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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盞常燃不滅的心燈 
──《慈雲》 

蔣治忠  大乘精舍印經會總編審 

【摘要】《慈雲》是三十二開小型刊物，因「慈雲服務隊」慰問病患之需而誕生。本文敘述了創刊

因緣，初、中期至今的歷史沿革；發刊宗旨在淨化人心、宣揚佛教文化、促進教內團結、啟發正信

以接引初機入佛。刊物內容有八個特色，以「大眾化、通俗化、文藝化」為口號。本文也介紹了編

排流程；內容結構含六個主題，文章、漫畫與服務之門是兩個重要的課題。《慈雲》的發行遍及海

內外，發行量增增減減。接著介紹組織與編制；經費不足是一直存在的困難；未來展望是希望能有

一定的基金支援，以發展目前數位化服務之不足，並藉網路之無遠弗屆，促使佛教雜誌業、出版業、

圖書館界能跨界合作。紙本印刷不會消逝，最後期望本刊歷年文章的精髓，也能結集成合集出版。 

關鍵詞：佛教小型雜誌；歷史沿革；宗旨與特色；內容主題；服務之門 

 

 

壹、楔子 

《慈雲》是一本精緻、方便攜帶的佛教小型

刊物。回想起民國 65 年 7 月 30 日創刊以來，從

當初披荊斬棘的發芽階段，逐漸成長，發行量不

斷攀升，曾經大放光芒，也經歷了金融風暴，而

有入不敷出的慘淡歲月。雖然它常常跌跌撞撞、

搖搖擺擺，到如今，絢爛漸歸平淡，面對 E 世代

數位媒體網路的外在環境變化，仍能勉強屹立不

墜，可說是一段漫長的艱辛奮鬥歷程，這裡面的

甘苦辛酸、冷暖濃淡，只有親身經歷過才知道。

記得前已停刊的《菩提樹》雜誌社創辦人朱斐老

居士曾經說過：「要使一個人累倒，就讓他去辦

雜誌。」道出了我們的心聲。 

一份非營利、居士創辦的佛教雜誌，本身並

沒有財力基礎和雄厚資金，而能辛苦勉力地持續

經營了三十六個年頭多，不能說背後冥冥之中沒

有佛力的加被。下面簡要地說明《慈雲》從創刊

迄今，各方面的歷程。 

貳、《慈雲》的發刊、沿革與現況 

一、創刊因緣 

說到《慈雲》的發刊，不得不從「普門文庫」

說起。「普門文庫」係於民國 6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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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邱舜亮、吳馥麟、邱瑞慶居士的最初構想，邀

