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論述

我們都在寫歷史
──編輯《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的回顧
釋永芸 佛光山傳燈會
【摘要】民國 84 年是臺灣光復五十年，在朝野一片彰顯「政治奇蹟」、「經濟奇蹟」的慶祝之際，
卻忽略了「佛教奇蹟」！臺灣光復五十年來，從光復初期的百廢待興，幸蒙教界長老、十方緇素續
佛慧命，在臺灣傳燈興教，落實人間佛教理念。如今，佛教蓬勃發展，涓涓清流深入民間各階層，
形成一股龐大的社會巨流，展現另一隋唐盛世，更開創空前國際弘法盛況。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普門》雜誌、佛光出版社共同發起執行編纂《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
一書，以圖文記錄臺灣佛教五十年來的歷史足跡，辛苦備嘗，收錄、整理出民國 34 年至 84 年的佛
教界主要紀事二千多筆，配以各方蒐集來之數萬張照片中篩選出的菁華；此書不但為臺灣佛教的發
展沿革作見證，也提供了教界、信眾親炙歷史的絕佳史料。

關鍵詞：臺灣光復；佛教；歷史；佛光山；《普門》雜誌

從印度恆河的源頭汩汩流洩

趣，正是這本書的牽引，所以想回到源頭去探索

二千五百年的梵唱 橫越雪山 行經絲路

歷史的發展脈絡。民國 104 年，當我正在洛陽進

菩提種子在中土一花開五葉 分燈到臺灣

行寺院田野調查，無意間收到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佛法東來 大法西去 光光相照五大洲
有前人慈悲的播種 有今人艱辛的開山
跨越世代交替 鑑往知來
歷史 是最好的明鏡

一、緣起

書館館長自衍法師的信：
敬邀請您參與民國 104 年 10 月 25 日「寺院史
志與大眾史學發展研討會」之論文發表。
我對這主題很有興趣，但礙於人在外地而婉
拒了。沒想到民國 105 年 6 月，又接到自衍法師
的邀稿：

從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後，一千五

本刊近期主題「口述歷史」，誠摯的邀請您撰

百年沒人再寫過「後續」；而我對佛教歷史有興

寫有關編輯《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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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五十年寫真》一書回顧史之文章。
自民國 85 年《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
灣佛教五十年寫真》出版，時隔二十年，當年那
些沒有說的事，現在還有機會提一筆，要非常感
謝自衍法師不斷的追蹤。
蓮池大師在《竹窗隨筆》有一則言：
《洛陽伽藍記》云：「史書皆非實錄，今人生
愚死智，惑亦甚矣！」蓋言史多溢美，不足信
也。但「皆非」二字，立言太過。古號史為直
筆，則焉得非實？……故洛陽記有激而發此
論，切中末世之弊。……
正如我在《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
佛教五十年寫真》一書的「編後語」〈我們都在

事浮沉，猶如百年生死。那時還年輕，「不願回
頭、不甘放棄、不想認輸」的堅持，感動龍天護
法，五年後終於完成。
當年我同時身兼《普門》雜誌、佛光出版社
的社長，從「寄居」尚在重建工程中的基隆極樂
寺裡三年，又搬遷到松山台北道場。那美麗的緣
起，那想編大套叢書的雄心壯志──原策畫是以
人物、道場、文化、教育、大事紀、綜論分類編
成；因當中的變數太多，最終從「走過台灣佛教
四十年」演變成「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只完
成了圖文大事紀寫真一本。

