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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期刊發展探討 
──以《慈濟月刊》為例（1967-2012） 

鄭凱文（註 1）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宗教團體所發行的紙本期刊，扮演著重要的宗教傳布功能，不僅是宗教領袖傳遞理念的媒

介，也是宗教信仰者與非信仰者獲悉教團發展的訊息平臺。透過期刊工作者們經年累月地細心處理

龐大資料，已編撰出後人不可或缺的文獻史料庫，不僅在文獻與圖像之間記錄著當代宗教的開展脈

絡，就文史結集的意義而言，對人類文明更有著超越時空的珍貴價值。 

    此外，基於全球資訊時代與環保意識的崛起，儘管臺灣多數讀者仍偏好紙本閱讀的習慣，但數

位趨勢卻已無從迴避；因此，製作電子月刊、推廣數位閱讀，也逐漸成為宗教期刊持續流通的應對

方針。如何面對未來的優勢與劣勢，值得相關出版單位深思。 

    準此，本文以當代臺灣佛教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之一：《慈濟月刊》為例，除了探討其歷史沿革

與發展現況之外，也同時論及該刊面對數位閱讀時代的調適之道；期待能與佛教界、出版界、傳播

界、文獻史料學界，以及圖書資訊界等專業人士，互相學習、對話與交流。 

關鍵詞：宗教期刊；臺灣佛教；佛教期刊；慈濟月刊；紙本期刊；數位閱讀 

 

 

前言 

宗教期刊對於宗教傳播而言，占有舉足輕重

的角色，尤其在資訊科技尚未普及的時代，記載

教團脈動的紙本期刊，不僅是宗教內外部成員掌

握教理脈絡的訊息來源，更能使口耳相傳的人際

傳播模式，增添豐富的文字依據。 

由於宗教期刊記錄著宗教文化的發展歷程，

透過長期彙編的圖檔和文獻資料，已成為宗教信

仰者與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庫。筆者以

為，宗教學界除了專研梵、藏、漢、日文之文獻，

以及全球各地的佛教史料之外，如何探討當代臺

灣佛教期刊的議題，實不容忽視。一方面，其研

究成果得以顯明佛教文化事業的經營過程；另一

方面，各界也能對當代臺灣佛教的歷史與現況，

有較為清晰的理解。 

再者，當前全球正處在資訊科技與綠色環保

的時代，多樣化的數位平臺正逐漸取代「紙本」

閱讀型態。如何愛惜資源、減量印刷，同時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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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讀、易讀與圖像化」的閱讀趨勢，並考量新

