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專訪《今日佛教》發行人
101 歲耆老廣慈老和尚
釋自衍

香光尼僧團人文志業副都監暨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

一、緣起
2018 年底，法鼓山演正法師受廣慈老

會，所做皆辦，圓滿完成。

二、因緣和合訪問老和尚

和尚委託，尋找一套完整的《今日佛教》
（1957 年 4 月創刊，至 1962 年 2 月停刊，
共發行 58 期），作為典藏之用。演正法師
得知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
館）所典藏的版本，是目前國內最完整且
易於複印，是以請本館複製一套，供該期
刊發行人廣慈老和尚典藏。又，廣慈老和
尚在聽聞本館致力於佛教期刊數位化後，
深表贊同，並願意將這份期刊授權給本館
進行數位化保存及傳播。
一直以來，筆者久仰廣慈老和尚的威
德，知道他是佛教界梵唄唱念高手。今得
知老和尚已高壽 101 歲，且又是臺灣早期
佛教期刊《今日佛教》的發行人，於是筆
者把握此難得的因緣做一專訪。於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家師悟因長老尼的引領下拜

拜訪當日一早，從嘉義出發，前往桃
園龍潭佛照淨寺。筆者邊拉著裝載《今日
佛教》複製本的行李箱上車，邊想著「為
何需要此套期刊？」沿途不禁浮現諸多想
法，但見到老和尚後，所有的擔憂立刻煙
消雲散。這位 101 歲（按：老和尚提說身
分證是寫民國 8 年，1919 年出生）的教界
耆老，不僅看報紙不用戴眼鏡；說起話來
更是鏗鏘有力；飲食可以咀嚼；思路十分
清晰，可說是耳聰目明且精神矍鑠。
老和尚一看到完整的《今日佛教》複
製本時，很感謝本館將這份期刊完整地保
存，並一直說：「太好了！太好了！了不
起！我身為發行人，手邊竟然連一套完整
的期刊都沒有留存。」從老和尚說話時的
眼神，可以看出他是多麼期盼這份刊物可
佛教圖書館館刊

第 65 期

108 年 6 月

87

人物專訪

以留在自己身邊。

三、老和尚授權本館作數位化
筆者當下即向老和尚提出，現
今有很多期刊已經絕版，很難找到
原件，懇請老和尚能授權給我們（財
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將這份期
刊數位化。一旦完成，即可上傳到
網路流通，讓更多人可以看見、使
用這份刊物，以助益佛教研究工
作。老和尚當下頻頻點頭，並連說：

▲《今日佛教》發行人廣慈老和尚正在簽署授權書

「好！好！」還開玩笑地說：「這
些版權都是屬於釋迦牟尼佛的
呀！」隨後即簽下二份授權書，一
份由老和尚保存，一份則交由我們
（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存檔，
希望將這些佛教早期的期刊數位
化，廣為流通。
當老和尚簽完授權書之後，筆
者隨即再送上一份神祕禮物──隨
身碟一只，內容收錄完整的《今日
佛教》數位彩色版及黑白版檔案（含
tiff、pdf 檔）。老和尚對於小小隨身
碟居然可包含一套完整紙本《今日
佛教》的內容，分外高興地說：「謝
謝！《今日佛教》也跟上科技的時
代了！」此時，老和尚也回贈他所
編的《新標點本淨土宗法寶大藏》
一套 50 冊，提供本館典藏。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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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敘說這套叢書，是他花了
很長的時間，選錄藏經中有
關淨土的經典、論典，逐文
以新式標點標註，由於耗費
多年，造成了脊椎、腰骨的
受傷，但內心法喜充滿。