二、過程

寫歷史〉的第一句話：
看得到的，是已經過修飾的歷史，
看不到的，是更多被遺忘、湮滅的歷史……

民國 80 年，我以《普門》雜誌的編輯為班底
兼著做，我們曾數度公開徵求或發函全臺灣寺院

重新回顧那段編書的情景，很多事早已淡忘

道場、佛學院、雜誌社，祈請十方大德提供相關

或只記得自己以為的那一面，於是聯繫當年幾位

資料、照片，回應者寥寥無幾；最後不得不用最

參與的編輯，請她們「回憶」一下，以納入這篇

笨的方法，展開地毯式的行腳，拜訪佛教界、學

回顧，補我「遺珠之憾」。而當年所採訪的錄音

術界的長老大德，聽取各方意見。一開始先蒐集

帶和拍攝的照片等等珍貴資料，因工作交接後，

相關資料 ，這期間很感謝鄭振煌居士將朱斐居士

如今也不知流落何方。坦白說，這些「集體遺失

結束《菩提樹》雜誌後轉移給他的照片，任我「自

的歷史」，才是真正後人想一窺究竟的「歷史真

由挑選」；而他和朱斐也親任我們的顧問，幾次

相」吧！

參與我們開會，提供寶貴的意見。

我未出家前就是文藝青年，入佛門的初心亦

我利用工作之餘，每天排滿行程，環島拜訪

發願「以文字弘法」。有次聽聞家師星雲大師講

諸山長老、居士學者，從北到南、由西至東……

說民國佛教史，那些大德興教護僧、講說著作的

現在才知道，年輕真好，精力充沛，不知什麼叫

風範，在我的心田播下菩提種子，因緣際會，歷

「累」，凡事充滿熱情、希望和美好嚮往。

史自然成就我的願心！

採訪的法師中，臺中慈明寺的聖印法師是最

三十而立那年，發願要為臺灣佛教寫歷史。

崇拜星雲大師的。他不諱言他所做的，都是學習

一個出家未久的年輕比丘尼，不知天高地厚，一

大師。他熱烈的接待我們，不但請我們吃飯，還

頭栽進這「深淵」，雖不致萬劫不復，但五年人

任我們搬走他的資料。但我們這項巨大工程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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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就傳出聖印法師往生的噩耗；後來他的弟

