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接統靈巖十三葉．
蓮花一瓣分臺中
──臺中市佛教蓮社
詹曙華 臺中市佛教蓮社書務組
【摘要】李炳南老居士，號雪廬老人，人尊稱雪公。於民國三十八年蒞臺，即於臺中市法華寺，開
講《心經》、《四十二章經》等；並即倡印《歧路指歸》、《光明畫集》、《無量壽經》、《學佛
淺說》、《勸人專修淨土法門》、《龍舒淨土文》；編印《當生成就之佛法》、《佛說阿彌陀經摘
注接蒙義蘊合刊》。民國三十九年創建臺中市佛教蓮社，手訂社風十條，旨在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積德求學，深信因果。又訂社務凡三，一者，講演儒佛經典，化導人心；二者，集眾念佛，各求當
生成就；三者，興辦文化慈益事業，以勵道德，而善風俗。臺中市佛教蓮社就在這樣的宗旨下，推
展社務數十年不變。早年即成立受託印經會，接受蓮友及十方大德受託印經，專款專用。所印經書
除於蓮社流通外，亦有電話、傳真、網路請書系統，接受十方大眾請書，更與蓮社各佈教所及念佛
會流通；並與各印經單位交流。未來蓮社的印經工作仍以研學、教育、弘法為主軸，以印行出版提
供使用，並出版現任導師之講經弘法有聲書，蓮社網頁由資訊組設置閱讀專頁，以供閱覽；又基於
節能減碳之原則，令回流書能再生流通。

關鍵詞：雪公；倡印；臺中市佛教蓮社；受託印經會；網路請書系統

壹、成立緣起
「聖賢百二廬山峰，東林開淨宗，接統靈巖
十三葉，蓮花一瓣分臺中，綠川流水、柳川微風，
極樂遙遙相通、相通……」由蓮社社歌的開端，
就可窺見這是一個專弘淨土法門的道場。臺中市

佛教蓮社的創社導師，是李炳南老居士，諱豔，
字炳南，號雪廬，法號德明，大家都尊稱為雪公，
山東省濟南市人。雪公自民國三十八年，隨孔奉
祀官德成先生由大陸來臺。老人家以儒入佛，皈
依淨土宗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一生以弘揚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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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振興儒家中華文化為職志。雪公在民國三十八