型態的「使用者經驗」，正考驗著出版單位承先

啟後的創新智慧。是以，本文以《慈濟月刊》（早

期稱為《慈濟》雜誌，又簡稱《慈濟》）為探討

對象，（註 2）除了溯源歷史、說明現況之外，也

進一步觀察其因應數位閱讀的來臨，如何調適與

轉型，又進行了哪些實際的推廣模式，作為考察

當代臺灣佛教期刊發展之參考。 

壹、《慈濟月刊》歷史沿革 

在財團法人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

行文簡稱：慈濟）的文史出版品當中，至今出版

量與傳閱率最高的代表性讀物，除了證嚴法師《靜

思語》之外，莫過於《慈濟月刊》。該刊物為當

代臺灣地區廣泛流通的佛教期刊之一，翔實記載

臺灣慈濟的源起與發展，及其信仰群眾實踐佛教

「慈悲喜捨」精神的美善篇章，已成為當代臺灣

佛教發展史中重要的一環。如現任慈濟人文志業

中心執行長王端正先生曾表示：「事實上，《慈

濟》月刊伴隨著慈濟功德會的成長而成長，《慈

濟》月刊的成長軌跡就是慈濟功德會的成長軌

跡。……可以從早期《慈濟》月刊的版本與內涵，

找到慈濟功德會的原始精神與原貌。」（註 3） 

發刊至今，《慈濟月刊》透過「慈濟人文志

業中心──中文期刊部」（註 4）的專業編輯、撰

述與攝影人員的每月結集，依舊承載著證嚴法師

的高度期許，以媒體清流為使命，不作無益於淨

化人心的報導；全心全意地「為淨化心靈作活水」

──展現人文良能；「為祥和社會作砥柱」──

展現教育良能；「為聞聲救苦作耳目」──展現

慈善、醫療良能，矢志為社會注入源源不絕的人

文理想與清流。而其內容與精神主軸，皆與慈濟

的四大志業精神相契應。 

一、創刊宗旨與刊物定調 

筆者首先溯源自 1967 年 7 月 20 日《慈濟》

雜誌創刊號〈社論──發刊獻辭〉，探究其最初

的創刊宗旨、創辦立場和主要用意。以下引文為

節錄之內容： 
我們這個「慈濟雜誌」，顧名思義、無疑地，

是「慈悲為懷，濟世為志」，但卻是廣義而非

狹義，積極而非消極的。所以，我們的創刊主

旨雖然是：（一）闡揚佛教真諦。（二）報導

佛教動態。不過，我們的主要用意，卻完全在

乎：（三）介紹好人好事。（四）挽轉社會頹

風。「闡揚佛教真諦」和「報導佛教動態」是

以「慈悲」為出發點的，而「介紹好人好事」

與「挽轉社會頹風」乃是以「濟世」為總歸驟。

因此，我們才敢強調的說：從命名到主旨，都

是廣義而非狹義，是積極而非消極的。……我

們這個「慈濟雜誌」的版地雖然不大，但卻非

常珍貴；我們同仁的力量雖然有限，但卻非常

熱誠。今後決不浪費一字一行，說那無益於人，

無利於世的話；今後也決不違背主旨與用意，

去做那無關潛移默化，無關「慈悲」「濟世」

的事。（註 5） 

《慈濟》雜誌創刊號裡的發刊辭，是由首任

總編輯侯蔚萍徵詢過證嚴法師的意見寫成的，《慈

濟》雜誌也因此而定調。筆者由此發現，以「慈

悲為懷，濟世為志」取名的《慈濟》雜誌，是在

廣義而積極的立意中出發，雖然是屬於佛教團體

創辦的刊物之一，以弘揚佛教為旨，卻不自限於

宗教隔閡，而將報導範圍擴及社會中的「好人好

事」，具有明顯的淑世理想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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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刊源起與關鍵人物 

1967 年，慈濟功德會編號第五號委員陳貞如

（法號：靜智），當時在花蓮市區經營委託行並

兼任《民聲日報》記者，她向證嚴法師提出了興

辦雜誌的構想，期能宣揚佛教慈悲理念，也能藉

此號召更多善心人士的捐款贊助，因此決心與同

為慈濟委員的舅母吳玉鳳（法號：靜慈）每日節

省 30元、每月集資 1千 8百元，共同籌措刊物出

版費用。此外，陳貞如也請託當時在花蓮媒體圈

被尊稱為「三仙老公仔標」的《中央日報》花蓮

分部主任林志勝、《中華日報》特派員侯蔚萍，

以及《中國時報》特派員溫煥元等人的協助，終

於順利通過戒嚴時期的嚴格審查，完成《慈濟》

雜誌的申請登記。（註 6） 

1967年 7月 20日，慈濟功德會成立十四個月

又六天，慈濟的首刷刊物：《慈濟》雜誌以報紙

型、四開兩張、四個版面，在臺灣花蓮正式創刊，

邀請林志勝擔任發行人、侯蔚萍擔任總編輯、《民

聲日報》特派員李業漢兼任記者，陳貞如和吳玉

鳳則分任社長、副社長，每月 5日、20日出刊，

首期發行三千份，此即慈濟文化志業的濫觴。1968

年 4月（第 18期）創刊九個月後，《慈濟》從半

月刊改為月刊，每月視捐款名單與受救濟戶多

寡，出版四至六個版面；六年後，自 1973年 8月

第 82期起，改為十六開雜誌型裝訂本，篇幅也隨

之遞增。由陳貞如出資、負責《慈濟》雜誌編務

三年多後，進而轉入靜思精舍進行編排，而陳貞

如因時常跟隨證嚴法師外出訪視貧戶、記錄個案

資料，仍常供稿給《慈濟》雜誌使用。（註 7） 

此外，當年證嚴法師為感激侯蔚萍義務協助

《慈濟》雜誌編撰工作，每月出刊之前，都會親

自前往侯家關心出版內容和進度。侯蔚萍協助編

務達二十多年之久（後來編務轉到臺北慈濟文化

中心），可說是《慈濟》雜誌的靈魂人物，一直

到 1986年慈濟醫院啟業後，他仍常在《中華日報》

上發表文章，傳遞慈濟訊息。除了侯蔚萍之外，

1975 年任職花蓮《更生日報》、後來轉任《自由

時報》特派員張新舟，以及花蓮慈濟醫院建院時

期前來採訪的《中央日報》特派員邱錫英等人，

也是《慈濟》雜誌的早期撰述者。他們都是因採

訪新聞而認識慈濟。（註 8） 

繼侯蔚萍之後，《慈濟》雜誌的編務，從花

蓮靜思精舍移至臺北長安東路新成立的「慈濟文

化中心」，由享譽華人佛教界、文學界、雜誌出

版界的陳慧劍接任總編輯一職。李玉珍教授曾在

〈戰後台灣的佛教出版事業：以陳慧劍為例〉一

文中指出： 
（民國）七十八年陳慧劍六十二歲，八月一日

接受慈濟基金會證嚴法師之邀請，出任台北慈

濟文化中心以及《慈濟道侶雜誌》總編輯，並

且為慈濟策劃文化出版弘法事宜。七十九年十

一月，慈濟文化出版社成立，出版一系列以慈

濟人事為主的文化書刊以及視聽影帶。陳慧劍

六十五歲那年暑假，因病申請提前一年退休，

於八月一日離開教育崗位；同年又因慈濟文化

中心改組，於十二月十日正式向證嚴法師辭

職，任職慈濟計三年四個月二十三天。（註 9） 

1991 年初期，臺北慈濟分會興建完工啟用，

慈濟文化中心也因此遷入位於忠孝東路的新會

所；儘管陳慧劍任職時間不長，對正值轉型期的

慈濟文化事業之擘劃，卻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限

於本文篇幅，筆者將於另文探討，此不深究）。

在陳慧劍辭職之後，由編輯部職員王慧萍接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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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處理編務至今超過二十年，如侯蔚萍一樣