四、緣生緣滅話《今日
佛教》的創辦
距《今日佛教》創刊之
日，已有六十二年了，老和
尚再次翻閱自己編輯的期

▲廣慈老和尚翻閱《今日佛教》

刊時，眼神流露出無限感
懷。由於筆者也曾創辦期
刊，於是趁此難得的機緣，
請問老和尚當初創辦《今日
佛教》的因緣，以及辦期刊
的一些問題。
問：當初為何會想創辦《今
日佛教》？
答：戰後，我們從大陸來臺
灣，看到的報刊、雜誌
都是用日文寫的，要看
中文書刊真的很難。當
時我們這些法師有一

▲《今日佛教》期刊共發行 58 期

共識，要弘法：第一辦
學，第二辦雜誌，第三印經典。所以，

提樹》舉辦第一屆全國照相比賽時，

當我們辦了佛學院之後，就開始辦雜

我就得到第一名；我想透過影像記錄

誌。由於我個人喜歡攝影，記得《菩

歷史，也因此《今日佛教》自創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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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新聞畫刊」了。我常常背著照
相機到處記錄法會等活動，另外我也
想以文字弘法，所以才發起要辦這份
刊物。從創刊號開始，就是由我擔任
發行人。
此時，老和尚翻開創刊號的「佛教新
聞」專欄，指著相片說：「這是我照的，
當時也花了很多錢，但現在看來真是有價
值。」老和尚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份深深
的法喜。
問：請問當時辦期刊的經費來源？
答：戰後大家都沒有錢，我當發行人就要
去募化。當時主要靠二位大護法居
士：一位是「五分珠」的老闆，另一
位是「伍順自行車」的老闆；之後，
才有人樂捐。（註 1）
問：請問當時《今日佛教》一期印刷幾本？

▲《今日佛教》創刊號封面，刊名「今日佛教」四字
由學者張其昀先生題字

每期訂閱量大約是多少？
答：印象中是發行一千本。實際
訂閱量僅 200 本，結緣約有
三百多本。剩下的期刊就裝
訂成合訂本，作為贈送之
用，有不少是送到海外，但
大部分是送圖書館。（註 2）
問：印刷一期期刊約需要多少經
費？每期零售定價是多少？
答：一期約十幾萬元，包括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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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印刷費、紙張費等。訂

▲《今日佛教》二大護法──五分珠、伍順自行車

閱每期臺幣 4 元，全年 40

資料來源：《今日佛教》的廣告（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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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註 3）
問：《今日佛教》的文稿來
源為何？
答：剛開始是外來投稿；後
來編輯改組，加入演
培、星雲、南亭、道安
等法師，請他們撰稿，
或設想主題舉辦座談
會，也就成為稿源了。
問：由誰負責邀稿？每期
約需支付多少稿費？

▲自衍法師訪問《今日佛教》發行人廣慈老和尚

答：都是依賴師友邀稿，並
沒有給付稿費。
問：當時的社址是在哪裡？
答：在臺北善導寺。

二年），後來就交給道安辦了，之後
就停刊了。

五、由文字弘法到音聲弘法

問：早期您拍照的相片是否有保留下來？
答：早期相片都沒有留存了，底片、膠片
也都發霉不能用了。
問：《今日佛教》後來為何沒有再繼續發
行呢？
答：因為我參與了影印《大藏經》環島推
廣的活動，忙於弘法布教及印經事
宜，就無心負責刊物了。再者，當時
《菩提樹》已創刊發行多年，也辦得
不錯，做得很好，我覺得《今日佛教》
與《菩提樹》性質相同，所以就將《今
日佛教》停刊了。
老和尚又補充：當時我錢用光
後，就給星雲辦，但星雲事多（接辦