集了五十餘位志同道合之士，借李錫武居士臺北

市八德路三段 155 巷 3 號的房舍，免費借用而共

同發起成立的。旨在弘法利生，並端正社會風氣。 

民國 64年春，普門文庫同仁，成立「普門服

務隊」。後因中和慈雲寺達進老法師予以經費支

持，成員邱舜亮居士建議把隊名改為「慈雲」服

務隊；民國 64年 9月 19日，在宏印法師帶領下，

慈雲服務隊正式成立了，分為弘法、慈善、文宣、

財務四組。 

宏印法師未久聘請樂崇輝居士帶領慈雲服務

隊，樂居士乃接任服務隊隊長，首重「看病福田

第一」，每周日定期前往各大醫院慰問病患，開

佛教社會服務工作之先聲。 

普門服務隊改名為「慈雲服務隊」後，為探

問病患慰藉其精神生活所需，並為報導服務動態

及弘法工作，隨即而有《慈雲》雜誌的創刊，使

此一「口袋」書方便病患在輪椅或床上閱讀。 

二、歷史沿革 

（一）初期（民國65年7月30日至67年5月30日） 

《慈雲》因拓展「人間佛教」的理念：看病

福田第一，須有「精神」層面的刊物，而孕育出

刊，於民國 65 年 7 月 30 日創刊，社址設在普門

文庫內，並推樂居士為發行人兼社長。 

創刊之初，以「大眾化、通俗化、口語化、

文藝化」等信念形成的內容結構，發行流通，每

月出刊一次。不但慰問病患讀者接引其入佛，逐

漸解除人生八苦，也普遍使一般未接觸佛法、或

傾向佛法的人可引入正信。 

早期《慈雲》的作者，也大多是服務隊的骨

幹，報導了慰問病患的感受與心得，也散播了一

些淺顯易懂的佛理。 

慈雲服務隊的隊員，多來自各大專佛學社團

的菁英，早期經費來源，除隊員自動贊助，前幾

期開頭最困難時，都是由達進老法師負擔籌付。

老法師對「人間佛教」理念的認同與支援，真是

非常少見，令人讚歎。 

慈雲雜誌社配合「慈雲服務隊」的服務活動，

報導了服務隊成立周年（民國 65 年 9 月 19 日）

在慈雲寺舉辦周年活動，同時成立了「慈雲合唱

團」。醫院慰問方面，除定期前往各大醫院外，

也曾前往鐵路醫院、樂生痲瘋院、福安育幼院、

真光教養院，予以慰問並作宗教心理輔助，解決

其精神上的困苦；民國 66 年 11 月，陳世亨大德

也與本刊同仁前往義光育幼院，慰問院童並致贈

慰問金。此外，尚有救濟病患、贈送佛像、結緣

佛書念珠，以及「義侍、助念、施棺、輪流照顧、

代看幼子女」等相連貫工作；也開辦了服務研習

（怎樣做好服務、談話技術、佛學醫學心理常識、

佛曲教唱）以及多次佛學講座等學員進修課程。 

有關雜誌社的社址，原設於普門文庫內，但

樂居士早先（民國 62 年 6 月 19 日）已在臺北市

開封街同仁堂藥舖內地下室，創辦了大乘精舍，

也成立了印經會。所以為了方便編校的關係，雜

誌社編輯部後來即暫由八德路遷至同仁堂內辦

公，發行部仍留在普門文庫；其後又因某些因緣，

雜誌改由大乘精舍接辦迄今。雜誌也間接成為印

經會的輔助性宣傳刊物。 

早期《慈雲》除慰問病患外，也提供給一般人

士索閱，當時大眾化的佛門刊物甚缺，因此發刊以

來大受歡迎，索閱者不斷地增加。但一本雜誌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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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否順乎大眾的需求，彼此的互動也非常重要。