的比丘尼，引導我們參觀的就是《隨師行記》的

子為了要幫他編紀念集，還從我們這兒要回資料。

記錄之一，我們相談甚歡；我也看到那些在角落

抵達華雨精舍時，正巧印順導師上山避暑不
在，但他的弟子非常友善的接待，並讓我們參觀
導師的書房。

做著一些加工品的卑微出家女眾……
那期間，做做停停，大大小小會議不下百次，
幾度易手，很多人「自動退出、不再參與」，我

行程中唯一掛單在外的，就是埔里靈巖山

也幾乎想放棄了，而還能繼續做下去的最大關

寺。住在靈巖山那晚，與妙蓮長老夜談，雖然他

鍵，是諸佛菩薩、龍天護法聽到我的呼喚，派出

的湖南鄉音非常「難聽」，但他對大師的推崇、

了千手千眼菩薩：

對晚輩的愛護，可說苦口婆心。半夜躺在床上，

有一天，一位自稱許素琴的女孩出現在我們

清晨三點多就聽到那些沙彌跑山，口中念著「阿

辦公室，她參加過我們的「義工營」，聽到我要

彌陀佛」的佛號，踏破夜空、迎來晨曦。這佛號

做的事很感動，她說她認識一些企業老闆，也許

聲一直在我心裡，想必當年那些沙彌如今都已是

可以幫助我們。

「大法師」了。

當時我去向中聯信託的總經理作簡報，並未

去臺北十普寺拜訪時，白聖長老的弟子非常

寄予厚望，沒想到幾天後，許素琴來說，他們宏

親切，帶我去看長老的寮房，還有堆放遺物的倉

國集團的「觀音媽」林謝罕見願意贊助（實際的

庫，任我自由挑選。後來我讓編輯去挑，她們戴

數目我忘了）。這個轉折，讓我信心大振、重燃

著口罩在蒙塵的倉庫抱回很多寶貝。

希望。後來又加上日月光集團的張姚宏影張媽媽

和林清玄一起去法鼓山農禪寺採訪聖嚴法

的贊助。有了這筆錢，再也無後顧之憂。於是重

師，與長老同桌吃著「粗茶淡飯」，聽他說影響

啟爐灶，將這些錢大膽的用在人事費、印刷費上，

他的一句話「大鴨游出大路，小鴨游出小路」，

還有餘款，再辦了系列的相關活動：文學獎、攝

這是他父親對他說：「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能夠

影獎、台灣古寺溯源之旅、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

走的路，如果你的力量很大能走出大路，你也不

歷史文物展、踏著玄奘的足跡絲路之旅……

要覺得了不起，當你到達河的彼岸，別人也能夠

在配合五十年來臺灣佛教史蹟文物圖片展覽

到達那邊。如果你的力量很小，你也不要難過，

的同時，還辦了一場「看台灣佛教如何走過五十

不必羨慕別人的大路，不必認為自己沒有用，因

年」座談會，特別請到美國天普大學教授傅偉勳、

為你也還是能夠到達彼岸……」。聖嚴法師說：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佛光大學

「人各有因緣，自己能做多少算多少，只要目標

校長龔鵬程、臺灣佛教史研究學者江燦騰、臺大

沒錯，不違背初心即可。」

教授楊惠南、慧炬雜誌社發行人鄭振煌等學者，

由四維高中的老師陪同去花蓮慈濟靜思精

來談臺灣佛教的發展史與社會的互動、國際佛教

舍，我與證嚴法師也同桌吃了一餐飯。我一直以

現況、人間佛教的實踐等議題，探討中國佛教在

為她沒有出家弟子，其實她身邊有幾位非常優秀

臺灣本土化、國際化後，所呈現一種無疆域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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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懷與文化新面相。
民國 85 年 8 月 9 日，這本書終於面世，我們
在台北道場召開新書發表會，特別邀請到悟明長
老、日本研究中國佛教史的權威鎌田茂雄教授、
為《資治通鑑》新詮的柏楊一起主持。那是一場
隆重、莊嚴又溫馨的發表會，第二天各大媒體都
報導了這則新聞。所謂「含淚播種者，必將歡喜

誌，也大都是在這些壓力下成長的。身為編輯
者，不是靠按時上、下班，由別人來鞭策，而
是自己本身對工作有份狂熱，故培養積極活潑
勇於挑戰的個性很重要。
◎《慈濟月刊》〈隨師行記〉在善會書苑民國 80
年 8 月 20 日的「日誌」記錄：
近午，普門雜誌永芸法師、林清玄居士、四維
高中葉老師由四維高中黃校長引介來訪。

收穫」，我們誠惶誠恐，原先轟轟烈烈想做大套

永芸法師特為該雜誌「走過台灣佛教四十年」

書，也說動了多少學者、作家參與採訪寫作，雖

的專題報導前來拜訪上人。

然只出版了一本，但我們所有的心血、嚴謹的態

永芸法師表示，二十多年來，慈濟德澤廣被社

度，已無愧於「歷史」。

會各個角落，因此特別商請林清玄居士執筆，

下面是「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相關在網路
上可尋的文字資料：
◎大師在其《星雲日記》民國 80 年 9 月 9 日星期
一記載：
上午九時，到基隆極樂寺巡視，並慰問在《普
門》雜誌工作的大家。
《普門》雜誌最近在社長永芸法師的領導下，
正在籌畫「台灣佛教四十年」專集，請我為此
提供一些意見。近四十年的佛教，進步最顯著

對慈濟與上人做一深入報導，此文將刊登於普
門雜誌，以饗廣大讀者。
……永芸法師又詳詢上人皈依上印下順導師的
始末，最後並請問上人：
「您對教界有何寄語？」
上人答：「寄語諸山長老：慈濟是為佛教為眾
生而創立，希望接引有緣人由善門入佛門，它
是屬於大家的，盼同道大德們多鼓勵與關懷。」
這是「慈濟」的記錄，但林清玄沒完成此採
訪稿，我們也沒刊出。我當時還問了證嚴法師與

者，不外──

教界往來的情況，法師說，她很少和教界往來……

1. 從寺院到講堂。 2. 從建寺到建校。

如果當時我刊出這段，很多人可能以為我對法師

3. 從老年到青年。 4. 從出家到在家。

有偏見或誤導，但一路走來觀之，慈濟確實與教

5. 從女眾到男眾。 6. 從本土到國際。

界是少有往來的呀！

7. 從誦經到講經。 8. 從自修到弘法。
9. 從個人到大眾。 10. 從自利到利他。
11. 從佛法到世法。 12. 從經懺到事業。
13. 從受供到布施。 14. 從山林到社會。
15. 從理想到現實。 16. 從空談到力行。

