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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印經協會的運作
及發展歷程
陳景榮 中華印經協會文編
【摘要】中華印經協會以「宣揚佛陀智慧、推廣佛教文化、培養人文胸懷、認識生命本質」為宗旨。
在海濤法師的志業體系中，中華印經協會扮演的是一個文化傳播、教育的角色，以推廣佛教文化為
目標，並兼顧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等層面。為了宣揚佛陀慈悲智慧，使佛法廣為流通，因此大量倡
印各類佛教經典、佛教書刊、佛教漫畫，並錄製錄音帶、影音光碟等多媒體產品，與大眾免費結緣，
希望能讓大眾以更多元化、更活潑生動的方式來接觸、見聞佛陀的智慧法教，進而認識生命的本質
及意義。本文將從成立緣起、出版方向、內部組織及運作、未來展望等方面，簡述中華印經協會的發
展現況。

關鍵詞：中華印經協會；生命電視臺；生命志業體；佛陀教育中心；海濤法師

一、協會簡介

協會扮演的即是一個文化傳播、教育的角色，以
推廣佛教文化為目標，並兼顧生命教育、道德教

（一）成立緣起

育等層面。為了宣揚佛陀慈悲智慧，使佛法廣為

中華印經協會由海濤法師所創辦，成立於民

流通，因此大量倡印各類佛教經典、佛教書刊、

國 90 年。海濤法師早年常奔走於校園弘法與心靈

佛教漫畫，並錄製錄音帶、影音光碟等多媒體產

講座，經常都是一日三場演講。但有感於電視聞

品，與大眾免費結緣，希望能讓大眾以更多元化、

法或實際蒞臨法會聆聽弘法的聽眾畢竟有限，因

更活潑生動的方式來接觸、見聞佛陀的智慧法

此希望能開發文化出版這一塊領域，以免費印贈

教，進而認識生命的本質及意義。

結緣的方式，讓更多有緣人能透過更多的媒介來
接觸佛法、認識佛法。
因此，在海濤法師的志業體系中，中華印經

（二）宗旨理念
中華印經協會以「宣揚佛陀智慧、推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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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培養人文胸懷、認識生命本質」為宗旨。

較難閱讀，海濤法師亦針對一般大眾較關心的一

除了弘揚佛法及生命意義的價值外，中華印

些人生問題，推出主題性的經典摘要選輯，如：

經協會也希望大眾能藉著多讀好書的薰陶，以建

《佛說功德經典》、《孝順經典》、《幸福婚姻

立正向價值觀、涵育人文素養，進而建立一個充

經典輯要》、《戒淫斷欲聖典彙編》等等。

滿書香、清淨祥和的社會。本協會亦堅持「非營
利．法寶不買賣」的理念，所有書籍刊物皆是免
費印贈；但這並不代表書籍品質是差強人意、能
看即可；相反的，為了增進讀者對法寶的珍惜，
中華印經協會之出版品，無不力求內容暢達、印
刷精美，希望能以實際的品質讓讀者覺得有收藏

（二）佛陀教育漫畫叢書
生動的漫畫老少咸宜，易於理解，是傳遞佛
法與觀念的良好媒介。協會在草創初期是引進日
本的佛教漫畫並加以中譯，後來則是與國內作者
簽約合作繪製漫畫，或是取得授權翻印，均深獲
一般群眾喜愛。

的價值。

（三）佛教故事叢書

二、出版概況

在佛典中有許多意義深遠的佛教故事，有時卻

從淺顯的漫畫、卡通，到建立基礎觀念的佛

受限於文言文的形式，或是篇幅太過瑣碎冗長而不

教故事、佛法淺介，以至於大藏經的佛經重點整

便閱讀。因此，海濤法師選取各類主題整理、編寫

理、編輯成冊等等，為了讓各層年齡、不同族群

出淺顯易懂的故事，再由印經協會編輯彙整、配上

的大眾皆能擇其所需，「出版多元化」是印經協

插圖後，成為本協會極受歡迎的故事書系列。

會一貫的方向。
目前中華印經協會之出版品，可分為以下數
種類別：

印經協會此系列叢書最具代表性的即為《海
濤法師說故事》系列，內容以印度佛教故事為主，
設定讀者範圍為中小學以上皆可閱讀，目前已經
發行到第十集；此外尚有《佛教女性的故事》、