毅力驚人；她帶領同仁歷經組織變革、刊物改版、

專欄推陳出新等不同階段，更推動了《慈濟月刊》

從紙本形態轉為紙本與數位雙軌並進的時代。 

貳、《慈濟月刊》內容特色與現況 

一、編撰風格與演進階段 

根據《慈濟月刊》在不同時期所彰顯出的內

容取向，大抵可分為三階段： 

（一）第一階段（1967年至 1979年）：求真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執行長王端正曾清楚地指

出：「《慈濟》月刊是在上人創立慈濟功德會後

一年多才正式出刊，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徵信』，

主要內容是『名單』，主要報導是『會務』。」

（註 10）由此可見，早期《慈濟月刊》的內容，

除了傳遞慈濟功德會的會務訊息外，還清晰的羅

列出善心人士的芳名錄──記載支持者的姓名和

捐款金額明細；而此透明的名單記錄，即直接成

為慈濟感謝各界支持的明證。重要的是，這些明

細記錄不僅成為該刊物的初期特色，更成為慈濟

功德會成功取信於社會大眾的關鍵之一。 

（二）第二階段（1980年至 1997年）：求善 

為在花蓮建設慈濟醫院，證嚴法師帶領慈濟

委員走向社會，以「佛法生活化、菩薩人間化」

的精神宗旨，加上「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

萬蕊造慈濟世界」兩句對聯，推動深入淺出的佛

法教化；而《慈濟月刊》也隨此跨越徵信格局，

先在 1979年 9月 5日（第 155期）增闢「慈濟委

員小傳」專欄；1983年 1月 5日（第 195期）又

增闢「隨師行記」專欄，以及 1985年 1月 5日（第

219 期）增闢「靜思晨語」專欄，進一步弘揚善

法，並開始按時序記錄證嚴法師弘法利生的行腳

記實，提供大眾更豐富的心靈資糧。此外，1993

年 1月 25日（第 281期）起，《慈濟月刊》也由

十六開本增大為菊八開本。 

（三）第三階段（1998年至今）：求美 

由於 1998年 1月 1日慈濟大愛電視臺開播，

慈濟的文化志業也從「平面刊物輔以廣播電臺」

的傳播媒介，再跨入數位媒體與電視傳播的高科

技工程。（註 11）為此，《慈濟月刊》也因應時

代變革，在 1998年 1月（第 374期）出版「1998

創新版」，篇幅增為 128頁，同時改為全彩印刷。

此外，他們更延攬專業攝影記者加入編採團隊，

突破早期「採訪兼攝影」的一人多角色模式，使

團隊分工更具規模，也更為細緻，逐步強化圖像

品質與版面的視覺美感。至 2007年 4月 1日，《慈

濟月刊》編輯部推出電子雜誌；發展至今，已陸

續推出六種數位閱讀模式，提供讀者更多樣化的

介面選擇。（註 12） 

近年來，《慈濟月刊》更以「為時代作見證、

為慈濟寫歷史」再次為刊物定位，耕耘這一系列

從「慈濟觀點」出發的大眾服務刊物。編採團隊

使用溫婉的筆觸，用心記錄當代人事物的大愛精

神與善行典範；並致力以「報導文學」的形式，

深入追蹤臺灣至國際間的時事新聞，讓議題更加

多元，同時向社會大眾傳播向上、向善的慈濟人

文價值觀。 

總體而言，《慈濟月刊》的內容，一方面著

重在臺灣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的發展脈

動，包括慈善、醫療、教育、文化（「文化」志

業現已更名為「人文志業」）、骨髓捐贈、國際

賑災、社區志工、環境保護等項目之外，也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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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慈濟志工的真人實事報導；透過心靈體

悟、家庭生活、社會服務、素食推廣等範疇，重

建護惜、付出、互愛、互助與和諧等倫理價值觀。

另一方面，《慈濟月刊》則秉承證嚴法師的媒體

經營方針，欲為臺灣社會樹立「報真導正」的清

流媒體觀，在現今紛亂的媒體氛圍中，形塑出一

條清新之路。 

二、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最新版） 

 

圖 1：《慈濟月刊》組織架構簡易圖 
資料來源：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 

筆者按：《慈濟月刊》發行人為釋證嚴法師；人文志業執行長為王端正居士 

 

圖 2：《慈濟月刊》專職人員編制圖 
資料來源：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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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月刊》編制內工作團隊，目前共有專