目前為景文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系主任的高
淑玲，是最後一年加入這套書的主編，因為學佛
想更深入佛法，被我一席「為佛教寫歷史」的神
聖性打動，而捨去原有工作加入我們的團隊。她
說很多都忘了，簡言之：

……
又，從事文化工作，雖外表是靜態的，但內容

在學佛習禪數年後，能以編輯寫稿的經驗為佛

變化很多，尤其和其他雜誌相形相較下，受到

教做事，誠屬千載難逢。工作繁瑣的程度，我

的指責批評也會相對增加，而一份「好」的雜

也曾出現放棄的念頭。但 85 年初舊曆年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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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突然靈光乍現，拜訪各地長老之後，他們

的情況下，要如何蒐集資料，要如何為每個道

陸續往生，因而認知到現在不趕緊做，後續想

場作歷史定位、為每位法師書寫，著實是件非

做的人更是困難重重。

常棘手的事情！

在編輯的過程中，來自各地的佛教相關單位的

這五十年來，佛教出版的刊物也不下於幾十

文字記載，有農曆也有國曆的記載，因而有同

種，除了《海潮音》是從大陸遷移來臺、歷史

一事件卻出現不同日期的情形，在資料彙整上

最悠久的刊物，其他如：人生、獅子吼、覺生、

耗費時間與體力。

中國佛教、慧炬、今日佛教、慈濟、菩提樹等

85 年 7 月 4 日我親赴印刷廠盯廠，待印刷油墨

等刊物，多側重於自己寺院的宣傳與活動報

品質穩定後已是 7 月 5 日上午。就在那天，我

導，鮮有刊物是對臺灣佛教做全面性平衡報

接獲來自大學的聘書；閃過腦際的一抹彗星光

導。因此，當永芸法師策畫編纂這一套「走過

芒～為佛教做事龍天自有庇佑。

台灣佛教五十年」的套書，可以想見是多麼地

編輯陳卓君的憶述（目前服務於美國洛杉磯
縣政府）：

困難了。
星雲大師是以文化起家的文化人，他熱愛文

民國 84 年 5 月接到永芸法師的邀請電話，了解

學，常寫文章投稿、編輯雜誌，又有多本著作，

到為臺灣佛教歷史文化留下紀錄的使命，內心

誓以文字弘法延續法脈為己任。永芸法師是一

十分感佩。

位雄才壯志的人，從小熱愛文學的他，即使出

民國 84 年正逢臺灣光復五十年，在一片尋找臺

家了，對佛教文化有滿腔熱血，他像似年輕時

灣本土文化的熱潮中，中國佛教跟隨國民政府

的大師，繼承師志在佛教文化努力耕耘。而永

遷移臺灣，許多法師也各自一方默默耕耘，將

芸法師對於文化的熱忱不僅僅是在編輯寫作，

佛教從臺灣光復之初的日式佛教、齋教、菜教

他有高瞻遠矚的氣魄、宏觀的視野，擁有世間

的型態驅邪導正，回歸中國正統佛教軌道，重

文化人敏銳地觸角，他不囿於佛教領域，企圖

拾中國佛教的宗風！

將世間人文情懷的瑰麗色彩灌溉佛教文化這塊

這五十年來，我們看到佛教僧才輩出，佛光山

園地，讓佛教文化花園也多姿多采！這可從永

佛學院、福嚴佛學院、南普陀佛學院、香光尼

芸法師接手《普門》雜誌之後，開始請專業美

眾佛學院及各道場大大小小的佛學院，是孕育

編設計、廣邀專家學者作家賜稿，並舉辦座談

僧才的搖籃；因此年輕的僧伽開始在社會嶄露

會、讀書會、旅遊等等，走出佛教寺院，與世

頭角，恆清法師在臺大成立「臺大佛學研究中

間的學術界、藝文界交流，即可看出他承繼大

心」；昭慧法師在中國佛教會支持下成立「護

師「人間佛教」的理念。

教組」，以「護衛佛教、淨化人心」為佛教不

這套書在我們加入之前，所有的架構都已成

平則鳴發聲；宏印法師、淨耀法師、明光法師

形，永芸法師帶領編輯群跑遍全臺灣，拜訪諸

等青年僧組織了中華佛教青年會；還有慧律法

山長老，商借文物史料，不下百次；我們加入

師的錄音帶弘法等等。

後，永芸法師又不辭辛勞，帶著我們再拜訪各

我想說的是，臺灣佛教各個道場都在為佛教寫

道場。

歷史，但是有誰想過為整個臺灣佛教發展歷史

我記得當我們拜訪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晴虛長

留下紀錄？在臺灣佛教看似蓬勃卻是一盤散沙

老總是對大師與永芸法師讚歎有加；松山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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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根長老及海明寺的悟明長老慈悲悅色的笑