建佛化圖書館，即慈光圖書館（原名「佛化圖書

年二月到臺灣，四月即於法華寺開講《心經》、

館」），奉教育部核准為我國私立圖書館，正式

《四十二章經》等，設圖書組倡印《歧路指歸》、

批准成立；其後並撰文呼籲各界樂捐各類書籍充

《光明畫集》、《無量壽經》、《學佛淺說》、

實館藏。於圖書館開講《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

《勸人專修淨土法門》、《龍舒淨土文》，編印

經》，爾後每週三晚間於此講經，直至往生前一

《當生成就之佛法》、《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

個月未曾間輟。所講經典約有《地藏菩薩本願

義蘊合刊》，為雪公在臺印經事業之開端。

經》、《阿彌陀經》、《法華經》、《普門品》、

有鑑於自廬山諸賢，肇基蓮社，淨土一宗，

《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普賢行願品》、《維

乃大弘中夏，佛日因之以彰，世風賴歸淳厚，遂

摩詰經》、《金剛經》、《楞嚴經》、《圓覺經》、

發倡建蓮社之弘願。民國三十九年，雪公與董正

《八十卷華嚴經》等。雪公白天除任職於孔奉祀

之、徐灶生、朱炎煌、張松柏等數位居士，籌組

官府外，也在中部各大專院校講授《內經》、《禮

臺中市佛教蓮社；一年後由許克綏、朱炎煌兩位

記》、《唐詩》、《佛法概論》等科目，晚上則

大德發心出資，購得臺中市綠川南湄綠堤巷民舍

在臺中蓮社、慈光圖書館等處，講解佛經、古文、

一棟，也就是臺中市佛教蓮社現址。

歷史和《論語》等課程。歷年在臺中市慎齋堂、
彰化曇華堂、靈山寺、桃園蓮社、善果林各處演

貳、社風宗旨

講。民國四十八年大專學生聽完講授《佛學概要》

臺中市佛教蓮社大殿兼講堂落成，公手訂社

後，踴躍要求成立慈光講座（四十九至五十八

風十條，旨在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積德求學，

年），雪公訂六門功課，即《佛學概要十四講表》、

深信因果。又訂社務凡三，一者，講演儒佛經典，

《佛說八大人覺經》、《唯識簡介》、《般若波

化導人心；二者，集眾念佛，各求當生成就；三

羅蜜多心經》、《佛說阿彌陀經》、《華嚴經普

者，興辦文化慈益事業，以勵道德，而善風俗。

賢行願品》。迨明倫社成立，易名明倫大專佛學

臺中蓮社就在這樣的宗旨下推展社務。

講座（五十九年至今），課程教師如舊。每年暑
假講座開設初級班課程，皆為各大專佛學社訓練

參、發展沿革

幹部，栽培佛教人才，數十年如一日；寒假講座

蓮社成立後，聯體機構相繼而起，各佈教所

開設高級班課程，如《百法明門論》、《八識規

陸續成立。民國四十二年公於臺中蓮社開講《阿

矩頌》、《阿彌陀經要解》、《大乘起信論》、

彌陀經》，採教學方式，分科判段落，俾令弘法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等，並於民國六十一

人員學習。是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組織之影印《大

年親題「白衣學佛，不離世法，必須敦倫盡分，

藏經》環島宣傳團，訪問蓮社，經公介紹，勸訂

處事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應。」墨寶嘉勉學子。

藏經，臺中蓮友共訂四十餘部。民國四十五年創

民國四十九年臺中市佛教蓮社紀念創社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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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禮請證蓮老和尚，假慈光圖書館開傳「居家

