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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4年竺摩法师从中国南来马来亚弘扬佛法，兴教办学。这一次南来，虽

然可以说是应当时大马佛教的迫切需求，但其实也是由于法师早年受业于太虚大

师，受到大师积极推动佛教教育、培育僧才以振兴佛教的努力所影响。

竺摩法师一生受太虚大师的影响与启发极深。本文将法师一生行迹概分为

三个时期──中国求学、弘化香港、澳门时期，以及驻锡马来西亚时期，从中

列出其所受影响与启发之处。

第一时期中法师求学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曾两次随侍院长太虚大师到广

东、福建等地弘法，亲受大师的熏陶。第二时期法师弘化港澳，一面讲学，一

面办杂志，尤其在办杂志方面，一直都受到大师的鼓励与支持。第三时期法师

南来马来亚，教学于菩提中学，后联合马来西亚诸山长老创办马来亚佛教总会

与马来西亚佛学院。其办佛教教育与佛教组织之举，实受太虚大师革新佛教运

动所影响。此外，法师于自身道场建塔纪念大师，并领导人生佛学中心弘扬人

生佛教，都是为了让世人向法师心目中的巨人──太虚大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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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54, Ven. Zhu Mo traveled to Malaya to propagate Buddhism. The trip was 
initiated by the local demands as well as the efforts of Ven. Tai Xu in China to promote 
Buddhist education abroad. Many events showed that Ven. Zhu Mo was deeply influ-
enced and enlightened by Ven. Tai Xu.

The paper studies the life journey of Ven. Zhu Mo,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First, the learning period in China; Second, the preaching of Buddhism 
in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lastly his years residing in Malaysia. The paper aims to 
examine how Ven. Tai Xu affected Ven. Zhu Mo and the effect of this influence. 

In the first learning period, Ven. Zhu Mo went to Minnan Buddhist College. After 
graduating, he followed Ven. Tai Xu to propagate Buddhism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Later, he traveled to Hong Kong and Macau and published a magazine upon 
the encouragment of his master Ven. Tai Xu. In his third and last period, Ven. Zhu Mo 
came to Malaysia and acquired a teaching job at Bodhi Secondary School in Penang. 
During those days, Ven. Zhu Mo, together with other Buddhist leaders, established the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the Malaysian Buddhist College was a sign of 
influence of the Buddhist Reformation Movement initiated by Ven. Tai Xu. In order 
to remember Ven. Tai Xu and to urge the Buddhist disciples particularly to follow the 
teaching of Ven. Tai Xu, Ven. Zhu Mo has built a memorial pagoda and the Centre of 
Humanistic Buddhism. 

Keywords: Tai Xu, Zhu Mo, Buddhist education, Humanistic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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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02年2月4日，竺摩长老（下文多简称“法师”），圆寂于槟城三慧讲

堂，享年九十岁。一代佛教大师示寂，国内政要、海内外缁素皆哀挽致祭，备

极哀荣。此等身后哀荣，以及生前美誉——‘大马北传佛教之父’，皆是法师

一生为佛教无私奉献的结果。

	 1954年，法师从中国南来马来西亚，从此住锡大马将近四十年，致力推

动我国的佛教发展，不留余力地提倡佛学教育，为教界培育无数僧才。法师一

生的努力，成绩斐然，教界众人有目共睹，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法

师与诸山长老创办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下文或简称佛总）和马来西亚佛学院的

功绩。尤其是法师对马来西亚佛学院的贡献，集创办、教学、护持于一身，三

十年来坚持不懈，始终如一。此外，法师开讲经说法、着书立说的风气，也被

佛教界所公认。法师门下弟子多投入佛学教育的工作，如继程、继兴、继仁、

继尊、继证等法师，皆长期在佛学院服务。

	 法师南来弘扬佛法、兴教办学，虽是应当时大马佛教的迫切需求，但也

是由于法师早年受业于太虚大师，1受到大师积极推动佛教教育、培育僧才以振

兴佛教的努力所影响。法师前半生所学所行，深受虚大师的熏陶，是以后半生

所作所为，皆有大师的身影，处处以大师为效法的榜样。太虚大师为中国佛教

的革命者，也是佛教教育的振兴者；法师是马来西亚佛教教育的先锋，师生俩

如星伴月，相互映辉，成为教界的美谈。

	 然而，竺摩法师与太虚大师的因缘、法师对大师的尊敬推崇、对大师行

业的效法，却甚少被教界人士所提及，殊为可惜。所以，本文从相关文献中整

理法师与大师的种种因缘，展现法师为大马佛教大转法轮的背后推动力，借以

表示对两位高僧的尊崇与敬仰。

	 竺摩法师出生1913年，中国浙江乐清县雁荡山麓。十二岁从白云法师披

剃。十八岁就读闽南佛学院（下文或简称闽院），亲近当代中国佛教领袖太虚

大师。卒业后升读武昌佛学院，任研究生。曾随侍大师弘法福建、广东、香港

等地。抗战时期，南游港澳，开坛说法，主编杂志。其时亦尝随岭南画家高剑

1  下文简称‘虚大师’或‘大师’。

    太虚大师生于公元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圆寂于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享年五十九

岁。大师一生倡导佛教革命，致力于佛教事业，对佛教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印顺导师称赞