師父請我代為問妳，要不要上台北，一起為台灣

臉，十分愛護永芸法師；華梵的曉雲法師更是

佛教寫歷史。」為佛教寫歷史？這句話深深打動

謙沖的長者，非常仔細的告訴；我也記得善導

我。當永芸法師再度來電邀約，我二話不說，立

寺了中法師的冷淡相待及華嚴蓮社成一法師勉

即負笈北上，準備一起為臺灣佛教寫歷史。

為其難；還有妙蓮長老、菩妙長老、開證長老、

記得第一天開會，芸師父搬出一大堆資料，說

聖印法師都是慈悲滿懷的老和尚；我們還拜訪

明他所擘劃的叢書內容；然後，帶著我和卓君

了臺北的東和禪寺、臺中寶覺寺、臺南大仙寺、

去拜訪長老，向長老們請益。佛教長老們也大

開元寺；以及拜訪臺中于凌波居士、朱斐居士，

多歡喜樂見其成。我還記得我們到海明寺拜見

臺北的陳慧劍居士等等。

悟明長老，長老熱情接待，並備素齋款待我們，

以前我在擔任媒體採訪記者的時候，就曾聽過

席間一直讚歎星雲大師。悟明長老說：「你們

一句戲謔語：「北中佛南佛光」，據聞由於星

大師是佛門了不起的人才，才能夠承辦這麼多

雲大師的開創性與積極性不容於中國佛教會而

人間佛教事業。你們也是優秀人才，才有機會

遠走南部創建佛光山，與中國佛教會抗衡。雖

跟在大師身邊學習。」說得我們臉紅慚愧，又

說是戲謔話，但也帶著三分真實，而這也反映

與有榮焉。

在我們去拜訪道場時所遭遇的對待！

每一次的會議，有了一些具體結論，芸師父就

猶記得每次借到珍貴古老的照片，總是會請楊

會回山報告，然後帶回一些指導與修正。或許，

永寶（阿寶已於前年因癌症往生）翻拍，阿寶

身為編輯人想法很單純，就是把所蒐集的資料

常常是下了班，5 點多走進了佛光辦公室來拍照

彙集成書。但是，山上總有一些全面性的考量。

片，好幾次都拍到很晚，他的敬業與專業攝影

許多的問題，讓我們這幾個涉世未深的佛門小

技巧，猶記在心。

編輯，無從回答。幾次，在會議桌上，我感到

闞正宗擅長以野外考察實地走訪的方式寫下臺

無所適從，問芸師父：「我們還要做下去嗎？」

灣佛教寺院的沿革，永芸法師找到他來擔任「古

芸師父總是立場堅定地說：「這個構想，從『走

寺溯源之旅」的策劃與解說員是最佳人選。闞

過台灣佛教四十年』到現在『走過台灣佛教五

正宗謙和的敬業態度，也令人印象深刻！

十年』，如果此刻不做，那些曾經發生在臺灣

這套書從當初的六本到最後只出版一本，並以

的佛教事件，有朝一日會變成斷簡殘篇，眾說

照片寫真的方式呈現於世人前，永芸法師背負

紛紜。」

著太多壓力與責難，我真的很佩服他在那段時

於是，經過一再討論、修訂，終於決定割捨，

間的承擔，以纖纖瘦弱的身軀，默默地背負著

只出版一本單冊影集。這本影集按照片的年代

千斤萬斤重的壓力，從沒聽到他說一句的抱

編輯，不論道場大小，不分法師輩分，只是按

怨。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毅力，不

照事件發生的時間來編年。許多老照片是翻箱

是一般凡夫可以做到的！

倒櫃地從布滿灰塵木匣中翻出，極其珍貴。能

編輯宋芳綺的補述（目前是幼兒教育工作
者、自由作家）：

借就借，不能借就翻拍。我們按圖索驥記錄地
點、時間和當時的活動內容。一批批的照片帶

回想民國 84 年，我仍在高雄縣大寮國中教書。

回來，是一次次的感動與雀躍。因為，這些照

有一天，我接到陳卓君的 mail 說：「芳綺，芸

片，如果不是因為這本書的編輯需要，它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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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塵封在暗無天日的角落。