因此，民國 66年 4月，為改善雜誌內容的適宜性，

本刊舉辦了第一次「讀者、作者、編者聯誼座談

會」，由樂社長主持，來自各地出席人數有二十多

位，藉此活動以增進三者之間的溝通與意見交換。

並於同年 12月，首次發行「讀者意見調查表」（同

月，印經會也正式成立「會員制」，發行「印經會

員參加辦法」）。由於雜誌的適宜性改善後，內容

不斷的成長，發行份數乃與月俱增。 

（二）中期（民國 67年 5月 31日至 75年 11月

30日） 

民國 67 年 5 月間，本刊發出第二次「讀者意

見徵詢表」，當時發行量已如雨後春筍，不斷地攀

升。不只是雜誌發行量持續擴增，大乘精舍印經會

的法務也不斷地發展，暫借同仁堂地下室一角的臨

時聯絡處早已不敷使用，且上面是中藥店營業，出

入也不方便，乃於同年 5月 31日，與大乘精舍、

印經會同時遷往延平南路 31號 6樓，租下三十坪

左右的辦公室，作為大乘精舍的「正式道場」。慈

雲雜誌社的「發行部」與「編輯部」，也各由八德

路、開封街一併移至延平南路統一作業。遷來新址

後，同年 6月間，樂社長即以平易通俗的手法，開

始於《慈雲》雜誌上連載「慈雲橋」以廣度眾生。 

慈雲雜誌社在大乘精舍之下，與印經會在新

址統一辦公、協同作業，心無旁鶩，更有利於弘

法事業的推展。未久，又有王悟居士發心資助租

金，一併租下隔壁 33號 6樓作為「講堂」。此後

七、八年間，大專佛學社團紛起，形成一股學佛

熱潮，樂居士不斷地受邀前往各社團演說佛法。

大乘精舍有了「講堂」，就陸續開辦定期「佛學

講座、專題演講、念佛共修、梵唄念誦」，甚至

於「禪坐、書法、佛畫、花藝、佛曲」等文化活

動與教學，一律免費授課。《慈雲》雜誌配合宣

傳與報導，此一期間，可說是法務的蓬勃時期。 

在此期間，民國 69年 10月 31日設立了「舒

仁獎學金」；經兩次籌備會議後，民國 73年 6月

19 日成立了「關心您專線」，係佛教第一座生命

線，於上班時間內電話答覆佛教徒有關佛學問答、

一般諮詢服務、心理輔導等，不足之處則輔以當面

協談、書面答覆或轉介相關單位處理；同年 8月，

正式成立了「大慈服務社」，分為醫院、養老院、

殘障院、育幼院四組，各有帶隊居士，假日定期慰

問服務。民國 73年 7月 28日、74年 3月 9日又有

兩次澎湖七美島弘法之行，以及民國 74年 5月 17

日的蘭嶼弘法。《慈雲》配合宣導、發行量擴充，

讀者遍及兩岸，以及東南亞、美加、澳洲、歐洲各

國，至民國 74年下半年，發行量已突破萬份之數。 

（三）現階段（民國 75年 12月 1日至目前） 

延平南路 31、33號 6樓乃係租用之地，終非

長久之計，感謝大眾的踴躍捐輸，加上私宅抵押

長期房貸，終於有了位於漢口街一段 132 號 6 樓

的現址，作為大乘精舍以及所屬印經會、慈雲雜

誌社的永久道場，於民國 75年 11月 30日正式遷

入。一邊是佛堂兼作講堂，中奉本師釋迦牟尼佛，

旁供代表「悲智願行」四大表法的文殊（智）、

普賢（行）、觀音（悲）、地藏（願）四大菩薩；

佛案兩旁掛著由樂社長擬稿、本慧老法師書寫的

乙副對聯：「悲天淨塵勞願度羣生離濁土．智海

含法藏行深大化入真如」，含藏著四大表法意旨。

講堂對面是圖書館，藏有印經會多年藏書、各期

期刊以及陸續添購的佛書，並請專人建檔後開放

借閱、瀏覽；未數年，因經費不足，不得不封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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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堂的另一邊則是辦公處所，由道場大門進

入後，映入眼簾的是「服務櫃臺」，由左到右分

列了：「大慈服務社」、「慈雲雜誌社（編輯部、

發行部）」、「大乘精舍（編輯部、發行部）」、

「關心您專線（讀者服務部）」四個黃底紅字的

壓克力吊牌，代表：印經、雜誌及慈護服務的各

類法務。服務櫃臺左前方另設有佛經、書及像的

「結緣專櫃」，免費與眾結緣。 

《慈雲》自隨同大乘精舍、印經會遷入永久

道場現址後，一直到民國 80年代中期，可說是法

務的鼎盛時期。這期間，除「大慈服務社」四組

社員持續進行假日定期社福訪問或受邀活動外

（大慈服務社因社務工作轉變，民國 80年元旦起，

部分轉給中華佛教青年會，至 85年則近乎解散），

也辦了幾次朝山、參訪之旅，或參加國際性佛學

會議；樂社長也持續在各大專佛學社團演講。而

民國 76年 5月，慶祝遷址假臺北市中華體育館一

連四天的弘法大會，禮請慧律法師主講「佛學」

並「皈依儀軌」與「八關齋戒」等行程，參加者

超過 1萬 5千人，擠得水泄不通，可謂盛況空前；

同年底 12月 13日，在中華體育館又辦了一次「全

民祈福息災／佛學講座大法會」，白天有 5 位長

老率數百僧眾誦經祈福，圓滿後恭請普獻法師做

獅子吼，也是盛況不已。 

慶祝新道場成立，民國 76年 6月，本刊舉辦

了「大乘文學創作獎」徵文比賽，以及創刊十一

周年的「慈雲與我」徵文活動；至民國 85年 8月，

本刊創刊二十周年，也辦了一次徵文比賽。另外，

精舍也開辦了「法輪函授班」正式函授課程，有

196位報名，含 4位出家眾；同年 7月，「法輪函

授班」第二期持續開辦，學員 205位，含出家眾 7

位。隨後逐月開班，持續了好一陣子。 

一生弘揚地藏法門的樹林大願地藏茅蓬住持

知國老法師，見安徽九華山月身寶殿年久失修，乃

發願籌募經費，進行寶殿重大翻修並恢復唐制規

模。十多年來，老法師偕同大乘精舍樂居士等多人，

多次分批前往九華山；本刊恭逢其事，助刊籌募，

於民國 82年下半年圓滿，這也是值得一提的事。 

民國 87年起，金融風暴來襲，世界經濟出現

衰退現象，影響之下，信眾集資減縮。80 年代中

期以後，電腦、網路亦漸普及，佛學院出來的人

才大增，本刊發行量雖多，然助刊者少，一度拮

据，乃重新整頓，停寄不必要的發刊數量；復因

網路傳播無遠弗屆，90 年代以後，又有幾次的篩

減，迄今發行量維持在 3 千 1 百份左右。三十六

年的歲月流逝，《慈雲》迄今仍勉強能屹立不墜，

勉力苦撐，由絢爛、光芒四射轉於平淡，只因本

刊國內各顯密道場活動資訊完整，及一些特色，

是廣大的讀者所不願割捨的。 

（四）《慈雲》的十周年、二十周年與三十周年 

《慈雲》自發刊開始，每逢創刊周年，多有

專文特載報導，以誌其事；撰文者多由樂社長、

唐啟揚、李博永諸居士執筆。值得一提的是，《翠

湖蓮影》一書，乃《慈雲》社論十周年紀念，結

集了早期的社論；《慈雲法露集》則係二十五周

年紀念出版品，蒐集了民國 78年 3月號迄 90年 9

月號的社論精華。另 361期三十周年特刊厚達 284

頁，全書以全彩印刷，且曾刊了四篇特載、四首

隊歌和 68頁的歷年照片集錦，道出了《慈雲》的

成長歷程，可說是特別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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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旨與特色 

