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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期刊必須與時俱進
──談佛光山期刊的時代影響與未來發展
釋永芸 佛光山文化院佛光文化社長
【摘要】佛教的弘傳與發展，如果不是藉由文字和媒體的流傳，也不會有今日的佛教歷史和繁花盛
景。歷來，不管是西域來華的大德或中國西行求法的高僧，由於他們不畏艱險的探索追尋，經由歷
朝歷代的文字典籍流傳，而開拓了佛教文化弘法的無遠弗屆。
佛光山自 1959 年在臺北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務處」起，便開始出版佛教相關書籍，並且流通
佛教文物；1964 年又在高雄壽山寺成立「每月印經會」，推展白話經義；1967 年在佛光山成立「文
化堂」；對於期刊、雜誌之編採、發行，不遺餘力。
星雲大師在《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一書的序文提到：「……五十年
來，台海兩岸佛教人才匯集寶島，發心出版書報雜誌者日有所增，其中『海潮音』從大陸編到台灣，
歷史最為悠久；『覺世』由旬刊到月刊，至今超過而立之齡；『普門』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被公
認為第一流的佛教雜誌；其他如『菩提樹』、『獅子吼』、『中國佛教』、『佛教青年』、『僧伽』
等，由於大家集思廣義，努力筆耕，無形中不但提昇佛教徒的水準，也帶動聖教邁向欣欣向榮……」。
隨侍大師翻譯五十年的慈惠法師曾說：「佛光山為了《普門》可說罄其所有，在大師一聲令下，
各別分院皆按月出資補助，大力推廣。如此二話不說、不惜一切、全力以赴的共識，也因佛光山是
以文教起家，而大師是以文字弘法來延續法脈、薪火相傳的。」
一項偉大的事業，總是需要集體創作、眾緣和合。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領導下，以一個佛教僧
團所從事的文化事業，對整個佛教的影響更是具有時代意義和影響……。本文依序論述《覺世》旬
刊、《普門雜誌》、《普門學報》三項代表性期刊的緣起本末，藉由其中的甘苦歷程為借鑑，展望
佛光山期刊事業的時代影響與發展，為佛光山期刊文化略作一里程碑。

關鍵詞：佛光山；星雲大師；覺世；普門雜誌；普門學報

前言

歷經《覺世》旬刊、《普門雜誌》、佛光出版社、

筆者從 1986 年投入佛光山的文化事業，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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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佛光山期刊文化二十餘年，感觸頗深，尤以

時代佛教學者和佛教文學的蓬勃發展，為臺灣佛

1991 年策劃《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

教留下一頁歷史印記。

教五十年寫真》，歷經五年親自採訪高僧大德，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由於科技資訊的革新，