四大法脈之一的基隆月眉山的靈泉禪寺等，都借

既然把這本書定調為以照片編年，我、卓君和

出非常珍貴的佛教文物。

淑玲三人就分層負責，然後由芸師父編審。透
過珍貴的歷史照片，我才知道，星雲大師從宜
蘭雷音寺開始弘法，大師以活潑入世的方式帶
動人間佛教。照片中的大師，相貌俊秀莊嚴；
照片中未出家的慈莊、慈惠、慈容法師，年輕
秀麗。這群年輕人跟著大師騎著單車下鄉弘

這過程備嘗艱辛，直到展出前夕，我陪著她
們布置到半夜，那時沒人喊苦也沒說要加班費或
者不幹了，她們除了本身編輯的工作，假日還要
負責帶車去「台灣古寺溯源之旅」……
為了要寫這篇回顧，我從圖書館借回這本

法，那種快樂的神情，令人難忘。

書，從頭再看一遍，我不得不說，我們這群「娘

編輯「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我才明瞭，大師

子軍」真是了不起！這些照片從臺灣早期映象、

創建佛光山所做的各項利益眾生的事業，都是

日據時期佛教、光復初期概況，大部分由國史館、

佛教界的創舉。那過程，飽受多少誤解和辛酸，
終於開創了佛教國際化的新頁。
我們在寫的是佛教歷史長河中的一小段，卻是
發生在臺灣，真實的一段。
民國 85 年，是我擔任《普門》雜誌、佛光出
版社社長，主編《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寫真》的
最後一年，也是我人生關鍵的一年。那一年，我
似乎把多生劫未完成的工作都一次「受報」；在
辦「走過台灣佛教五十年」一系列活動的同時，
還在做《普門》雜誌 200 期特刊，「新．心生活
運動」系列活動（邀請名家在北、中、南做十六
場演講，及「觀心讀書會」帶讀人、「佛光山淨
心之旅」領隊……）。
我的工作團隊最初就是《普門》雜誌的幾位
編輯兼著做，那時包括與學者的開會、聯繫及活
動都是我們自己承擔，後來加入的陳卓君、宋芳
綺都是當年佛教青年會的青年，她們是目前在商
訊文化專案部任編輯室主任的林美惠介紹來的。
美惠任勞任怨，她負責帶領編輯規劃「佛教文物
展」的商借和展場布置。一開始那些寺院還不敢
把文物借出，經我保證，並幾次拜訪溝通，他們
才放心。所以，包括汐止彌勒內院、北臺灣佛教

聯合報、東和禪寺、世佛月刊雜誌社提供；到光
復後的傳戒、講經、影印大藏經環島宣傳，除了
大部分是佛光山、本社資料室，還有基隆極樂寺
修慧老法師個人提供，及大仙寺、圓光寺、海會
寺、慈明寺、湛然寺、松山寺、彌勒內院、華嚴
蓮社、法鼓山等提供；從黑白到彩色，從百廢待
興到傳戒、辦學、印經、人間佛教、兩岸交流；
最重要的是，我們整理出臺灣光復後至民國 84 年
臺灣地區傳授三壇大戒和佛學院的一覽表。這份
資料是我們向當初有辦三壇大戒及開辦佛學院的
寺院，一一寫信、打電話去要來的。傳戒，我們
依年度、傳授寺院、地址、受戒人數、起訖日期、
戒壇三師作成表格；佛學院依學院名稱、創辦年
代、創辦人、地址等作成表格；這二張表格一目
了然，確實費了不少功夫，得來不易、彌足珍貴！
這本書的完成，可說是佛教界的一次大團
結。他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做出來，還是願意把
那些寶貴的資料、照片布施給我們，我想這是佛
光山、星雲大師的威德加持。
那個清貧簡樸年代，我帶著這些佛教青年，
我們年紀差不多，能說能罵還是照樣做，有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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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淚水、有情有義……如今回首，真是一段美好