（一）發刊宗旨 

《慈雲》發刊的最初宗旨有四：1. 復興中華

文化，以佛法淨化人心；2. 宣揚佛教文化，以福

澤社會；3. 促進佛教團結，破除門戶私見；4. 啟

發正知正信，克盡佛子職責。 

（二）刊物特色 

本刊從發刊以來，經過「作者、編者、讀者」

的互動，及幾次「讀者意見調查表」的意見交流、

順應時宜性後，衍生出如下的特色： 

1. 版型特色：本刊版面大小，固定維持在三十二

開，屬「口袋式」小型刊物，便於攜帶。從最

初創刊慰問病患需要，到如今通勤族遍地皆

是，口袋書隨時可閱讀非常方便。便於攜帶的

特色，至今始終不變。 

2. 封面、刊頭特色：本刊封面每期皆依一系列主

題，刊出一則「圖片」或「佛像」、「佛門人

物像」，每一系列單元都有特約的繪圖者也給

稿酬；封底，近幾年來每期刊出一則弘一大師

所書偈句。刊頭「慈雲」兩字，也是以弘一大

師墨寶呈現，字體可加變化、色彩，或套外框、

底圖、陰影、凸版等變化，但字型始終不變。 

3. 不涉政論、爭議特色：本刊早期因大環境影響，

帶有反共意識，兩岸開放以後，則不涉政治色

彩，屬純佛教正知正見的刊物。來稿也避免涉

及爭議性的議題，及不同宗教間之爭議。故從

未有引起「筆戰」之虞。 

4. 不涉門戶特色：本刊發刊之初，即以「促進教

內團結，破除門戶私見」為旨，故只要是正信

佛教，無論顯或密，藏密、唐密或東密，北傳

或南傳，皆予報導，也無山頭或門戶之爭。因

此之故，各地佛教單位要求刊出課程活動者日

增，逐漸形成全臺道場活動最完整的刊物。每

期所列活動表，由北到南分縣市刊列，方便讀

者查索。 

5. 不販賣、營利特色：本刊依佛制採非營利性質，

但本身並無特別資金或基金，全靠廣大讀者發心

贊助護持，以及「社員」長期贊助；來社或來信

索刊者，則免費結緣一期。多年來，免費寄往大

陸許多省分、國內外重點寺院道場、圖書館、監

所，可說是一筆龐大的財力支出，常入不敷出，

也只有臨機應變紓困，勉強支撐下去。 

6. 佛門單位的文宣特色：雜誌是有效的「文宣」

媒介，從早期「普門文庫」、「光明救濟會」、

「大慈服務社」……；自始至今，也是「大乘

精舍」以及所屬「印經會」的有效宣傳工具，

二者緊密結合，互相成長。 

7. 本刊自始至終不違佛制，也不違背善良風俗，

不刊出具「是非、詆毀或爭議性」之文字，也

拒絕來稿「抄襲、違背文字道德、涉及著作糾

葛」，或「一稿兩投、多投」，已在網路上發

表或私人刊物發表過的，視為兩投。 

8. 內容特色：詳見下文「六、內容主題」。 

四、發行對象、流通方式與發刊數量 

（一）發行對象與流通方式 

本刊最初發行，僅以「慰問病患」為主要對象，

後為普及於一般未學佛者和傾向佛教之初入門

者，也開放一般人士索請。民國 69 年起，發行量

倍增，開始捐贈給國內重要寺院道場、圖書館、監

所、感化院、學校社團及圖書館、各大醫院，乃至

寄往大陸各大佛寺，捐贈量幾達 2千份，擴大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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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面。目前《慈雲》發行區域，除臺灣本地、大陸、