為了廣泛收集臺灣佛教重要事蹟史料，而採用許

據官方統計，目前成人每年投入在電腦和電視上

多參考資料，得之於佛教雜誌刊物甚多，如：《臺

的閱讀時間，至少是書籍的 25 倍，紙本書已面臨

灣佛教》、《人生》、《海潮音》、《覺生》、《獅

被取代的危機。因應未來「新媒體」與「數位科

子吼》、《菩提樹》、《中國佛教》、《今日佛教》、

技」的發展，「電子書」的發展將成為與時俱進

《覺世》、《慧炬》、《慈濟》、《慈雲》、《佛教

的趨勢。「佛光文化」已著手進行電子書之製作，

世界》、《普門雜誌》、《法露》、《世佛月刊》、

迎頭趕上時代變遷的潮流，力求創造嶄新的佛教

《佛光世紀》等等，可以說這些期刊雜誌形成了

期刊文化氣象。

臺灣五十年佛教歷程的縮影。
那時，承蒙《菩提樹》朱斐居士、《慧炬》

一、佛光山期刊的歷史緣起

鄭振煌居士、國史館等提供給我們許多珍貴的照

佛光山還沒有開山之前，星雲大師即已從事

片，還有教界長老不吝賜教並撰寫推薦序，十方

佛教期刊編輯及藝文創作。大師 12 歲在南京棲霞

因緣匯聚下，才能為臺灣佛教留下五十年來的寶

山出家，接受的是傳統叢林教育，但在佛學院時

貴歷史資料，成為臺灣佛教期刊普世價值的第一

就已開始寫文章，並與同學編輯刊物。二十多歲

次成形。

到臺灣後，鑑於當時剛光復後的臺灣社會一片荒

星雲大師在《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

蕪，在那個陌生環境與言語不通的的情況下，寫

灣佛教五十年寫真》一書的序說到：「……五十

作成了他對外發聲與外界接觸的橋樑，透過期刊

年來，台海兩岸佛教人才匯集寶島，發心出版書

雜誌、報紙副刊，他為臺灣佛教文化另闢弘法之

報雜誌者日有所增，其中『海潮音』從大陸編到

道，並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台灣，歷史最為悠久；『覺世』由旬刊到月刊，

青年時期的大師，不但投稿報刊雜誌，還接

至今超過而立之齡；『普門』以弘揚人間佛教為

編《人生》雜誌、《覺世》旬刊等期刊，並出版

職志，被公認為第一流的佛教雜誌；其他如『菩

了《玉琳國師》、《釋迦牟尼佛傳》等著作，不

提樹』、『獅子吼』、『中國佛教』、『佛教青年』、

但成為暢銷書、長銷書，還多次被改編成舞臺劇

『僧伽』等，由於大家集思廣義，努力筆耕，無

和電影，轟動一時。

形中不但提昇佛教徒的水準，也帶動聖教邁向欣

佛光山自 1959 年起便開始出版佛教相關書

欣向榮……」。所以，若沒有這些期刊的記載，

籍，並且流通佛教文物，陸續成立佛光出版社、

後人無從鑑察臺灣佛教歷史的推進。這些期刊見

美國佛光出版社、馬來西亞佛光文化、上海大覺

證了遷臺初期時代的變遷，為本土信眾與寺院搭

文化、香海文化等出版單位，致力於佛教文化出

起橋樑，提供作者創作發表的園地，創造了一個

版品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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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佛光山對於期刊、雜誌之編採、