任職工 14人，另有美術編輯 1人（採外包制）。

此外，整體（幕後）工作團隊另有：慈濟人文志

業中心客服與物流單位職工（協助郵遞）、慈濟

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職工（協助製作光碟與圖

片管理）、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註 13）、繪畫

志工（含插畫）、校對志工、打字志工、裝封打

包志工，以及新豪華公司免費製版。他們不僅是

該刊物龐大而堅實的後盾，更大力分擔了專職編

採人員受限於刊物製作時間與人力的不足。 

三、經費來源與流通發行 

從 1967年 7月 20日創刊號計算至 2012年 7

月 20日，《慈濟月刊》已發行屆滿四十五年，將

近半個世紀；若計算至 2012年 11月 25日最新一

期止，則一共發行了 552期。在 1990年時，單月

發行量已達 21萬本；至 2007年時已高達 30萬本

以上，成為該時期全臺灣單月發行量最大的中文

月刊類雜誌。 

為響應環保，目前《慈濟月刊》每月紙本發

行量調整為約 10萬 5千本，全年約 126萬本；製

作經費由該刊物編輯部編列年度預算，由「贊助

慈濟人文志業」捐款項目支付。（註 14）《慈濟

月刊》每月 25日定期出刊，以免費贈閱方式，發

行、配送至全球二十九個國家，可由慈濟授證委

員根據會員需求數量，於臺灣及海內外慈濟分支

會領取，讀者亦可直接去信索閱。 

四、各式專欄簡介（最新版） 

（一）固定專欄 

1. 「社論」：以慈濟觀點出發，提供不同於坊間

新聞報刊的論述風格與探討視角。不以嘲諷謾

罵或辛辣爆料的字句，針砭人物時事；而採正

向溫厚的筆觸，展現社論的關懷力道。 

2. 「心靈交流道」：讀者與眾談心的專欄空間，

不論是閱讀各期《慈濟月刊》或任何慈濟出版

品的心靈感悟，或是投入慈濟各項志工服務的

實踐分享，都非常歡迎投稿。 

3. 「靜思晨語」：證嚴法師每月開示內容，以短

篇主題形式呈現，篇幅約 100字左右。 

4. 「無盡藏」：證嚴法師每月開示內容，以長篇

主題形式呈現，篇幅約 3,500字上下。 

5. 「衲履足跡」：證嚴法師每月行程記錄，由靜

思僧團隨師出家眾逐日結集成篇，採單日主題

形式呈現，總篇幅約 30,000字左右。 

6. 「隨師行腳．攝影筆記」：證嚴法師每月行腳

側寫，此專欄由慈濟志工阮義忠、袁瑤瑤兩人，

採用黑白照片搭配相應文字，撰述當月焦點。 

7. 「特別報導」：由《慈濟月刊》專職撰述，負

責第一線報導（或由海內外當地的慈濟人文真

善美志工供稿）。 

8. 「主題報導」：由《慈濟月刊》專職撰述，負

責第一線報導（或由海內外當地的慈濟人文真

善美志工供稿）。 

9. 「百川歸海」：目前由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

究所教授群或研究生執筆，以宗教和人文的角

度分享多元觀點，同時融合慈濟思維，以單頁

形式呈現，篇幅約在 750～900字左右。 

10. 「晶瑩童心」：兒童專欄，採圖文搭配形式，

並加上注音符號，以利學齡兒童學習閱讀。 

（二）一般專欄 

「聞思修」、「寰宇慈濟」、「天涯共此情」、

「蔬國人物誌」、「草根菩提」、「慈院志工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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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醫之愛」、「助人線上」、「喜樂證言」、「真

情映象」、「慈善臺灣」、「一句話的力量」、「上

布施」、「大懺悔」、「生命練習題」、「銀髮之

愛」、「疾風勁草」、「發現歡喜」、「會心一刻」、

「厝邊頭尾一起來」、「人文沉思」等；依各式文

稿內容主題進行分類，此不一一詳述（版位隨機，

不定時刊登）  

（三）固定刊載 

「大愛電視臺節目表」、「慈濟廣播節目時刻

表」、「慈濟海內外聯絡點」、「慈濟志業體徵才訊

息」、「出版書訊」。（版位不變，資訊每期更新） 

（四）不定期刊載 

慈濟各級學校招生訊息或慈濟志業各式活動

宣傳等。（版位隨機，資訊每期更新） 

（五）封面、封底 

版型不變，圖文每期更新。 

五、《慈濟月刊》得獎記錄 

（一）金鼎獎（七次） 

2012年  最佳攝影入圍獎──〈北韓：一碗菜粥〉 

2008 年  最佳攝影入圍獎──〈在貧與病中，看

見笑靨〉 

2007年  最佳攝影入圍獎──〈印尼日惹大地震：

巨變後的童顏〉 

2005 年  最佳攝影獎──〈伊朗大地震：傷慟與

希望〉 

2002年  綜合類優良雜誌出版推薦 

2001年  綜合類雜誌獎 

2000年  家庭及生活類優良雜誌出版推薦 

（二）卓越新聞獎（三次） 

2011 年  新聞攝影獎──〈巴基斯坦：世紀洪患

後〉 

2005年  國際新聞報導入圍獎──〈海嘯浩劫後：

走向復甦的亞齊〉、〈微笑吻走了淚滴：

見證斯里蘭卡海嘯重生〉 

2004 年  國際新聞報導獎──〈深入伊朗大地震

現場〉 

（三）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四次） 

2007 年  新聞報導攝影獎──〈互助互補  最佳

拍檔〉 

2006 年  新聞報導獎──〈留住澎湖自然之美：

菊島吹拂環保風〉 

2003 年  新聞報導獎──〈彩虹國度裏的愛心虹

彩：愛在南非〉 

2001 年  新聞報導獎──〈基隆河畔藍天白雲：

象神風災特別報導〉 

（四）台灣公益新聞金輪獎  

2012 年  新聞採訪攝影獎優等──〈北韓：一碗

菜粥〉 

（五）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 

2007年  平面攝影報導入圍獎──〈跳躍青春〉 

（資料來源：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 

參、面對數位閱讀時代的挑戰與因應 

隨著慈濟組織成員與一般會員逐年遞增，《慈

濟月刊》讀者也大幅增加。2007年 3月 25日以前，

《慈濟月刊》每月全球發行量為 32萬 1千 8百本，

即使每月持續以 2 千本左右的速度增加，仍舊供

不應求。2007年 3月 25日以後，為落實珍愛地球

資源、減少林木砍伐、減緩暖化危機，證嚴法師

指示相關從業人員，儘速推動數位閱讀的電子化

進程，積極響應「環保無紙化」的綠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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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慈濟更進一步與華碩公司和中華電