港澳之外，也遍及美加，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

歐洲的英、法、奧、匈、瑞典、丹麥，以及澳洲、

紐西蘭，亞洲的日、韓、泰、印、緬、馬、新、菲、

印尼、越、柬等地，影響極為深遠。 

《慈雲》現階段主要寄給贊助社員及部分免

費寄贈者，每期發刊後皆交送郵局分送國內外；

每月初起，也放在櫃臺前免費結緣，也有來電或

來函索刊者，原則上寄贈一期。 

除單本寄件外，民國 69年起直至 80年代中，

也有 2 本以上、5 本、10 本、20 本、30 本、40

本等多本方式，寄往指定醫院、監所、光明救濟

會（本刊臺中分送處）等處。直至民國 87年乃至

90 年後，因經濟拮据，經篩減後，已無力再寄。

「批」次寄送雜誌的作業乃宣告中止。 

（二）發刊數量 

《慈雲》的「創刊號」篇幅只有 32頁，4張黑

白版照片，只發行了百餘本；第 5期有 500本；三

周年後達到 3千 5百本左右，四周年（民國 69年）

到 6 千本，五周年超過 7 千本，六周年（民國 71

年）以後，又迅速達到 8 千本，至九周年（民國

74 年）攀至頂峰 1 萬 2 千本以上（依據《慈雲》

100期樂社長在九周年特刊之內文）。之後，因整

頓減刊，民國 80 年代中，維持在八、九千本；90

年後，又經幾次篩減，目前維持在 3千 1百本左右。 

每期發刊的頁數，從創刊號時薄薄的 32頁，

到了 17期已增至 64頁左右；35期增至 90頁；94

期增至 160頁；目前則維持在 164頁。 

五、編輯流程 

《慈雲》的掌舵手──社長，主導了雜誌的方

向並負最後責任。創刊之初，單純的由創辦人樂社

長一人唱「獨腳戲」，當然有幾位服務隊同學幫忙。

現行的編輯作業流程，可大致分兩方面說明： 

（一）排版前置作業 

《慈雲》在正式進入排版前會有一些「前置作

業」，好像煮菜前素材的準備一樣。分幾點說明： 

1. 專論：專論的內容有「社論」、「特載」、「特

別報導」等。「社論」從創刊之初即由樂社長

執筆，中途曾由唐啟揚居士接手好一陣子，最

後仍交回樂社長持續擬稿，直至民國 90年畫上

休止符。「特載」含逢《慈雲》周年的紀念專

文，皆由樂社長及唐、李二居士擬稿，也有因

紀念性質的特別來稿。一般言，專論皆在截稿

前完成並預排、預校。 

2. 文章來稿、漫畫：本刊文章有長期連載稿，多

由作者事先寄上、分期刊出，也有來自本地或

彼岸的一般來稿，編輯部皆事先篩審，有適合

刊出者，則先儲備待用；若性質不合或水準不

足者，則予以退回或掛退。有時因來稿太多，

則依序刊出，但有特別因緣也會優先刊載。所

有待刊文章都會在空檔時預先粗排、初校、選

定標題及圖片，預置好待料。「漫畫」乃是在

一個「單元主題」下連載刊出，由特約繪圖者

預先提供，也是預置好的。 

3. 佛教新聞網、服務之門：「新聞網」裡面有本

刊自行採訪者，也有外界提供者，以及國內外

相關新聞摘要。國內外新聞摘要取自國內各大

報；近幾年來，擴增「彼岸新聞」摘要，多摘

自「中國佛教新聞網」及「佛教在線」。本刊

採訪自擬的新聞，是以「本刊○○訊」標明，

新聞摘要則未加「本刊」字樣；若是由幾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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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合的，則標明「○○綜合訊」。摘要都會