逢一出版。為使讀者攜帶方便，後改為三十二

發行，更是不遺餘力，如同慈惠法師所說：「大

開袖珍本，此時發行量由原先的一萬五千多份

師一生的弘法事業中，不管是哪一項，歷史最悠

增為四萬多份。

久的應該就是佛光山辦的雜誌。」
這些因勢利導的期刊雜誌，源源不絕從大師

4. 1995 年，因應讀者需求，改為十六開全彩、電
腦排版，以月刊型態發行。至 1996 年，《覺世》

手中艱困辦起，經過五十餘年的歲月錘鍊，終於

月刊發行量已達 40 萬份，且從未脫期，是一份

形成今天百花齊放的佛光山文化事業氣象。其中

歷四十年不衰的佛教雜誌。

較具代表性的三個時期是：《覺世》旬刊、《普

5. 2000 年，《人間福報》創辦後即將《覺世》併

門雜誌》、《普門學報》，以下即以此三項刊物

入《人間福報》，成為〈覺世副刊〉。前後四

為立論述之。

十三年，《覺世》旬刊成為臺灣佛教期刊因時
代變遷而變革的歷史見證。

二、《覺世》旬刊的沿革
1957 年，由張少齊居士創辦的《覺世》旬刊，

三、《普門雜誌》的創舉

最初發行人為張若虛居士，即禮請星雲大師擔任

由於《覺世》較偏重佛教活動消息的報導，

總編輯，從發稿、寫稿、編排、校對到發行，大

即使有些專文論著，也因篇幅所限，未能充分發

師不辭艱苦排除萬難全身投入、一手包辦；直至

揮，故 1979 年，大師以「提倡人生佛教，建立人

1962 年，大師才正式全責接辦，擔任發行人。待

間淨土」為宗旨，創辦臺灣佛教第一本綜合刊物

佛光山成立佛教學院後，學生也開始支援各項編

《普門雜誌》，希望能從各種角度深入報導，與

輯、採訪工作；尤其每到發行日，全院學生集體

《覺世》相輔相成。

出坡，貼名條、裝封套、打包、郵寄等，忙得不
亦樂乎，為《覺世》旬刊的發行奉獻心力。

「普門」，取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廣度眾
生之意。希望這本雜誌能達到：普遍化、大眾化、

《覺世》旬刊在大師接辦後，歷經五次沿革：

生活化、文藝化、趣味化、國際化等理想。而《普

1. 1957 年，最初以四版、四開的報紙型態發行，

門雜誌》也的確逐漸落實大師「人間佛教」理念，

每月出刊三次。
2. 1977 年，每月初增編十六開的雜誌版，每月下
旬（21 日）仍發行四開型報紙；兩年後，每月
初增編之雜誌規劃改版為《普門雜誌》（月
刊），《覺世》又恢復為報紙型態發行。
3. 1986 年，《覺世》的讀者對象以佛光山信徒為

在內容和編排上，以現代手法與社會脈動結合、
詮釋佛法、宣揚佛教，使其更生活化、大眾化，
更具親和力。
《普門雜誌》，歷經多次沿革，並創下許多
數據：
1. 創刊初期版式為十六開，僅有 60 頁。

主，內容多傳遞佛光山訊息活動，作為與全世

2. 1984 年，增為 72 頁，編排、設計、內容漸趨成

界信徒的溝通橋樑，採贈閱方式，每月三期，

熟、莊重。而鮮明的佛光出版社廣告及書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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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則引起佛教界注意。