（一）經典系列
此類別為原文佛典之編印，除了常見的《阿
彌陀經》、《金剛經》、《法華經》……之外，
海濤法師也希望將一些較不通行，但具有深刻意
義，甚至被國外學者所研究、重視的經典介紹給
大眾，因此協會也有印製此類較冷門的經典，如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佛說海龍王經》、
《佛說寶雨經》；另有課誦法本，如：《八十八
佛洪名寶懺》、《現在賢劫千佛名經》等。
此外，因為考慮到整部的經典對於初入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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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本生故事》、《菩薩與羅漢的故事》、《鬼
道眾生的故事》、《藏傳百業經故事》、《殺生
放生因果實錄》、《動物的故事》等系列。
此類故事書籍，除了行文力求平實可讀之
外，更搭配全彩插圖並精緻印刷，力求讓結緣書
也有著市售書籍的價值感，以求讓故事書更有吸
引力，更易被一般群眾所接受、閱讀。
此外，為了讓佛學教育的範圍也能擴及到更小
的兒童，印經協會更針對幼齡兒童推出《佛教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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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兒童故事選集》等繪本式的故事書，以
大篇幅的精美插圖搭配，並加上注音的簡短故事，
讓小朋友也能輕輕鬆鬆地看繪本學佛法！

（四）心靈列車叢書
現代人的生活總有種種煩惱、種種的不滿
足；生命的價值、道德的價值，在現代社會中也
常為人所忽視。因此，印經協會即推出了此類書
系，內容包羅甚廣，如：《真愛的力量》、《找
到自信，發現美麗》、《真誠做事老實做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財富與快樂》、《冷靜

（六）藏密系列
海濤法師向來護持正法，無論是南傳佛教、
藏傳佛教，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益的法門，都值得
加以推廣介紹！因此，中華印經協會除了南傳《法
句經》及以巴利佛典精選的故事選集外，亦有專
門的藏密書系，內容涵蓋甚廣。有觀念引導的《藏
密素食觀》、《藏傳佛教的放生觀》、《藏傳佛
教小百科》，也有大寶法王的開示集《滿願》、
《祈竹仁寶哲答問選錄》等。

（七）法音有聲系列

觀人理智處事》、《活出自己的如來》、《心境，

除了書籍類的媒介之外，錄音帶、CD 也是優

決定你的處境》等，這些修身修心、發揚正面價

良的傳播媒介，從佛曲、梵唄、講經，或是法師

值觀的書籍，也許非以佛法傳播為主旨，但佛法

的智慧講座、弘法開示、出家因緣講述等，亦是

禪機蘊含其中，用心閱讀，自能從中獲得寧靜。

本協會的發行內容。為了因應不同聽眾的需求，

（五）佛陀教育叢書
此系列叢書著重於佛教相關的知識解說及推

法師開示的錄音帶亦分為國語、臺語兩種類別。

（八）法光影音系列

廣，例如：《放生功德及行法略說》、《經幡、

VCD、DVD 是具高度表現性的傳播媒介，目

佛幡、風馬旗的功德利益》、《念佛感應與現代

前法光影音系列共分為三類：大寶法王開示系

因果》、《素食──新世紀的飲食哲學》、《造

列、海濤法師開示系列（包括校園弘法、監獄弘

塔功德》、《點燈手冊》、《淨土手冊》、《護

法、海外弘法等），以及其他法師開示系列（包

生手冊》、《準提法門》等。

括有覺光長老、如虛長老、會宗長老、明證法師、

咒語教學和相關法門，也是海濤法師希望推
廣、引薦給學佛弟子的，因此中華印經協會亦編
印了《慈悲的咒語》、《生活慈悲咒》等咒語法
門小冊，希望能將一些實用的功德咒語教導信眾。
此外，此系列叢書的另一種形式即是便於隨
身攜帶、閱讀的智慧法語，如《海濤法師修行筆
記》系列，以及《生命手冊》、《真理手冊》、
《青年手冊》、《學生手冊》等。

傳喜法師、湛因法師、仁朗法師、宗普法師……
等）。
此外，此系列亦有佛心花海、佛教卡通、佛
曲音樂、早晚課儀軌……等 DVD 之發行。

（九）網站及電子書
中華印經協會有線上「生命圖書館」之設置，
於網站上免費提供本體系之電子書、海濤法師弘
法講義等之下載，並針對兒童族群成立「生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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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網」，提供相關瀏覽、下載資源。
網站上並有定期發行與生命志業體會刊同步
之《生命電子雜誌》。