舉行新春座談，開示當前時局、佛教現況，以及

千人戒會」，傳授五戒、菩薩戒。民國五十七年

勗勉未來應在人才培訓、自求學問、練習講經、

慈光圖書館結七念佛，撰《印光大師文鈔重刊

論語廣播、明倫刊物等方面多多努力。明倫月刊

序》。民國五十九年創辦《明倫》月刊，闡揚中

座談會，公勉勵將明倫內容歸納為「法音、孔學

華文化，開闢佛教青年發表園地。特撰「零刊辭」，

廣播錄存、因果律、游藝組、明倫采掇」等五大

闡述「明倫」二字要義，在於弘揚佛家五明之內

主題。創辦「臺中蓮社動畫研習班」（後改名「社

明精微及推闡儒家之五倫法則。民國六十三年慈

教科研習班」） ，培養弘法人才。民國七十五年

光圖書館新建藏經樓；承美佛會沈家楨居士之

臺中蓮社舉辦明倫大專佛學講座，公以《論語》

助，開辦「佛經注疏語譯會」，培養譯注人才；

〈述而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附設「內典研究班」，專門造就佛學人才，公講

章為題，期勉大專學子。三月十九日在慈光圖書

授《阿彌陀經要解》、《八大人覺經》、《御批

館華嚴經筵，以「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

歷代通鑑輯覽》、《常禮舉要》等專課；成立青

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偈語，切囑大眾精進修

蓮出版社，專責出版儒佛典籍。

行。臨終前更以「一心不亂」四個字，為其最後

民國六十六年，臺中市佛教蓮社舉行重建落

的言教。

成典禮，公開示大眾：「蓮社重在研究學術，辦

受雪公教化及精神感召的學生、蓮友，遍及

理社會教育及慈善公益事業，除了春秋二季祭祖

臺灣全省及海內外，所以雪公是無數人的恩師。

外，不辦法會，在家人決不許傳授皈依，收受供

希望聖賢的言教，深植在青年學子的心中，老人

養。」並期勉蓮友要堅持戒法，不能變質。民國

家教導青年學生要有人格，要有道義，要孝友治

六十七年於「新念佛班聯合成立大會」中開示：

家，要行菩薩道，要精勤念佛，要了脫生死。雪

「蓮社成立伊始，即有家庭念佛班之組織，多至

公一生學佛八十多年，以華嚴為前導，以唯識作

一百餘班。然至今各班已多變化，或老成凋謝，

根柢，以禪門為活用，以密宗為加持，以淨土為

或遷居他徙，故宜整頓舊班，並成立新班，吸收

依歸；弘揚淨土五十餘載，居臺三十八年，講經

新人，雙步並進。迨念佛班健全，即可進而成立

從不間斷，臺、賢、性、相各宗教典，共講了三

助念團。」民國六十九年公在臺中蓮社講述臨終

十多部，部部皆導歸淨土法門，是秉持「千經萬

助念方法，又獲周榮富大德之助，創辦「臺中論

論，處處指歸」的教化原則。

語講習班」，專門研習《論語》，以培養弘揚文

蓮社暨聯體機構弘化慈善事業，概略言之：

化之人才。民國七十一年承繼「蓮友子弟輔導團」

蓮社設救濟會、放生會、國文補習班、受託印經

之啟蒙教育，開辦國學啟蒙班。民國七十二年《明

會、弘化團、天樂班、兒童德育週、佛經講座、

倫》月刊擴版，公主持編輯會議，指示編輯方向、

電臺文化廣播、榮富助念團、佛經注疏語譯會、

辦刊原則，並鼓勵蓮友學子踴躍投稿。臺中蓮社

內典研究班、論語講習班、國學啟蒙班、社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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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班。慈光圖書館設佛經講座、圖書借閱、慈光