物換星移，可以遇見六十二年前創辦
臺灣佛教刊物的發行人，是多麼難得的因
緣啊！問著、問著，筆者內心深覺因緣真
是不可思議！當初創辦刊物有它的因緣，
成就了那因緣，而留下了寶貴資料，讓我
們得以窺見當時的佛教發展景況。
話鋒一轉，談起老和尚一生在梵唄的
貢獻，邀請他當場能起個腔，讓我們一飽
耳福。結果令人喜出望外，老和尚竟獨自
唱了一首〈爐香讚〉，中氣十足，那梵音
充滿著道味，非常莊嚴！
聽老和尚的侍者說起，去年老和尚還
每日參加早、晚課，目前則是初一、十五
才參加；今年 3 月還擔任燄口主，一上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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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五個小時也沒問題。此外，他為傳承佛
教的梵唄，現在還著手將重要的梵唄音韻
用現代的音符譜出並錄製音檔，希望讓佛
教的梵唄可以跨時空流傳，也讓大眾可以
用音聲供佛……。高壽 101 歲的耆老，還
能繼續做這些事，實在是太令人敬仰了！
家師在旁特別補充：真正會唱念者，
大多是長壽者，因為好的梵音是從丹田發
聲，用整個身子在唱念，肺活量好，氣長
當然長壽，如戒德長老也活到 103 歲。看
來漢地的音聲佛事，除了傳承佛教文化之
外，還有養生的價值。

六、結語
午齋後，向老和尚告假，離開老和尚
的道場。在回程途中，筆者覺得今天就像
讀了一部近代高僧傳般。有緣可以親近
101 歲的佛教界長者，是佛法的因緣、法
的力量，讓素昧平生的彼此可以如此交
流；尤其是長者不畏年紀大，還繼續做法
的布施與傳承，實在太令人感動，值得我
輩學習。後學的我們，真的要健康與精進，
才可以讓佛法永續地流傳！

▲廣慈老和尚唱誦〈爐香讚〉之曲譜
資料來源：《漢傳佛教雙譜對照梵唄樂譜傳承》頁 1

相關事宜，在其他刊物是罕見的。如：自
創刊號開始，不定期刊載〈編後記〉、〈給
讀者的報告〉、〈主編的報告〉等；第 2
期起，封面內頁的〈給讀者的報告〉，詳
細記錄編輯的概況，包括經費、印刷、訂
閱等各種資訊；在第 2 卷第 12 期頁 37 還

【後記感想】
回寺之後，將《今日佛教》每一期瀏

有刊載〈本刊一年綜合報告〉。此外，編

覽閱讀，居然有意外的新發現。茲將這份

輯組織改組因緣及聘請的顧問等，也都有

刊物特別之處歸納如下：

詳盡的說明。又如第 2 卷開始，轉型成立

1. 詳細記錄編輯、發行的相關事宜

編輯委員會，由 8 個人組成，分別是心悟、

《今日佛教》詳細記錄編輯、發行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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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培。刊登廣告之費用也列
於創刊號，如：封面封底裡
全頁 1200 元、半頁 800 元、
1/4 頁 600 元；普通全頁 800
元、半頁 500 元、1/4 頁 300
元。依今日來看，這些鉅細
靡遺的列出，可以幫助讀者
了解當時辦刊物的背景，也
是研究佛教期刊發展的好
材料。
2. 《今日佛教》的編輯特
色與流通
創刊號載有《今日佛
教》的編輯方針：一、圖畫
照片多於文字；二、淺鮮簡
明接引初機；三、剖解現實
重視報導；四、激勵弘法蔚
成風氣；五、走入家庭配合
生活。
綜觀共 58 期的刊物內
容，為配合編輯方針，所設
定的主題均以關心佛教為

▲《今日佛教》〈給讀者的報告〉

出發點，且有多位僧人投
入，故稿源也以僧人為多。

因此，刊物內容有來自各地的佛教活動資

又，透過「畫刊」等相片，記錄當時的佛

訊，加上有中英對照的佛教文摘專欄，使

教發展，因而照片也相對的多。由於這份

得這份刊物的流通更為廣泛。

刊物發行至海外，於香港、越南、泰國、

3. 從《今日佛教》了解當時的佛教發展

新加坡、檳城（馬來西亞）、菲律賓、日

從《今日佛教》的歷任主編或社務編

本、加拿大、美國，都設有負責分銷主任。

委會名單，可知當年這些不同道場的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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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佛教問題座談會」，談論
的主題有傳戒、寺廟管理、
改良社會風氣、佛教與政
治、佛教與經濟等。由此可
知，這份刊物不僅關心教界
發展，也接軌當時代的社會
發展。