時報》報頭下及《講義》雜誌刊登。

3. 1985 年，開本改為菊版八開，頁數增為 80 頁。

12. 1996 年 3 月，舉辦第三屆「佛光文學獎」、「佛

4. 1987 年，再擴增為 88 頁，仍維持菊版八開型。

光攝影獎」；同年 7 月，歷時五年籌畫編輯的

5. 1988 年，舉辦第一屆「佛光文學獎」、「佛光

《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十

攝影獎」；同年，開放廣告，創下佛教雜誌首

年寫真》出版。當時，研究中國佛教史的權威

刊廣告業務，帶動佛教文物發展，並於年底增

日本鎌田茂雄教授特來參加記者會，與會者還

加頁數至 104 頁。

有臺灣編寫白話版《資治通鑑》的歷史學者柏

6. 1989 年，頁數再增為 160 頁，版面革新，改為
電腦打字，於《中央日報》報頭下刊登廣告，

楊、教界心定法師等緇素長老大德，引起各大
媒體熱烈報導。

且在全臺各大書局均有販售；同年 7 月起，連

1997 年 1 月，《普門雜誌》改版；於 2001 年

載〈星雲日記〉，自此成為最叫座的專欄，並

1 月，為提升佛教學術風氣而轉型為《普門學報》；

成為海內外緇素大眾引頸企盼、得知大師最新

另在馬來西亞繼續出版《普門雜誌》，迄今不衰。

行事的管道。

前後三十三年的變革中，在星雲大師的堅忍

7. 1990 年，頁數增為 192 頁，內容逐漸與社會脈

撐持下，《普門雜誌》已成為臺灣佛教及馬來西

動結合，並增加新聞性、生活性的話題，並於

亞佛教的期刊重鎮。 在《普門雜誌》創刊 200 期

《聯合報》、《中國時報》首度刊登全彩廣告，

特輯中，歷任社長、主編多提及《普門雜誌》早

創下一天內得到 400 張訂戶的紀錄。

期的困苦環境：

8. 1991 年 2 月，《聯合報》以彩色篇幅報導，譽

慈惠法師說：「當年從《覺世》又增加《普

《普門雜誌》為「佛教界的聯合文學」；同年 4

門》，在人力及經費上皆非常拮据。佛光山為了

月起，每期免費提供兩則半版的公益廣告；並

《普門》可說罄其所有，在大師一聲令下，各別

自 7 月起，開始策劃《跨世紀的悲欣歲月──

分院皆按月出資補助，大力推廣。如此二話不說、

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之編纂及系列活動。

不惜一切、全力以赴的共識，也因佛光山是以文

9. 1993 年 3 月，舉辦第二屆「佛光文學獎」、「佛

教起家，而大師是以文字弘法來延續法脈、薪火

光攝影獎」；同年 10 月起，《普門雜誌》不但

相傳的。」

於全臺各大書局、OK 便利商店展售，亦放置於

依淳法師說：「當時既缺乏編輯人才，也缺

華航、長榮等國際航線；同年 12 月，與誠品書

乏發行經費。因為人才、錢財均欠缺，不得不把

店合辦「千手千眼」系列講座 7 場。

理想擺一邊，因財就簡編輯問世。由於經費困難，

10. 1994 年 2 月至 3 月，與臺北道場合辦「生命的

又屬贈閱，不得不精打細算，一分錢作十分錢用，

活水──佛教與我」講座 49 場，邀請各界名

工作人員僅二、三人，都是身兼數職的義工。可

家演說，是為佛教界創舉。

貴的是，雖然是義工，但每屆編輯之期，均卯足

11. 1995 年，形象廣告開始於《聯合報》、《中國

勁，全力以赴，漏夜趕工，數日不眠不休是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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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可是我們法喜充滿。」
依空法師說：「《普門》的經濟拮据，一直
是我們胸中的痛與無奈。要信徒出一百元做慈

信心。《普門雜誌》能成為佛教界的標竿，開創佛
教期刊大開大闔的盛世，誠如大師經常勉勵我們的
「集體創作」，那是一種為教護法的使命。

善，善人易為；要他們訂一本雜誌，簡直匪夷所
思，佛書不是贈送的嗎？事實上，讀者每訂閱一

四、以學術立足的《普門學報》

本《普門》，我們便要倒賠十多元，更遑論贈閱

2000 年，由於《人間福報》的創辦，佛光山

了。為了廣為招睞，我開始『出賣』自己，只要

有感於《普門雜誌》和報紙文學性、通俗性的重

訂閱《普門》，我便去佛學講座，文教工作一齊

疊，乃將已發行二十一年的《普門雜誌》，於 2001

來。師兄弟們都笑我一心稱念：『南無普門佛！』

年轉型為《普門學報》，重新接續早期《佛光學

另外，佛光山海內外別分院，義賣搶購似地爭先

報》的命脈。

為《普門》認養訂閱份數，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佛光山發行學報，最早可追溯至 1977 年的《佛