便是上弘下化，善根福德兼修。能夠遵守「三不」，

托兒所、國學講座、佛學講座、榮富文化基金會

就不被染緣所轉，個人遠離名利，也避免道場被

臺中代辦處、蓮友子弟輔導團。慈光育幼院收養

名利客所利用。蓮社辦學，如國學啟蒙班、社教

孤兒，辦理幼教，分設慈德托兒所、慈德幼稚園。

研習班、明倫講座、論語講習班等，均免費讓蓮

菩提仁愛之家設菩提醫院、菩提安老所、菩提施

友及大眾參與；創立「青蓮出版社」印行無數書

醫會，並有太虛紀念館、善果林、寶松和尚紀念

刊，以及《明倫》月刊發行，一律免費贈送，即

館。明倫社設明倫雜誌社、青蓮出版社、明倫廣

符合此理念也。

播社，並另設聯善施醫會、孔學獎金會等。

伍、出版及編輯特色
肆、弘化理念

臺中蓮社出版經書或書籍，主要以配合蓮社

臺中蓮社暨聯體機構的弘化事業，主要是基

各項業務及活動為主。主要弘法活動如定期講經

於「四為三不主義」的理念。四為，即為求學問，

活動，每週三、週四都有定期經筵，如過去數十

為轉移污俗，為求解脫，為宏護正法，此乃積極

年，雪公講經弗輟；雪公往生後，現今則有簡智

目標；三不，即不以佛法受人利用，不藉佛法貪

果老師於週三開講《往生論》，週四由徐醒民老

名圖利，不昧佛法同流合污，此乃消極目標。

師開講《法華經》。講經前必印製經本及祖師之

「有所為」的「四為」中「為求學問、為轉

注解，以供蓮友研學之用。而各念佛班集眾念佛，

移污俗」是世間法，指儒家的五倫，求了學問，

每月固定時間研討佛學問題；又各研學單位，如

乃為修己安人，以這些學問去轉移污俗；「為求

懷雪小組、雪窗小組，又分唯識組、天臺組、十

解脫，為宏護正法」是出世法，一切學問唯佛學

四講表組、彌陀要解組、儒學組等，及時提供其

能解決人生的問題，解纏去縛，了生脫死，為自

所需的教材經書。

利利他，更要弘揚淨土法門，引度修行的人，到

蓮社又設有國學啟蒙班，秉持「蒙以養正」之

達彼岸；同時要保護佛法，讓它不受異端外道的

辦學理念，由小學、國中、高中至大一延續課程，

攻擊、破壞。而「有所不為」的「三不」：第一

除暑假活動外，亦有學期間返班活動，為配合上課

是「不以佛法受人利用」，要具備明辨的能力，

活動印製國學啟蒙教材，如《論語》、《三字經》、

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假借佛法的名義利用；第

《弟子規》、《常禮舉要》、《千家詩》、《千字

二是「不借佛法貪名圖利」，不可打著佛教的招

文》等，家長成長班則編有《三字經簡說》、《弟

牌，到處招搖撞騙，貪名圖利；第三是「不昧佛

子規簡說》、《伴你成長》及《伴你成長續集》、

法同流合污」，若自己不能堅持立場，外在環境

《如何輔導孩子經營國中生活》等書籍，供家長同

一勾引，昧著良心，背著佛法，同於流俗作為，

步成長。各大專佛學社團除寒、暑假明倫講座外，

便淪為念佛堂上的黑心人。能夠遵守「四為」，

亦有學期間講座及念佛共修活動。社教研習班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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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儒、佛課程，如《唐詩》、《古文》等。論語

八十二年約 640 萬元；八十三年約 440 萬元；八

講習班除教科書《論語講要》外，另有《論語白話

十四年約 670 萬元；八十五年約 820 萬元；八十

註解》、《論語畫解》、《孔子的故事》、《孔子

六年約 630 萬元；八十七年約 600 萬元；八十八

的生活智慧》、《孔子聖蹟圖》等圖書。

年約 580 萬元；八十九年約 450 萬元；九十年約

又編輯出版雜誌刊物，如早年《覺群》月刊

480 萬元；九十一年約 450 萬元；九十二年約 540

連載雪公之《阿彌陀經義蘊》、《佛學問答》等

萬元；九十三年約 240 萬元；九十四年約 250 萬

著作，後又有《覺生》月刊、《菩提樹》雜誌、

元；九十五年約 430 萬元；九十六年約 700 萬元。

《慈光》半月刊至今日則為《明倫》月刊，目前

（見圖二）

已經出版至第三百八十八期，除國內版外，另有

圖一：八十一年至九十六年出版品數量及種類

海外版，定期宣流法音。

陸、歷年出版種類及數量
蓮社自創社以來，所印經書眾多。僅列舉從
民國八十一年至九十六年之出版情形，作為管窺
之例。
出版數量：八十一年出版品約 14 萬冊，55 種；
八十二年約 23 萬冊，65 種；八十三年約 19 萬冊，
59 種；八十四年約 25 萬冊，75 種；八十五年約
21 萬冊，57 種；八十六年約 15 萬冊，62 種；八
十七年約 17 萬冊，58 種；八十八年約 13 萬冊，
57 種；八十九年約 10 萬冊，55 種；九十年約 13