信，共同研發「靜思電子書閱讀器」，拓展慈濟

志工數位閱讀的腳步。此外，《慈濟月刊》也與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以數位編輯外

包的方式，製作全螢幕電子書、刊登《慈濟月刊》

電子報等，並提供免費下載與訂閱功能。 

《慈濟月刊》編輯部自 2007年 4月開始同步

發行「電子月刊」，全力降低龐大的紙本印刷量；

2009 年 5 月底，紙本發行量已降至 10 萬 6 千 5

百本，降幅超過 67%；兩年來累計減量 397萬本，

成功地節省印製成本數千萬元，執行效益明顯。

截至今日，《慈濟月刊》陸續增添了六種數位閱

讀模式，裨益讀者以線上或離線模式展閱；不僅

落實環保，同時節省慈濟倉儲空間，也能一併解

決個人家中藏書空間不足的問題。 

筆者簡介六種數位閱讀模式，如下： 

一、線上下載 PDF全螢幕彩色電子書。 

二、線上瀏覽網頁全彩圖文版。 

三、線上瀏覽網頁文字版。 

四、線上免費訂閱《慈濟月刊》電子報。 

五、付費購買由華碩公司、中華電信與慈濟基金

會合作、客製化研發的「靜思電子書閱讀

器」，進入慈濟雲端書城，即可免費下載 Epub

黑白電子月刊。（註 15） 

六、上網免費註冊成為 Facebook用戶，即能搜尋

《慈濟月刊》，閱讀各期最新內容；另可加

入 Facebook社團「悅讀．慈濟月刊」，即可

回應閱讀感想。 

前三種閱讀版本，讀者可直接進入慈濟人文

志 業 中 心 網 站 下 載 ， 不 用 帳 號 與 密 碼

（ http://www.newdaai.tv/culture/?mod=tc_monthly

）。閱讀 PDF全螢幕彩色電子雜誌，僅需事先下

載 Adobe Acrobat Reader軟體即可，且每期檔案皆

可保存於個人電腦中，讓讀者隨時能在「離線狀

態下」閱讀。網頁圖文版編排與實體雜誌相同，

但具備單頁或跨頁顯示雙重功能，不僅可以符合

讀者習慣的紙本視覺和翻頁形態，也能隨時放大

畫面檢閱。網頁文字版則捨去圖片，僅刊載當期

文字內容，方便瀏覽與傳閱；不過，自 542期起，

網頁文字版也已新增圖文同步顯示功能，豐富閱

讀需求。（註 16） 

第四種模式：讀者若不需要儲存全文電子

檔，或沒有一次瀏覽整本圖文的需求，也可進入

聯合電子報網站（ http://paper.udn.com/UDN/ 

Subscribe/subscribe），免費訂閱《慈濟月刊》電子

報（http://paper.udn.com/UDN/Subscribe/PapersPage/ 

papers?pname=POL0010）。訂閱者將於最新一期

紙本《慈濟月刊》出刊後的四週內，在個人設定

的電子信箱中，陸續收到四期電子報，分散每次

的閱讀量；四期電子報中約含當期月刊七成內

容。使用此模式的優點在於，讀者能在平時收信

時直接讀取月刊，不必擔心忘記出刊時間而漏失

慈濟訊息；此外，對於無暇一次閱讀整本月刊的

讀者，也能快速選讀感興趣的主題篇章，強化閱

讀效率。自 2010年 12月 16日《慈濟月刊》電子

報發行第一期統計至 2012年 11月 30日為止，近

兩年期間，總訂戶數為 6,010戶。（註 17） 

第五種模式：讀者也可以選用「靜思電子書

閱讀器」，進入慈濟雲端書城，點選靜思法海→

慈濟期刊→中文期刊→慈濟月刊，即能免費下載

Epub黑白電子月刊。（註 18）儘管受限於閱讀器

尺寸、版面顯示文字有限，電子月刊得進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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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但「靜思電子書閱讀器」是專為閱讀需求