七、從行善布施到教育化導

回憶啊！

八、從頤養天年到醫療育幼
九、從經懺佛事到利生事業

三、感謝

十、從佛寺殿宇到講堂教室
十一、從山林修行到社會傳教

其實，當年我拜訪的所有教界長老、學者都

十二、從自修自學到聚眾研修

不看好，包括中佛會秘書長了中法師自己都說：

十三、從各宗各派到普遍融和

「我們很想做，也做了，都做不出來，你能做得

十四、從信眾弟子到輔助教化

出來嗎？」但我心中坦然，了中長老對我也是一

十五、從本土佛教到世界同宗

番愛護吧！

總之，五十年來的台灣佛教，由衰微到興隆，

我拜訪的陳慧劍、朱斐、鄭振煌、于凌波、
樂崇輝、熊琬、林清玄……都對我寄予厚望，甚
至給我諸多助力，但最後也都一一退出……

上繼佛陀弘傳真理於五印度之遺緒，超越盛唐
以來中國佛教之巔峰，下開萬世百代國際佛教
之新猷，於今佛光已遍照世界五大洲。一路行
來，雖是篳路襤褸，艱辛備至，但成果驚人，

很多人看到我一開始的狂熱，到後來一段時

足以為慰，所以當我接到佛光出版社永芸法師

間「無聲息歌唱的沉寂」，以為他們早就不看好

這本《跨世紀的悲欣歲月──走過台灣佛教五

「不幸言中」，到最後書出來了的驚訝……包括

十年寫真》時，歷歷往事不禁浮現腦海，心湖

我的師父，當我拿藍圖給他看，請他賜序時，師

也隨之激盪翻湧，於是信手拈來，發抒感想，

父也非常感慨，不久師父的序就來了。

但盼有志之士與我們一齊再接再勵，為佛教寫

（摘錄）：
回想一九四九年，我初來台灣，目睹當時台灣

下璀璨的歷史，為社會留下不朽的貢獻。是以
為序。

社會經濟蕭條，生活落後，神壇廟觀充斥街頭，

還要感謝廣元法師為本書封面題寫「跨世紀

迷信邪教到處漫流，佛教寺院既缺乏大陸叢林

的悲欣歲月」；另外，教界長老的推薦序，包括

恢宏壯麗的氣派，也沒有利生濟民的事業，不

高雄元亨寺住持菩妙長老、宏法寺開山住持開證

禁悲從中來。在感慨之餘，我長跪佛前立下弘

長老、華嚴蓮社董事長成一長老、世界佛教僧伽

誓，願以身心血肉耕耘這塊佛法沙漠。五十年

會理事長悟明長老、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

來，在僧信二眾的齊心努力之下，今日的台灣
佛教已煥然一新，與過去比之，竟有天壤之別，
舉其犖犖大者有下列數點：
一、從日式受戒到三壇大戒

臺灣靈巖山寺住持妙蓮長老、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淨心長老；居士大德的推薦：李炳南居士紀念基
金會董事長于凌波居士、慧炬雜誌社發行人鄭振

二、從線裝經典到精裝佛書

煌居士、慈雲雜誌社長兼發行人樂崇輝居士、臺

三、從勸世標語到書報雜誌

灣歷史學學者江燦騰、弘一大師紀念學會會長陳

四、從梵唄讚偈到歌詠舞蹈

慧劍居士、作家林清玄等人給我們寶貴的祝福和

五、從齋飯聚會到說法聚會

讚歎。

六、從誦經拜佛到讀經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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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長老的風範，像悟明長老曾有一次，一
大早經過台北道場而來《普門》雜誌看我，他老
人家慈悲的笑容永遠在我腦海中……