圖二：八十一年至九十六年出版品金額

萬冊，62 種；九十一年約 15 萬冊，54 種；九十
二年約 13 萬冊，58 種；九十三年約 6 萬冊，45
種；九十四年約 5 萬冊，32 種；九十五年約 8 萬
冊，50 種；九十六年約 15 萬冊，52 種；近年來
因應時代潮流，除印刷品外，亦有有聲書之出版，
如八十八年出版 CD 一百片；九十二年 CD 五千餘
片、VCD 一千片；九十六年 CD 九千片、DVD 三
千片。（見圖一）
出版金額：八十一年出版金額約 4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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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出版的內容與類別
蓮社出版品，依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藏分
類系統，來分析歷年出版種類，佛學出版品共分十
類，其他則指佛像、書籤等；由於蓮社亦同時弘揚
中華文化，另有一類出版品為儒學類出版品。出版
之第一類為總類，有 21 種出版品，約 7 萬 6 千冊；
第二類教理有 6 種，約 6 萬 6 千冊；第三類佛教史
地有 22 種，約 10 萬 2 千冊；第四類經及其釋有 96
種，約 18 萬 1 千冊；第五類律及其釋有 6 種，約
2 萬 2 千冊；第六類論及其釋有 14 種，約 2 萬 5
千冊；第七類儀制、修持、佈教、護法有 57 種，
約 70 萬 2 千冊；第八類佛教文藝、佛教語文有 18
種，約 4 萬冊；第九類中國佛教宗派有 156 種，約
82 萬 3 千冊；第十類世界各地佛教宗派，從缺；
佛像及其他有 6 種，約 5 千件；儒學類有 54 種，
約 34 萬 6 千冊。（見圖三）

簡單介紹內容：如佛教史地類有《釋迦佛陀
畫傳》、《歷代高僧居士畫傳》、《近代往生傳》、
《唐三藏玄奘大師畫傳》、《六祖惠能大師畫傳》、
《蓮池大師的故事》、《蕅益大師年譜》、《龍
袴國師傳》、《虛雲老和尚畫傳》、《影塵回憶
錄》、《雪廬風誼》、《李炳南先生事略》、《印
光大師畫傳》、《李炳南老居士年表》、《周家
麟老居士紀念集》、《朝聖之旅》等。經及其釋
一類，主要是大乘經典及各種祖師注解，如《金
剛經》、《妙法蓮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
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佛遺教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阿難問事佛吉凶經》、
《維摩詰所說經》、《父母恩重難報經》、《佛
說八大人覺經》、《圓覺經》、《占察善惡業報
經》、《大佛頂首楞嚴經》、《念佛圓通章》及
注解等。律及其釋以在家戒為主，如《菩薩戒本

圖三：八十一年至九十六年出版品內容與類別

經》、《在家菩薩戒本》等。論及其釋如《大智
度論》、《往生論》、《唯識三十、二十頌》、
《八識規矩頌》、《大乘百法明門論》、《大乘
起信論》及注解等。
儀制、修持、佈教、護法類出版品有 57 種，
其中流通最多為林看治師姑之著作《念佛感應見
聞記》，已印一百多刷；《蓮池海會》、《勸發
菩提心文講義》、《助念生西須知》、《飭終須
知》、《壽康寶鑑》、《建設佛化家庭》，都是
流通較廣的出版品；另有護生書籍，如《護生畫
集》、《動物美談》、《仁慈詩文選》、《生生
之旅》及翻譯書《無聲的語言》，也是頗受好評
的護生書。中國佛教宗派出版品有 156 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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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臺、唯識等書籍；其中，又以淨土宗出版品為