而設計，不僅非常省電，且螢幕清晰不反光，相

較於畫面鮮艷光亮的平板電腦而言，較能減輕眼

睛疲勞，適合長時間靜心閱讀。另外，考量目前

彩色版電子閱讀器的研製成本過高，目前仍先配

合黑白顯示器功能進行閱讀；故紙本月刊中的精

美圖片，僅能精選若干幅，並以黑白畫面顯示，

是此模式的侷限之處。 

第六種模式：全球知名社交網站 Facebook，

以免費註冊的方式，串聯出巨大的網路社群，至

今用戶數已超過 10 億，影響力難以估算。

（Facebook 源自美國，創辦人是哈佛大學學生

Mark Zuckerberg，臺灣地區俗稱「臉書」）。有

鑑於此，《慈濟月刊》編輯部也善用此一新媒體

平臺，一來可以邀請全球讀者加入《慈濟月刊》

Facebook，閱讀當期上傳的最新內容（約七成）；

此外，讀者另可加入 Facebook社團「悅讀．慈濟

月刊」，回應閱讀感想或提出建議。自 2012年 8

月 24日推出以來，統計至 2012年 12月 11日截

稿前為止，約三個半月，《慈濟月刊》在 Facebook

的「好友數量」為 2,922位，而「悅讀．慈濟月刊」

的「社團成員」為 2,208位，平均每日增加人數從

20位至 200位不等；按「讚」人數則依當期主題

而定，如最新 552 期當中，關於美國桑迪颶風特

別報導的回應人數最多；而一般情況下，則以單

頁小品文專欄的回應人數較為明顯。（註 19）由

此增幅觀之，未來的開展潛力令人期待，值得持

續關注。（以上六項數位閱讀模式皆可轉載與傳

閱，亦可視個人需求進行列印。） 

《慈濟月刊》專任撰述葉子豪，曾於〈《慈

濟》月刊 500 期──以善知識淨化人心，以新科

技愛護大地〉一文中提到：「電子化的《慈濟》

月刊，展現了知識經濟時代的環保優勢──有限

的紙本，送一本就少一本；電子月刊數量無限，

隨著下載人數增加『從一而生百千萬』，傳播力

無遠弗屆。」（註 20）筆者以為，此段文字巧妙

地運用了《無量義經》的文字，說明了在全球數

位趨勢下，證嚴法師與慈濟推動《慈濟月刊》電

子化的深意，也顯示出宗教平面媒體，若能與當

代數位科技結合，將能發揮更廣大的傳播力量。 

肆、宗教傳播與文史價值 

一、強化宗教內涵，深化傳播功能 

過去四十五年，慈濟影響力在臺灣社會日益

擴增。其中，《慈濟月刊》為慈濟擔負起重要的

布教功能，著實功不可沒。對慈濟內部成員（含

職工、志工）以及一般會員而言，《慈濟月刊》

同時具有文本價值與精神意義，可當作學習用的

參考書，也是查詢用的工具書。一者，該刊物細

膩地梳理了龐雜的圖文資料，呈現出經翔實考證

之後的「彙編選粹」，較能準確傳達證嚴法師的

演說內容，及其推動慈濟志業時的各項理念，裨

益讀者掌握內涵要義；再者，每本月刊裡的有形

圖文，更是眾多海內外「慈濟人」無形的精神食

糧。如臺北地區一位資深慈濟委員陳慈量表示： 
如果《慈濟月刊》是在傳誦佛法，工作團隊每

個月出版一本期刊，就像每個月打造一尊佛；

月刊內容就像佛陀的化身，幫助佛陀來為普羅

大眾說法。如果《慈濟月刊》是渡舟，工作團

隊每個月就像在打造一艘法船、在潔淨眾生的

心靈，一個月又一個月，不斷的「度」，時間

久了，相信也能從凡夫的起點，走入覺有情、

成佛的彼岸。如果每位工作人員，都能將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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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身影完整地記錄下來，也就是在打造未

來古聖先賢的足跡。所有的內容都不僅是筆墨

交會而已，而是生命交會著生命；工作者更是

以宏觀的使命態度，承載普羅大眾的慧命；如

此，文字就更有穿透力了！（註 21） 
（筆者訪談筆記，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從以上畫線的字句中，可以看出在慈濟組織