【省思】
雖然經過漫長的六十
二年，但從《今日佛教》的
內容，我們依然可得知前人
走過的足跡，只可惜它因人
事變遷而停辦。筆者從中省
思：文字可以跨越時空，讓
弘法的影響力更為深遠；如
果營辦刊物能回到組織、機
構，或可避免人事因素，較
能永續發展。
◎廣慈老和尚簡介
廣慈老和尚，俗名顧平，
▲《今日佛教》創刊於民國 46 年 4 月 10 日，創刊詞詳載論議方針

1919 年出生。12 歲於南京
棲霞寺出家，16 歲就讀焦

投入編撰刊物的理想，以及當時的弘法方

山定慧寺佛學院，與煮雲、星雲、悟一、

式與策略；對照當今臺灣佛教期刊的發

蓮航法師等一代高僧同窗修學。二次戰後

展，大多是單一道場的營辦。可知今昔經

來到臺灣，今住持桃園龍潭佛照淨寺，且

營方式之不同。

擔任中華國際佛教梵唄音樂交流策進會理

又透過座談會結集專文，可以了解當

事長。老和尚擅長梵唄，一生致力於佛教

時所關心的話題，如第 2 卷開始，有「今

弘法、梵唄傳承。梵唄專書著作有《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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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唄一．二輯合訂本》
、
《正
統梵唄：常用讚偈．華嚴字
母．大悲懺．淨土行持》、
《漢傳佛教雙譜對照梵唄
樂譜傳承》、《華嚴字母研
究報告及教學課本》等。

【附註】
註 1：回寺後，翻開《今日佛教》
每一期的期刊，幾乎都可
以看到這兩家商家的廣告
版。由此可知，《今日佛
教》能持續發行，這兩家
商家是很重要的護法角
色，難怪經過六十二年之
後，老和尚依然清楚記得。
註 2：經筆者查詢《今日佛教》，
由第 2 卷第 12 期〈本刊一
年綜合報告〉（頁 37），
得知每期印刷三千本，基本
訂戶有一千六百多戶，餘均
推銷售賣，每期存書無多。
故推論老和尚所說的數量
應是創刊至第 2 卷之間的
發行量。
註 3：筆者查詢《今日佛教》，
得知當時一份期刊的定
價，如創刊號頁 27 有刊載
其他刊物訂閱廣告，《海

▲《今日佛教》〈本刊一年綜合報告〉詳細記錄編務、發行、內容等

潮音》、《人生》、《中
國佛教》每本約 3 元。若以當時的社會經濟
狀況來看，《今日佛教》每本 4 元，算是比
一般期刊價格高一些，（按：民國 45 年每月
基 本 工 資 約 為 300 元 ， 資 料 來 源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606/93913
7.htm）但在第 2 卷開始更換編輯組織之後，
可能成本費用降低，所以每本也調降為 3 元。

至 19，很清楚的列出每一期的支付費用。這
種徵信的方式，成為佛教刊物訂閱與募化取
信大眾很獨特的風格。如今再閱讀這些支出
列表，發現有值得玩味之處，如第 6 期有列
一項閃光燈 4,120 元，就超過一期的印刷費，
由此也可以了解當時代相機器材之昂貴與稀
有的程度了。

另外，每一期期刊的印刷費，在第 7 期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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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今日佛教》刊載其他刊物的訂閱廣告

▲第二期至第六期支出費用（《今日佛教》第 7 期頁 19 部分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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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支出費用（《今日佛教》
第 7 期頁 18 部分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