佛光山都監院每個月各贊助普門新台幣二十萬

光學報》，第一份《佛光學報》的發行，為佛光

元，數年不斷，使《普門》能維持至今；佛光山

山開山十周年的獻禮。

的門下弟子對於佛教文教事業，能有一致的共
識，實為《普門》之幸，佛教之幸！」

當時，大師對學報的發行擬出了六大宗旨：
1. 培養佛學研究之風氣。

1989 年，到筆者接手，雖也艱困，但前人已

2. 發揚經論內涵之真義。

打下基礎，只有更賣力，守成更要開創新局。除

3. 啟迪佛學新知之發現。

了把贈閱改為訂閱，請專業美編設計，廣邀專家、

4. 溝通佛教宗派之見解。

學者、作家賜稿之外，並展開全臺巡迴推廣行銷，

5. 運用現代治學之方法。

還辦講座、讀書會、旅遊等活動，走出去與教界、

6. 介紹佛教思想之著作。

學界、藝文界交流。

1989 年，佛光山更將首次全省行腳托缽款成

《普門雜誌》，從極少數工作人員，發展至

立了「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每年舉辦各種學術

後來幾十人的團隊；從拮据的經濟、困苦的環境，

會議，鼓勵研究佛學論文發表，贊助學術研究等。

演變到後來成長、進步的狀態；從不足百頁的厚

慈容法師在「發行人的話」〈《普門學報》

度，漸次發展為近 200 頁，成為國內發行量最大

發行緣起與展望〉裡，說明《普門學報》創刊的

的佛教刊物，發行網遍及五大洲。所有的成長，

意義：「現在我們這份《普門學報》，並沒有宗

皆為歷任主編的同心耕耘，同仁的投入、佛光山

派、門戶的限制；既曰『普門』，即希望容納各

法師的支援和讀者的熱心關切、愛護、訂閱與協

宗、各派，以及中外古今的論說，甚至不同的觀

助推廣所致。

點，乃至和傳統的佛教有差異的理論，只要言之

尤其大師的關懷與支持，使得財務困難解決、

有理有據，我們都樂於刊出。……今後學報在發

稿源不斷，再加上大師親自賜稿，編輯群充滿無比

行量上不希望增加，但求內容、素質上能夠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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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普門》能成為一份學術性的、研究性的，和

出符合新世代、數位時代的期刊雜誌，便能成功

所有學人共有的報刊。」

激發讀者興趣，進而重新樹立佛教期刊的典範，

由 2001 年 1 月起，《普門學報》每逢單月出

引領社會思潮。

刊，至 2010 年 12 月停刊，歷經十年，共發行六
十期。目前正積極進行轉型規劃。

結語

《覺世》旬刊、《普門雜誌》、《佛光學報》、

歷來對文化有心的人，不但自己奉獻心力、

《普門學報》等期刊，自 1957 年至 2010 年，走過

性命於文字工作，更大力倡導呼籲，期能影響更

半個世紀，歷經臺灣佛教期刊的興衰。至今，面臨

多的人。然而，一項偉大的事業，總是需要集體

數位科技發展興盛的資訊化時代，該如何因應，尚

創作、眾緣和合。

需研擬出最符合時代趨勢的方式。若想再次引起讀

如今，大師出家七十年，弘法一甲子，超過

者對於佛教期刊之注意，必須將過去的期刊資料整

半個世紀以來，佛光山的文化從平面媒體到電子

合、建立資料庫，以利後人查詢、研究。

媒體、到發展全球網路世界，百花齊放、多所創

五、佛光山期刊的展望
目前，佛光山除積極規劃《普門學報》轉型

舉。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領導下，以一個佛教僧
團所從事的文化事業，不比民間企業遜色，對整
個佛教的影響更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影響！

外，亦因應時代趨勢，將舊有期刊、雜誌製作為

但大師對這些成就的看法卻是：「光榮歸於

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等。如《普門雜誌》已在

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

進行的數位化工作，期盼未來能如「維基百科」

檀那。」這四句話，成為佛光山文化事業未來永

一般，除期刊內部資料可輸入關鍵字進行查詢

續發展的標竿，也成為佛光山期刊的普世價值。

外，亦可直接點選關鍵字連結搜尋相關資料；而
《普門學報》已可於網路下載完整內容之 PDF 檔。
未來，實體書籍雖得面對數位化威脅，卻仍
有存在空間，並不會完全被電子書所取代。未來
新期刊可望同時以紙本及電子期刊型態發行，便
能同時囊括不同閱讀族群，除保有過去實體期刊
閱讀族群外，新世代電子期刊愛好者亦可能受到
吸引而產生閱讀興趣。真正的重點其實在於期刊
本身的內容──如何在現有的佛教宗派、理論
中，尋找出可進行深入探索的議題；又如何在未
知的佛教領域中，發掘出讀者可能有興趣的主題
──若能針對此二方向，進行一系列規劃，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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