成員心中，《慈濟月刊》展現出以圖文傳法的深

刻意義與分量。 

第三，《慈濟月刊》也成為慈濟組織成員獲

得志業發展新知、證嚴法師會客談話，以及查詢

慈濟史料的最佳工具。如臺北地區一位資深「慈

誠隊員」（註 22）鄭濟泰說明：「《慈濟月刊》

是慈濟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的濃縮；雖然慈濟現

在有了大愛電視臺，資訊更新最迅速，但是看完

會忘記，而月刊裡的文字我可以看好幾遍，能簡

約的看到每個月上人行腳的重點，還有跟許多重

要來賓的談話，能藉此學習上人在應對和說話時

的智慧。」（註 23） 

《慈濟月刊》一方面是多數慈濟成員最親

切、熟悉且習慣性閱讀的內部文宣，許多成員會

保存各期月刊，成為家中珍藏。另一方面，《慈

濟月刊》也是內部成員對外界介紹慈濟的代表性

刊物；許多志工加入慈濟的「入口」，常是因為

閱讀《慈濟月刊》之後，產生進一步認識慈濟的

念頭。若以慈濟成員的慣用語來說，即：「我是

被《慈濟月刊》『度』出來的！」若從慈濟委員

招募新血的角度而言，也能聽到他們時常充滿信

心並微笑表示：「手上一本月刊，我就能說慈濟，

接引會眾、募心募款。」由此可見，《慈濟月刊》

兼具感動性與實用性，加上文章可讀性高，在慈

濟內外部成員的互動過程中，已成為相當重要的

宗教傳播媒介。 

二、留存臺灣佛教史，展演期刊新風格 

《慈濟月刊》是慈濟文化志業的先河，是臺

灣佛教文化發展的記錄者之一；在臺灣地區眾多

佛教期刊中，也是少數製作成本較高的期刊。此

因慈濟組織發展已邁向高度國際化，因此編輯與

撰述和攝影人員，必須收錄全球慈濟志業資訊；

或因需要各國重要報導題材，而親至當地進行訪

談與攝影；尤其當大型災難發生時，負責報導的

撰述記者和攝影記者，也時常立即出訪，配合當

地慈濟志工，記錄第一手消息。若無法即刻抵達

現場，《慈濟月刊》編輯部亦可仰賴全球慈濟人

文真善美志工即時進行記錄，再將稿件傳回臺

灣；全球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人數初估約 3,000

位左右，就一個民間非營利的宗教團體而言，此

規模已相當可觀。 

綜觀《慈濟月刊》的內容，除了證嚴法師日

常演說與行程記錄的篇幅之外，其深入報導式的

新聞追蹤，乃取材自臺灣與全球慈濟成員與各界

互動的真人實事，藉以傳遞深刻的社會關懷；另

外，在一般專欄部分，則多以抒情性的宗教體悟

為基調，以厚實的生命經驗敘事，傳達慈濟人文

價值觀。值得一提的是，筆者長期細讀發現，若

與刊載佛教經論或義解型論文為主的佛教刊物互

相對照，《慈濟月刊》恰恰呈現了當代佛教期刊

類型的多樣性面貌，流露出另一種清新風格。 

進一步而言，儘管《慈濟月刊》多圍繞在慈

濟全球志業發展，但其範疇卻廣泛地觸及宗教、

佛教、文學、歷史、哲學、生命、教育、文化、

社會、慈善、醫療、種族、國際、災難、環保、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55期  101年 12月 70

時事新聞以及志願服務等。由此可見，《慈濟月

刊》實不易以單項指標即能準確概括、定位之。

筆者以為，或可將其稱為一個以佛教慈悲濟世精

神為核心、以全球慈濟志業為依循、進而發揮跨

領域宗教關懷的「綜合性平面媒體」；而在此基

礎上，加上長年累積出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慈

濟月刊》亦可說是建構了一部兼具臺灣本土性與

國際性的當代慈濟發展史。 

伍、結論與省思 

證嚴法師曾對慈濟人文志業（即平面與廣電

媒體）提出最簡明精要的指導方針，就是樹立「報

真導正」的媒體觀。筆者以為，此言意蘊深遠，

意指媒體在報導社會各式現象的同時，也應進一

步、積極地導惡為善、為閱聽者建立正思維，發

揮媒體深廣的教育功能；而媒體本身更應避免隨

社會亂象或錯誤的價值觀聞之起舞，甚至成為譁

眾取寵、混淆是非、傳遞錯誤榜樣的平臺。 

筆者以為，證嚴法師形塑慈濟「報真導正」

的媒體觀，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指出了各界對於

當今臺灣媒體亂象的無奈：「爆爭倒症」──由

於媒體困在收視率至上的商業競爭壓力下「殺紅

了眼」，而罹患了「爆料不斷、爭論不休、顛倒

是非的症候群」。然而，《慈濟月刊》則時時刻

刻自問：身為佛教期刊的一分子，是否擇取了優

質題材，為讀者「淨化了心」，是否能啟發覺知

智慧，深植慈悲濟世之情。換言之，應善用媒體，

端正人心；而非濫用媒體，混亂社會。準此，慈

濟的媒體製作邏輯，也反映出宗教媒體擇善固執

的道德教化取向，以及證嚴法師欲肩負起媒體社

會責任的崇高理想與淑世態度。 

最後，筆者在探討《慈濟月刊》的過程中，

心中一股「贈閱」即是「無價」的感觸油然而生，

深感法緣無疆、法身無相、法義無量、法喜無價

的連綿深意。展望未來，也期待《慈濟月刊》秉

持一貫「為淨化心靈作活水、為祥和社會作砥柱、

為聞聲救苦作耳目」的宏大使命，以「落實紙本

印刷減量，即是對地球的愛心增量」的出版新思

維，持續地以圖文弘揚佛法、留存當代佛教歷史；

更能以正向、清淨、真善美的傳播願力，走出平

面媒體的新路。 

【附註】 
註 1：本文作者鄭凱文，曾任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

部《慈濟月刊》專任編輯，主要負責社論、證嚴法

師專欄、全球慈濟脈動相關專欄，以及宗教專欄等，

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註 2：筆者發現，過去該刊慣用《慈濟》或《慈濟》雜誌，

顯示其刊名。基於諸多歷史演變與轉型，目前該刊

編輯部已採用《慈濟月刊》為該刊名在行文時的統

一標示。也因此，為避免在本文的引文和行文中，

關於《慈濟》、《慈濟》雜誌、《慈濟月刊》三者

的「標點」和「刊名」差異，會使讀者產生混淆，

或誤認為是編校時的疏漏處，故特此說明之。 

註 3：引自：王端正，〈淨化心靈的源頭活水──賀《慈

濟》月刊三十歲〉，《慈濟月刊》，368 期（1997

年 7月 25日），頁 10-11。 

註 4：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位在臺北關渡慈濟園區，於 2005

年元旦啟用，是一棟由慈濟設立的平面暨廣電媒體

綜合大樓，地址：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 2 號。原設

在臺北忠孝東路的慈濟分會裡的中文期刊部，也在

2005年元旦時，正式與《經典雜誌》、慈濟廣播部、

慈濟大愛電視臺，一同遷入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註 5：引自：侯蔚萍，〈社論──發刊獻辭〉，《慈濟月

