十講》，

頁 6。 

35慈航法師在南洋期間，還創辦了

《人間佛教》、《中國佛學》等佛

教刊物。太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圓

寂，撰有〈應如何紀念大師〉一文，

寫下「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

志」，表明自己將繼承大師遺志之

決心。常靜：〈慈航法師的彌勒行

願〉，網址：http://www.baohuasi. 

org/gnews/2010315/2010315199343

.html，下載日期：2014 年 8 月 17

日。 

36據印順法師說，太虛大師一生提倡

往生兜率淨土的法門，凡是大師創

立的道場，每日早上，皆誦持《彌

勒上生經》，並稱念彌勒菩薩聖

號。印順法師：〈南無當來下生彌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24&t=20310218&rr=2037#49#49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24&t=20310218&rr=2037#49#49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24&t=20310218&rr=2037#50#50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yinshun&bk=24&t=20310218&rr=2037#2#2


 

9 

                                                           

勒佛〉，印順法師著：《佛法是救世

之光》（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4 月，修訂 1 版），頁 35；侯坤

宏：〈釋太虛與彌勒法門〉，侯坤宏

著：《太虛時代—多維視角下的

民國佛教（1912–1949）》（臺北：

政大出版社，2018 年 9 月，初版 1

刷），頁 75–95。 

37彌勒內院就慈航法師所留下之法

照，除少一個大布袋外，「有一張

彌勒的笑臉，一個彌勒的肚皮，也

有一具彌勒的碩胖軀體」，猶如彌

勒之化身。慈航法師：〈彌勒內院

定名的意義〉，慈航法師著：《菩提

心影（上）》，上冊，頁 432–438；

董正之：〈三年永懷〉，慈航大師紀

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紀念集》，

上冊，頁 445。 

38太虛大師講述：〈菩薩學處〉（1947

年 2 月在寧波延慶寺講），網址：

http://book.bfnn.org/books/0841.ht

m，下載日期：2014 年 8 月 26 日。 

39印順法師在〈我對慈航法師的哀

思〉一文，稱慈航法師「是至性人，

由於至性，所以為法為人，都流露

充沛的熱情。」在〈《菩提心影》

序〉一文中說：「法師之說法也，

義務通俗，說必可聽；粗言細語，

莫不隨心敷奏，斐然成章。時復假

以因明量論，用堅信者之情。所列

表式，尤見左右逢源，縱橫無礙之

妙！方便化俗之功，實有足多者！

若泥跡以求之，拘於教量，則失之

此老矣！」印順法師：〈大醒法師

略傳〉及〈我對慈航法師的哀思〉，

印順法師著：《華雨香雲》，頁 274、

361；印順法師：〈《菩提心影》序〉，

網址：http://yinshun-edu.org.tw/zh- 

hant/Master_yinshun/y29_20，下載

日期：2014 年 8 月 17 日。 

40演培法師也提到，印順法師「不是

沒有慈悲，但卻偏重於智慧，等於

經中說的智增上菩薩」。演培法

師：〈敬禮悲增上的慈航菩薩〉，慈

航大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

                                                           

紀念集》，上冊，頁 102。 

41仁俊：〈悲心壯膽航苦海—紀念

慈公上人上生四十週年〉，慈航大

師紀念集編印處：《慈航大師紀念

集》，下冊，頁 72。 

42〈二增菩薩〉，網址：http://cbs.ntu. 

edu.tw/dict/index.php?keyword=%E

4%BA%8C%E5%A2%9E%E8%8F

%A9%E8%96%A9，下載日期：

2014 年 8 月 25 日。 

43慈航法師：〈畸形的佛教〉，慈航法

師著：《菩提心影（上）》，上冊，

頁 3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