標明「出處」以示尊重。所有新聞稿皆事先蒐

集，彼岸新聞亦事先上網摘取、分析、摘要、

排序，有專人事先處理。新聞總括之以本地教

訊為主，彼岸次之，且依「佛、法、僧」之順

序排列，而有教界大德往生，則儘量移前；各

類新聞依其性質並加小標題分列，方便索讀。

「服務」欄內包羅萬象，有道場活動、書香園

地（印經贈書流通）、人事互惠、小小緣起、

活動表等分類，也加小標題。為方便編輯作業，

「每月 10 日」是截稿時間，逾時則移入下一

期。以上兩類雖然凌亂，也是事先處理妥善的。 

4. 封面與活動照片：「封面」圖片每期刊出一幀，

依一系列的單元主題，目前的系列是「佛門人

物」。「活動照片」大部分因活動單位主動邀

請，本刊再請一位特約居士前往攝影，也有本

社員工兼攝影或外界提供者。 

（二）編排流程──電腦排版、校稿、總校、整

合、送廠 

雜誌的內容物都是事先處理好，個別內容也

都預先處理、列印出來，交本刊專任校對校過二、

三次稿。文章內容決定了，可事先排入；新聞網、

服務之門、大乘慈雲活動看板、活動表等變動性

較大的內容，則於每月 10日以後，依電腦編輯自

擬的順序排入；目錄的頁碼，待內容固定後填入。

「彩色頁」部分，有道場活動照片（刊頭占 2頁，

刊尾占 4 至 5 頁），由電腦編輯先行排列，加上

標題及照片說明，再交社長統合、調整前後順序

而定案。刊尾還有「大乘會員書目簡介」以及「彩

色廣告」，也都是事先處理好的。 

以上初排、初校完成，再經本刊總編輯最後

審稿，之後交社長過目，作送廠前的「最後一瞥」，

算是完成清樣準備送廠了。送廠時間一般在每月

20日左右。 

六、內容主題 

（一）內容風格 

《慈雲》的發刊走的是「大眾化、通俗化、

文藝化」路線，旨在接引初機、人人入佛，並發

掘佛教創作人才。舉凡：佛學論述、修行方法介

紹、散文、譯稿、小說、佛教譯文、詩歌、漫畫、

戲劇、演講、經文釋義、參訪遊記、生活隨筆、

靈感實錄等等，只要知見正確、不違佛制及善良

風俗，而能利益大眾者，不分顯密、南北傳，皆

可刊出。因此，本刊刊出的文章，皆具相當的可

讀性，頗受歡迎。 

近幾年來，由於「服務」專欄，來自全省各

地要求刊出的道場活動、文化訊息量大增，本刊

雖努力精簡，並將部分訊息納入「活動表」以省

篇幅，仍達 74頁之譜，加上 14至 16頁的新聞內

容，比重超出文章甚多。 

活動資訊豐富、完整，固形成一大特色，查

索方便，甚受歡迎；另外，文章引人入勝，內容

接引初機，更增添可讀性、保存價值，也是一大

特色。因此，二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平均發展，

是本刊今後須努力的方向之一。 

接引初機，也講究以「圖畫」作佛事。本刊

創刊號起，即有「新聞畫面」之報導。當初只有

「黑白」照片，後改以各種單彩套色印刷；自 68

期、69/70期合刊，開始出現局部彩照，71期（民

國 71年 6月號）有一半彩色頁照片，之後則正式

進入「全彩照片」時代。彩色新聞照片的活動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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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乃形成本刊的獨特風格。 

另，「佛教漫畫」也是引人入勝的。從當初

的黑白漫畫，進入現階段的彩色漫畫，例如目前

刊出的「善導大師的故事」系列漫畫，接引入佛

更為有利。歷年來，漫畫作者雖不斷更替，但佛

教漫畫的風格始終不變，也未曾消逝，不可不謂

也是內容風格的一大特色。 

（二）內容結構 

本刊內容，從「結構」去分析，可分文章、

漫畫、新聞、服務訊息、單位文宣、活動照片六

項主題。 

1. 「文章」類主題，自創刊號至 90期止，皆有「社

論」，逢周年或特別紀念則有「特載」報導；

文章中也曾連載過「慈雲橋」、「學佛解惑」、

「佛學問答」、「文殊大士靈應錄」等膾炙人

口的連載，也出了單行本。 

2. 「漫畫」類主題，從黑白到彩色，一直是最受

歡迎的內容。 

3. 「新聞」類主題，早期有賴儷文蒐集整理的「大

千世界」專欄及報導大專佛學社團活動的「大

專佛訊」專欄；「佛教新聞網」則一直延伸到

現在，並擴增報導了彼岸新聞。 

4. 「服務訊息」主題，也就是「服務之門」。早

期報導了講經消息、印經贈書流通消息，現階

段不但範圍擴增，並加分類小標題，例如：「以

戒為師」（傳戒）、「未來龍象」（佛學院招

生）、「行門妙境」（打七、禪修）等等；印

經贈書流通消息則合併入「書香園地」小標題。 

5. 「單位文宣」主題，是本刊相關單位的文宣專

欄，早期有「普門文庫簡訊」、「光明燈塔」、

「大慈社訊」等等。「大乘願海」則是專屬大

乘精舍及本刊的文宣專欄，現在改名為大乘、慈

雲「活動看板」，將有關訊息集中納入（每半年

一次的印經會員書目則刊在頁尾彩色頁內）。 

6. 「活動照片」主題，在刊頭也在刊尾，從黑白

到彩色，報導了教界活動的真實畫面。彩色頁

還刊登有廣告，部分收費可貼補刊費，部分公

益或供僧性質的，則不收費。 

早期刊末還附有「編言」，報導當期重點和

編者的感言，持續了十多年而終止。 

七、《慈雲》的衍生出版品 

《慈雲》刊載了三十多年的「文章」，當然有

許多值得一讀再讀的佳作，因此許多年來，也出版

了很多「單行本」，這就是衍生出版品。像樂居士

的《慈雲橋》，出了第一集、第二集，也有兩集「中、

英對照本」；中文本後來又將一、二集合印出版；

民國 90 年以後，更將一、二集「整併」合一，重

新排版成一完整本。其他還有《學佛解惑彙編》、

李博永居士的《文殊大士靈應錄》、許添誠居士的

《金剛經持驗錄》、大寂法師的《淨土探究》等。

因書目繁多，詳細請見本文「附錄」。 

為了不會有「遺珠」之憾，但願以後能將歷

年來的好文章，擇其要整理並分類，輯成《慈雲

佛教文選》第一集、第二集等等，這也是本刊未

來的展望吧。 

八、數位化現況 

在全球文化的發展環境下，先有紙本印刷文

化，民國 80年代以後才開始有電腦，85年以後，

網路漸漸發達，影響之下，生活環境也變了，電

腦、通訊、消費性電子統整合併了，形成所謂「3C」

的產業文化環境，世界各地訊息都無遠弗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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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之內大家都「息息相關」。 