（十）生命志業體會刊
生命志業體不定期會印贈免費索取之會刊，
內容豐富，包括法師開示、智慧法語、海外行程
隨行報導、特別專欄（如：諸佛菩薩介紹、歷代

外，組內亦負責初步之校對工作。
2. 校對組：目前以在文字、佛學方面有專長的志
願義工為主；若較無專長但有意願，體系內亦
準備有一套由簡入繁的訓練機制，期能慢慢培
養出專業的校對人手。
3. 美編組：總理各項圖片彙整、排版完稿事宜，
以及外包繪圖人員之接洽。

大寶法王傳記），以及體系內各類活動、弘法行

（二）人員招募方式

程、生命電視臺節目表之簡介，其編輯出版工作

1. 公開徵聘：於人力銀行刊登徵才啟事，或於生命

亦由中華印經協會負責。

（十一）其他文字工作
身為生命志業體的一分子，中華印經協會亦
總籌體系內一切文字事務之編校整理、出版印刷
事宜。如宣傳海報、宣傳摺頁單張、法語書卡等

電視臺、印經協會書刊上，刊登徵才啟事。
2. 義工招募：中華印經協會竭誠歡迎有文字專
長、興趣之義工，惟加入工作團隊前須通過基
本之文編測驗（長文校對標點處理、短文改編
撰寫）。

等之文案編寫製作；海濤法師弘法講義之排版、

（三）稿件來源

校對，以及各單位之文宣、海報、書卡等，內容

1. 經典原本：即佛經原文。中華印經協會採用

皆經中華印經協會作整理編審，再行製作、發布。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作為校對之依據，偶而會

（十二）與生命電視臺之合作
由於體系內互相支援的機制，印經協會編輯部
有時亦參與電視臺節目企劃、插卡製作。近年生命
電視臺正積極進行自製佛教卡通的相關企劃，印經
協會也參與了題材選擇、腳本編寫的部分。

參酌一般流通本。
2. 自行編撰：由海濤法師或文字編輯組自行編
寫、撰稿。
3. 外包撰稿：以公開徵求或委託的方式發包特約
作者，完稿後再由編輯部統整潤稿、校對。
4. 授權翻印：某些作者或出版社願意提供翻印授

三、體系運作概況
（一）內部組織
1. 文編組：總編輯負責體系間連絡、擬定出書方
向及工作排程，並綜理各項出版計畫。文編組
除了各類資料整理歸納、各類文稿編寫修潤

權，本協會即可視需求量翻印後予以流通。

（四）結緣方式
1. 捐贈
為了讓佛法廣傳，與世間眾生廣泛結下善
緣，中華印經協會長期積極將各類出版刊物、叢
書致贈與國內外各佛學機構、機關團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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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等，讓佛法能廣為流通海內外。