中；第七冊《佛學問答類編》下；第八冊《佛說

最多，如《蓮宗十三祖傳略》、《廬山慧遠法師

四十二章經表注講義》、《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

文鈔》、《淨土聖賢錄》、《蕅益大師全集》、

覺經眉注》；第九冊《修學法要》；第十冊《修

《徹悟大師遺集》、《印光大師全集》、《李炳

學法要》續編、《雪廬述學語錄》；第十一冊《論

南老居士全集》等。印光大師全集包括《印光大

語講要》（上）、（下）；第十二冊《禮記選講》、

師文鈔》、《印光大師文鈔續編》、《印光大師

《中國歷史綱目表》、《重修莒志選》；第十三

文鈔三編》、《印光大師文鈔精華錄》、《印光

冊《詩階述唐》（《學詩先讀求味》、《聲調舉

大師文鈔嘉言錄》、《印光大師文鈔嘉言錄續編》、

隅》、《詩惑研討隨筆》、《鱗爪概談》）；第

《印光大師永思集》、《印光大師文鈔選讀》、

十四冊《雪廬詩集》（上）（下） 、《雪廬寓台

《印光大師遺教兩要》、《印光大師法語擷錄》、

文存》；第十五冊《黃帝內經選講》；第十六冊

《印光大師戒殺放生文》、《上海護國息災法會

《雪廬老人題畫遺墨》。

法語》、《印光大師戒殺放生文》、《壽康寶鑑》、

儒學類書籍有《論語畫解》（一）、《論語畫

《印公遺墨》、《印光法師年譜》等祖師書籍，

解》（二）、《論語畫解動畫篇》、《論語白話註

蓮社流通十分廣泛，數量也相當多。

解》、《孔子的故事》、《孔子的生活智慧》、《孔

雪公太老師往生已近二十三年，蓮社為整理

子聖蹟圖》、《儒學簡介》、《儒學簡說》、《讀

雪公著作成立編輯委員會，並設有全集專款，陸

易簡說》、《序跋文集》、《國學啟蒙教材》（套

續發行單行本，更有校對小組專門整理，於民國

書一∼八）、《三字經》、《三字經簡說》、《弟

九十六年完成《李炳南老居士全集》套書，共 16

子規》、《弟子規簡說》、《千字文》、《百家姓》、

冊，歸類為佛學、儒學、醫學、詩文、遺墨、書

《千字文、百家姓合刊》、《常禮舉要》、《千家

牘等六類。第一冊《佛說阿彌陀經摘注接蒙義蘊

詩（上）（下）合刊》、《伴你成長》、《伴你成

合刊》、《大方廣佛華嚴經講述表解》；第二冊

長（續）》、《如何輔導孩子經營國中生活》、《等

《講經表解》上；第三冊《講經表解》下；第四

待黎明的時刻》、《了凡四訓白話解釋》、《歷史

冊《大專佛學講座初級教材》、《弘護小品彙存》，

感應統紀語譯》、《因果圖鑑》、《人鑑》、《呂

收錄十二類弘法及護法之文，如：《小宣傳集錦》、

氏春秋》、《中國皇帝列傳》、《中國文字結構選

《兩個世界的味道》、《佛誕節宣言》、《叩鳴

解》、《紀文達公筆記摘要》、《經──中國人的

集》、《逆耳言》、《佛學常識課本》、《當生

身份證》、《格言聯璧》、《明倫採掇》、《明倫

成就之佛法》、《通俗講演稿表暨佛七開示稿表》、

社刊論文彙集選集》、《明倫社刊論文彙集》、《明

《內典講座之研究》、《實用演講術要略》、《為

倫史畫選輯》（第一輯）等。歷年出版有聲書：《放

廣元法師集》、《聯佛歌》（梵音集）；第五冊

生感應奇蹟記》（卡帶）、《戒殺護生》（卡帶）、

《佛學問答類編》上；第六冊《佛學問答類編》

《詩樂演唱專集》（1-3）（卡帶）、《四字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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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號》（CD）、《蓮池海會》（一）∼（五）、

資訊組積極籌備網路閱讀，以淨土五經及注解為

（MP3）、
《素食的利益》
（CD）、《佛說阿彌陀經》

主，可供蓮友及十方大眾閱讀、瀏覽、研究，亦

《圓覺經》（MP3）、《放生問答》（VCD）、《如

籌備研發電子書。由於幾十年來蓮社所出版的書

何避免刀兵劫》（VCD）、《逆緣地獄變相圖》

籍，不計其數，而許多蓮友在閱讀書籍後，也希

（VCD）、《向憂鬱症 Say Goodbye》（DVD）、

望展轉能讓更多大眾受益，本社書務組也鼓勵「節

《梵音集》（CD）、《唐詩吟誦》（CD）、《自

能減碳，珍惜資源；經書回流，大眾得益」，對

殺是災難的開始》（DVD）等。

於回流的經書加以清潔、整理後再行流通。

捌、流通及集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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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未來的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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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弘法為主軸，依各單位所需而印製各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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