《慈雲》最早是送到印刷廠「排鉛字」印刷

出版；民國 60年代末期，改為中文打字貼入「照

相排字」標題來出版；81 年以後才添購電腦，用

PC286電腦在 DOS系統下做帳並發行，用蘋果電

腦排雜誌，印書還是交「電腦排版公司」輸出校

對並送出「清樣」。後來又更新電腦設備，用 Quark

排版軟體自行排、校。 

民國 88年 2月，《慈雲》因應網路的蓬勃發

展，開啟了網際網路的「網站」（網址：

http://www.tzuyun.org.tw）的一項服務，並附加「電

子信箱」（E-mail: a1334567@ms14.hinet.net.tw，

現已改為 tzuyun.mag@msa.hinet.net），從此展開

本刊網路數位化服務。但網站係交一位特約人士

負責，因網頁空間有限，只有當期的部分內容，

也無電子書下載服務，這是深以為憾的。數位化

的現況也僅止於此。藉著「電子信箱」，本刊每

天都會「收 E-mail」，作為讀者、編者、作者間

的互動，也增進了雜誌作業的便利性。 

參、《慈雲》的行政與管理 

一、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 

本刊係「大乘精舍」的所屬單位，與「印經

會」並行，最初發刊之時，僅由創刊人、發行人

兼社長樂居士編輯、校稿（有同學幫忙）等一切

作業，完稿後送交設在八德路普門文庫內的發行

部幫忙送廠、發行、寄送。遷到延平南路後，除

社長外，還有《慈雲》編輯、發行各一人，並有

特約打字小姐一人，負責中文打字。至遷往漢口

街的永久道場後，未久進入電腦化作業，鼎盛時

期，員工多達十多人（包括大乘印經員工；圖書

館人員 2人）。現行的組織結構如圖 1所示。 

雜誌的「創辦人兼社長」，由大乘精舍主持

樂居士兼任負雜誌總責。其下有「發行人」、「副

社長」各一人。發行人統管整合業務，副社長是

輔助性質。法律顧問 2 人則係特約，義務提供本

刊法律諮詢。 

發行人、副社長之下，設有編輯部、發行部與

流通部。發行部員額一人負責登錄、過帳、慈雲法

務洽詢、列印寄刊名條封套及一般發行業務；流通

部一人，負責寄送，由大乘流通部兼任作業。 

「編輯部」有總編輯一人，負責最後審稿。編

輯部尚有電腦編輯一人，負責電腦排版、收發

E-mail信件、統合一般電腦編輯及洽詢業務；校對

一人，負責初校至三校的校稿及文字輸入；另有特

約攝影 3至 4人，需要時才以電話聯絡，協助攝影，

有時攝影由員工兼任。此外，「網頁管理」則係外

包特約，協助處理網頁維護、資料更新。 

二、經費來源與經營之困難 

《慈雲》的誕生動機，最初因服務隊慰問病患

所需，後漸普及於各界。當初創刊時多由隊員們主

動贊助經費，在初期財力困難之下，幸蒙達進老法

師無條件護持，得以度過早期的困境。後雜誌逐漸

推廣，來自各地不斷增加的讀者也廣為贊助，所謂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這樣撐了下去。雜誌

也因讀者的支持，發行量不斷擴增，八周年後發行

量已超過八千餘份並持續增加中，但也因贊助款增

增減減，一度經濟拮据，每月虧損達 5萬元以上，

甚至到「捉襟見肘」的地步。窮則變，變則通之餘，

樂社長改行「社員制」的辦法，分「基本社員」與

「贊助社員」二種，並節制不必要的發行量，終於

扭轉乾坤，收支日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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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慈雲》組織表 

 