刊》，創刊號（1967年 7月 20日），首頁。 

註 6：參見：黃秀花，〈從徵信出發，篳路藍縷為慈濟留

史〉，《慈濟月刊》，488期（2007年 7月 25日），

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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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同上註，頁 20-21。 

註 8：同註 6，頁 22-23。 

註 9：引自：李玉珍，〈戰後台灣的佛教出版事業：以陳

慧劍為例〉，《臺灣宗教研究》，4 卷 1 期（2004

年 12月），頁 93。 

註 10：同註 3，頁 11。 

註 11：1985 年 11 月 16 日，「慈濟世界」廣播節目，在

臺北民本電臺開播，是慈濟第一個廣播節目，也是

慈濟媒體由平面正式轉為立體的起點。引自：慈濟

大愛網路電臺介紹，http://radio.newdaai.tv/newdaai_ 

radio_wp/?page_id=105。1995 年 12 月 1 日，由力

霸友聯頻道免費提供電視時段，「慈濟世界」節目

因此開播，此為慈濟人文志業步上影視媒體的開

端；慈濟「視聽部」同時成立，聘用專職工作人員

製播節目，有心投入影像記錄的志工群也應運而

生。慈濟大愛電視臺自 1998年 1月 1 日開播，象

徵證嚴法師弘法理想的新里程碑。詳見：慈濟大愛

臺介紹，http://www.tw.tzuchi.org/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47%3A2009-09-10

-03-42-16&catid=45%3Aculture-about&Itemid=314
&lang=zh。 

註 12：《慈濟月刊》三階段發展簡史，可參見：王端正，

〈不惑〉，《慈濟月刊》，488期（2007年 7月 25

日），頁 12-17。 

註 13：早期尚未整合時，分別將投入文字與攝影的志願服

務者，稱為筆耕志工與攝影志工；現今投入慈濟團

體服務，並以無償擔任文字（編、採、撰）、攝影

及錄影者，合稱「慈濟人文真善美志工」。  

註 14：資料來源：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 

註 15：可上網下載「靜思電子書閱讀器 PDF使用手冊」，

學習使用方式；或請慈濟人文志工協助說明。 

註 16：網頁文字版的程式系統，由慈濟人文志業中心資網

專員製作，文字內容則由中文期刊編輯部同仁定期

上傳；PDF全螢幕電子書，則委託新豪華製版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免費協助轉檔，由中文期刊編輯部同

仁定期上架。 

註 17：2010年 12月 16日，第 1期《慈濟月刊》電子報發

行，以刊載當期紙本月刊第 528期為發軔。電子報

內容由中文期刊編輯部同仁定期上傳。《慈濟月刊》

電子報簡介內容如下：《慈濟月刊》電子報內容蘊

含平凡人物的行善觀、逆境發光的生命觀、淨化大

地的環保觀，以及人道援助的國際觀。以人文關懷

角度看世事、寫實事，發掘「善的生命力」、激盪

「善的行動力」，希冀能為社會營造溫柔的「心靈

工程」。而證嚴上人衲履足跡的彙編選粹，慈悲與

智慧的雋永語錄，更是您日常生活中不容錯過的心

靈資糧！（鄭凱文撰文、涂慶鐘修訂）《慈濟月刊》

電子報訂戶數資料來源：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

刊部。 

註 18：Epub黑白電子月刊版本，由慈濟基金會資訊處專員

收到中文期刊編輯部當期內容後，另行編排上傳。 

註19：資料來源：慈濟人文志業中心中文期刊部。在Facebook

平臺上的《慈濟月刊》內容，由中文期刊編輯部同

仁定期上傳。 

註 20：引自：葉子豪，〈《慈濟》月刊 500期──以善知

識淨化人心，以新科技愛護大地〉，《慈濟月刊》，

500期（2008年 7月 25日），頁 92。 

註 21：筆者訪談筆記，2012年 9月。 

註 22：慈濟早年推動四大志業者以女性委員為主，男性多

處於幕後護持。1989年，為迎接慈濟護專創校開學

暨花蓮慈濟醫院三周年慶，配合慶祝開學 2萬人大

活動的秩序維護工作，需要男性成員負責車輛調

度、交通指揮、會場布置等工作，於是有熱心成員

號召男眾居士投入，稱為「保全組」。後來這股男

眾力量漸漸凝聚成型，1990年 7月，由證嚴法師正

式命名為「慈誠隊」，隊員必須持守慈濟「十戒」：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抽

煙不吸毒不嚼檳榔、不賭博不投機取巧、孝順父母

調和聲色、遵守交通規則、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

行。參見：慈濟全球資訊網：〈護法金剛──慈誠

隊〉，網址：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4%3A2008-

11-17-04-53-53&catid=86%3Atzuchi-groups&Itemid
=344&lang=zh。 

註 23：筆者訪談筆記，201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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