到，在外面的書店、書局，也有著許多不同出版

2. 定點結緣──免費書局

社出版的佛法書籍，其中當然也有不少充滿智

生命志業體系內共有一百多家的教育中心與

慧、發人深省的好書。但是這些在市面上賣的書

波羅蜜免費書坊，除了是各地的活動據點外，亦

是有版權的，協會並不能隨便翻印結緣，也不可

是中華印經協會的免費書局流通中心，每日皆歡

能全部將其買下來；只有少數得到授權或談妥版

迎信眾、一般民眾前來自由翻閱及索取書籍。

權的書，才能在生命志業體的出版系統裡發行、

3. 定點結緣──義工發放

流通。

生命志業體系內有許多熱心的志工，長期協

為了將體系外的好書也介紹給大眾，在諸同

助將書籍、刊物載運至定點，如：車站、素食店、

仁的努力，以及各大出版社慨然提供書籍的幫助

寺廟的善書流通處等地發放，或是隨身少量攜

之下，生命志業體近來也於各地成立「波羅蜜免

帶，隨時與人結緣。

費書坊」，專門用來展示、推廣來自各大出版社

4. 活動現場發放

的佛教類書籍，希望讓體系內信眾，甚至是任何

體系內各單位如有舉辦放生、八關齋戒等法
會，現場多有設置印經協會的免費結緣書攤，供

對佛法有興趣的民眾，都能在書籍種類更豐富、
內容更多元的書坊中均霑佛法的甘露。

參與的信眾翻閱索取。另於 97 年度成立法寶車，

目前書坊的運作是採取現場免費借閱的方

能主動的、機動的深入各地夜市、廟宇來推廣佛

式。當讀者來到波羅蜜免費書坊，即可在寧靜、

法，將結緣品分送出去。

莊嚴的環境中，自由閱讀及借閱各大出版社提供
的正信書籍，若覺得值得購買，可再到一般書店

四、跨領域的合作、結盟

去採購。如此一來，既達到流通佛法、介紹書籍
的效果，又可同時保持本體系在無廣告、不買賣、

（一）體系內的合作

非營利方面的理念，實可說是一舉兩得！

協會以身為海濤法師「生命志業體」其中一
部分的概念而運作，與志業體內的其他系統，如：
生命電視臺、各地佛陀教育中心、中華護生協會、
臺灣救狗協會等，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除了每
年的出版計畫外，亦機動性地配合以上各單位之
需求、近期重點工作方針來編寫各類文宣，以及
開發、企劃相關書籍系列。

（二）與其他體系的合作：波羅蜜免費書坊
除了本體系的出版品之外，我們也可以看

五、未來展望
在未來發展方面，中華印經協會將致力維
持、提升現有的出版規模和品質；至於遠程計畫，
則是成立「生命出版社」。出版社的長處在於其
流通管道的廣泛，若書籍能在一般書店鋪貨上
架，則在大陸、東南亞，甚至臺灣一般的書店都
能更普遍地看到我們的佛學書籍，也能使非佛教
徒的民眾更有機會來接觸。為了實現此一廣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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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目標，將佛學書籍上市，可能是未來勢在必

滿正面意義的現代善書！無論時代是古是今，助

行的方向；然而，秉持著佛法僧三寶不買賣的原

印佛法善書，永遠都是端正人心、利人利己的殊

則，一切出版盈餘亦將用於慈善、護生用途。

勝功德。

在人力充足的前提下，印經協會更希望在未

中華印經協會數年來陸續編印、發行佛經、佛

來能籌劃英文佛學書籍編譯小組，專門翻譯佛教

教故事書、佛教漫畫、心靈散文集、佛教知見書籍

經典和祖師大德的語錄，開闢佛學英文的新領域。

等各類叢書，就是為了將這些菩提甘露，一點一滴
地匯集為一道滌淨心靈的清流。除了一般佛經、課

六、結語

誦本的編印之外，也秉持「心靈教育從小紮根、佛

步調緊湊的工商業社會，造就了許多生活忙

法學習從淺入深」的理念，強調淺白易懂、圖文並

碌、內心苦悶的現代人。若是內心充滿了壓力和

茂的編輯模式，尤其重視優質兒童讀物的開發，期

煩惱，即使擁有再優渥的物質生活，人生依然是

能讓未曾接觸佛法的一般大眾，也能從具親和力的

焦躁、痛苦的。惟有做好心靈環保，擁有輕安自

書籍中初步了解佛法、增長智慧。

在的心態，才能擁有真正豁達、幸福的人生。

或許我們的書籍尚未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

海濤法師及中華印經協會深信，要正本清源

但我們能很自豪地說，我們每一本書的內容，都

地做好心靈環保，則必須從最基本的教育、文化

是純粹紮實的善知善見！未來印經協會將以兢兢

建設做起。除了政府機關長遠的政策規劃外，「行

業業的精神，在各方面持續加強、改進，善用每

好事，讀好書」的風氣則是我們自己從身邊就可

一份善款，推出種種好書，讓每一個護法菩薩都

以去實踐的。天天做好事，我們可以具體感受到

可以跟大眾結下善緣。

那股回饋心靈的正面力量；而天天看好書，則能
讓我們開智慧、明是非、辨善惡、養成健全的心
靈──讀書並不光是為了知識或技能的學習，更
是為了心靈的淨化和提升。
先賢古德推崇印贈佛經的相關功德，諸如：
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
輕；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
和睦，福祿綿長；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
至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等。佛經
讓人接觸佛陀的深刻智慧，能使閱讀者的內心平
靜、安詳；而一本深具啟發性的佛經故事、心靈
小品，能引發讀者內在思考，自我修持，也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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