而沒有文人的習氣……」
在佛門一路走來，我堅持「以文學寫佛學」，
而不是把佛學世俗化，甚至我非常堅守修道的生

時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淨心長老來台北道

活，讀經、抄經、拜佛，不管多忙多累，都有自

場主持「佛教文物展」，與心定和尚、陳履安先

己的「密行」，也是受到聖嚴法師那句話「要有

生共同剪綵、參觀，給我諸多鼓勵、關懷……

文人的氣息，而不是文人的習氣」所警惕！

感謝贊助的「功德主」，沒有那些及時而到
的財力支助，無法催生此書的完成。

以當年 30 歲的我，對佛門抱持一份崇高神聖
的「精神潔癖」，我慶幸自己沒被「洪流」淹沒……

感謝與我並肩作戰、堅持到最後的工作夥伴，

而那時許多不能認同、理解的一些事，直至近年，

尤其約聘的美編是「天下文化」的美編，她為了

才在大師所寫的《百年佛緣》、《貧僧有話要說》

參與這有意義的工作，下班後才來我們辦公室

中找到答案、得到印證……

做，我陪著他們到半夜；感謝更多默默在後面的

往者已矣，時間是最好的證明，體悟到佛法

「小螺絲釘」，沒有你們，這部機器也無法運作。

的「無常生滅」，這個四大五蘊假合的「我」，

感謝國史館和聯合報資料中心，及各寺院、

生生世世輪轉受報，會歸終將離散，誰還會記得

雜誌社或個人提供很多珍貴的照片、史料。

什麼。

感謝沈氏印刷找出最好的紙和油墨，為了斑

只是很遺憾，當年那些企劃案、會議記錄、

駁的照片做出復古的感覺，一再測試，讓這本書

採訪的錄音帶和照片及手稿，不知何時還會「重

更增添光彩和保存價值。

見天日」？當年封箱好未出版的資料，我視為至

我也要感謝自己沒有放棄，帶領著大家「一

寶的心血，後人誰還會珍惜、保留？

起寫歷史」。當年那些苦難、磨練都成為我的養

無論如何，正如專研中國佛教史的日本學界

分，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們沒有虛度青春，也沒

大師鎌田茂雄教授，他特別遠從日本來參加我們

有辜負大家的期望……

的新書發表會，推崇備至的說：
編年體的中國佛教史，《佛祖統紀》和《釋氏

四、向前
如今，二十年又過了……回望過去，覺得「年
輕」真好。當年意氣風發、頭頂青天、腳踏大地，

稽古略》可為代表，但不如《走過台灣佛教五
十年寫真》一書，除了詳實的文字記載，照片
蒐羅的完整性到達高峰，具有極強的說服力，
正足以彌補日本佛學研究資料的遺闕。循著書

「雖千萬人，吾往矣！」那不讓鬚眉的巾幗氣概啊！

的軌跡，可以發現五十年來臺灣佛教的轉型，

我太單純，一腔熱血、傻勁，記得那時成一

已成為世界佛教發展的指南針。我將於日本

法師問：「佛光山會要報導我們嗎？」
我還反問：「為什麼不會呢？」
聖嚴法師見到我時，說我「有文人的氣息，

NHK 宗教時間，特別對民眾、教界及學界鄭重
推薦。（感謝依昱法師的翻譯）
當年各大報都報導了這個消息，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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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熱鬧風光，於我只是了了一樁心願，不負

國際化的盛況，是世界佛教發展的重要參考書……

如來不負教；對自己、對佛光山、對佛教，我做

因為這本書的推出，爾後帶起的臺灣佛教相

了一個出家人，尤其是承擔佛教文化事業的出家
眾，不計個人毀譽、成敗、得失，我應該為佛教
留下歷史！

關議題研究，如今已蔚為林，成功不必在我！
看到現在人間佛教遍地開花，雖然長老凋
零、人天眼滅，但年輕一輩的僧伽繼起，千家寺

這本書在萬千資料中，篩選、考證而精選出
二千多筆大事紀、上千張珍貴照片，是親炙歷史
的絕佳史料；內容蒐羅周廣、鉅細靡遺，是學術
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書；呈現臺灣佛教本土化、

院、百萬信眾，彼此和諧的交流友好，承擔佛教
弘揚重任……
唯有向前看、向前走，尊重與包容、同體與
共生，佛教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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