悠悠忽忽的又度過了幾年，發行量由破萬又

漸回減至 8千份左右，因民國 87年世界出現金融

危機，經費來源頓減。因此，民國 88年 2月號（《慈

雲》271期），發起「慈雲認養活動」，例如認養

「慈雲菩提花園」的一朵「醒蓮」300元，即等於

布施數本慈雲刊費；認養一棵「菩提樹」3千元，

等同布施多本刊費等等，如此財法兩施功德，也

收到了些許效果。 

但維持一份雜誌的發行，除電腦機器設備（最

初是人工作業；電腦化後，軟硬體、印表機、影

印機，每隔幾年就要更新，在在都是一筆龐大的

支出）、人事薪資成本、校對發行會計消耗的紙

張文具、冷氣水電、房地稅房貸等等，甚至網路、

電話費、電話交換機設備幾年就要更新；雜誌本

身的文章、刊頭漫畫等稿費和一切雜支，要維持

平衡，實在不容易。 

本刊歷年來，辦了幾次認養、幾次意見調查，

也有幾次「篩減」減量發行，也出現過幾次「赤

字」危機，中途也曾有幾位發心讀友義務贊助 5

萬、10 萬……不等的「雪中送炭」奧援，加上印

經會印經書善款的成本估計，會計入少數比例的

金額，作為「人事、道場維護、設備汰舊換新等

大乘精舍 
主持（樂） 

大乘精舍印經會 
（略） 

慈雲雜誌 
創辦人兼社長（樂）

法律顧問 
（二人） 

（特約、義務）

副社長 
（一人） 

發行人 
（一人） 

3［流通部］ 
（一人） 

（大乘印經兼）

2［發行部］ 
幹事（一人） 

會計（一人，大乘精舍兼）

1［編輯部］ 

總編輯 
（一人） 

電腦編輯 
（一人） 

校對 
（一人） 

攝影 
（三～四人）

（特約）

網頁維護 
（一人，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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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開銷」的成本，挹注並支援、貼補了雜誌曾

出現過的幾次「赤字」危機，終於持續經營至今

三十六個年頭。沒有雄厚資金，也沒有龐大基金，

不營利販售，且由居士承辦的一份正信佛門雜

誌，能維持至今，也算是一個異數。 

三、未來展望（數位化與紙本印行的平衡） 

本刊從創刊號以來，一直是以紙本印刷出刊為

主，數位化也僅止於開啟簡單的網站及設立網路信

箱。說到「未來展望」，當然先決條件是要有足夠

的財力支持。因此，所謂未來展望，也只能說是未

來的「願望與期許」。分幾點簡單地說明： 

1. 希能有一筆相當金額的「發展基金」，除作為

發展法務支出外，並足以支付設備、庶務、人

事開銷；基金總額只會增加不能低於定額，方

不影響社務的整體發展。 

2. 利用基金，可成立「數位推動小組」，成員 1

至 3人，有專任，也有義務性質兼任，旨在強

化網路內容、建構電子書下載服務系統，並與

國內外各大圖書館、道場及同業在網際平臺跨

界結合。 

3. 藉讀者意見與外在環境調查，逐步建立數位化

與紙本印刷需求的定期記錄分析，作為二者間

平衡的依據，並作未來發展方向的參考。 

4. 建構本刊歷年來文章精選的長期出版計畫，單

行本與合集本並行。內部則建立：(1) 《慈雲》

大事年表紀錄；(2) 歷年出版之單行本書目列

表；(3) 歷年文章、漫畫列表，作為爾後合集

出書選擇之參考。 

肆、結語 

《慈雲》是一個在家居士創辦的刊物，多年來

雖然經歷過幾次跌跌撞撞、搖搖擺擺、苦不堪言的

歲月，仍能勉強存活撐到現在，靠的是度眾的願心

與信念，還有無形護法的默默護持。前一陣子媒體

報導，重慶南路書店街已有七成以上書店門市歇

業，且臺北地區印刷業者歇業大半，未歇業者也是

生意平淡、努力支撐，顯見網路、電腦平臺發達的

結果，紙本文化已漸沒落，但不會就此消逝。 

本刊三十多年來的歷程，與大乘精舍及印經

會共同成長，限於篇幅，還有許多活動未能報導。

例如，參加了民國 96年佛教會在臺六十周年假臺

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同時舉辦的弘法資訊展攤

位、國內環島供僧、國內外結夏供僧、與天主教

合辦了幾次「關懷家庭研習營」等等。希望弘法

利生、共成佛道、眾生離苦得樂，不管是佛教雜

誌界、出版界、圖書館界，雖然平臺不同，大家

的心都是相通的。報告至此，謝謝大家！ 

附錄：《慈雲》的衍生出版品 

《慈雲橋》（樂崇輝）、《佛教故事圖說》（王

汝偉）、《文殊大士靈應錄》（白話本，李博永）、

《法海點滴》（開澄法師）、《金剛經持驗錄》（許

添誠）、《學佛解惑彙編》、《淨土探究》（大寂

法師）、《翠湖蓮影》（樂崇輝）、《慈雲法露集》

（樂崇輝）、《佛菩薩探訪錄》、《十方諸佛滅罪

懺法》（三力法師）、《藏傳法句經》（孫一）、

《大陸佛寺近聞記》（李博達）、《當代護生漫畫

紀實》、《楞嚴咒是正法久駐的表徵》（大寂法

師）、《水月集》（何金洲）、《花月樓台》（楊

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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