大师为‘近代佛教唯一大师’。（见释印顺，《太虚大师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台

北：正闻出版社，1992（修订一版），编者附言之页1。）又于《太虚大师选集》序中说：‘

太虚大师，以护教护国为事，四十年如一日， 悲心深重， 近代佛教界一人而已！’（见印

顺，《华雨集》（第五册），台北：正闻出版社，1993，页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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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习艺，又擅诗文。时人称之为诗、书、画三绝。1954年，法缘南移，往泰国

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揭幕典礼，宣讲佛经。嗣后南下，任槟城菩提学院导师，

从此驻锡马来西亚。1959年，与全马佛教诸山长老发起创办马来亚佛教总会（

即马佛总前身）。1964年自建槟城三慧讲堂。1970年，又与诸山长老创办马来

西亚佛学院，任院长。2002年法师缘尽舍报。法师驻锡马来西亚数十年，讲经

说法、着书立说、展出书画，并兼任马来西亚各大寺院主持等职。著作有《篆

香画室文集》二十六册，以及画册《篆香室书画集》等。2

	 笔者将法师一生行迹概分为三个时期，即于中国求学时期、弘化香港、

澳门时期，以及驻锡马来西亚三期。三期行迹中受太虚大师的影响与启发极深，

下文即从其行迹中列出其所受影响与启发之处，并于最后作一总结。

二、	三期行迹中所受的影响与启发

(一)	 求学时期

 1. 就读闽南佛学院

	 竺摩法师与太虚大师的接触开始于法师进入闽南佛学院求学的时候。依

据法师的自传（即《行脚过千秋》），法师是在1930年（民国十九年）跟随当时

的闽南佛学院教务主任芝峰法师3前往闽南佛学院就读。这时法师十八岁，而太

虚大师已经四十二岁。4

	 1925年厦门南普陀寺礼请常惺法师创办闽南佛学院，5首任院长是当时

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1927年，太虚大师接任南普陀寺住持，并兼任闽南佛

学院院长。6

	 竺摩法师于1930年秋季入学闽南佛学院。依据法师的自述，他是‘迟了

一个学期才到’，而太虚大师是在隔年春天回院，7再根据《年谱》，大师是在

1930年4月11日离开厦门，弘讲于北平、四川、上海等地，至1931年1月16日才返

回厦门，8所以，法师大概是直到1931年1月才见到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回到闽院后，举行了一次大会考，在诸同学中，法师名列榜

2  参释竺摩，《行脚过千秋》（以下简称《行脚》），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2003年，页1-2
。

3 芝峰为法师的师叔，所以自传中称作芝师叔。

4  参竺摩，《行脚》，页3-31。
5  参印顺，《年谱》，页201。
6  参印顺，《年谱》，页235。〈竺摩上人南天记〉作者陈慧剑称闽南佛学院为太虚大师创办（参

陈慧剑，《当代佛门人物·竺摩上人南天记》，藏经阁佛教天地图书馆http://www.ebud.cn/book/



33

首，9可能是从这时开始，法师受到了太虚大师的瞩目。

	 法师进闽院一年后，受到闽院学风的影响，与诸同学在闽院创办的佛教

刊物——《现代僧伽》，发表文章，鼓吹改革佛教之论。10

	 1932年，太虚大师于10月25日回厦门，11	12月1日，为闽院同学讲《佛教

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12由全体同学自由记录，法师的笔记被选中，刊载

于《海潮音》，13并且获得太虚大师的亲笔信函嘉勉：‘守志14思清笔雅，为少

年之秀，若能多培福报，前途不可限量。’15受到太虚大师的赞扬，对年轻的

法师而言，无疑是一番极大的鼓励。这时，法师进入闽南佛学院已经三年。

	 法师就读闽院期间，太虚大师留在闽院的时间只有1931年1月中旬至3月
底，以及1932年10月底至1933年2月底两段时间，前后不过八个月。即使留在闽

院期间，大师也数度出外宏法，为闽院学生上课的时间极有限。16

	 竺摩法师与印顺法师是闽院同期同学，印顺法师在他的自传中记叙：‘

民国二十年春，我到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虚大师常在外弘法，院务由代院长

大醒法师主持，同学们称之为大法师。’17由此可知，当时学生见到大师的时

间不多。不过，这时期的法师以专志求学为主，所以能够从当初入学时‘许多

课都未听见过，所以得益不多’18，到三年后能为太虚大师的专题演讲作出文长

一万多字的笔记，并写下《成实论》、《论三宝》等佳作	，法师的学问可谓进

步神速。

	 2. 随侍太虚大师弘法潮汕

7   见竺摩，《行脚》，页6。
8   参印顺，《年谱》，页307-318。
9  参竺摩，《行脚》，页6。
10 参释竺摩编述，释继程整理，《竺摩法师简谱初稿》（以下简称《简谱》），槟城：马佛青

总会佛教文摘社，1984,页7。
11 参印顺，《年谱》，页347。
12  参印顺，《年谱》，页350。
13 由法师记录的《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自传称为《佛教的教史与教法》）， 全文

共分为五个部分：一、全部教史的纲要；二、全部教法的纲要；三、今后佛学的建立；四、

今后僧教育的建立；五、今后教制的施设。文长十万字左右，被刊于1993年《海潮音》第十

四卷第三期，后被收于《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佛法总学》之《判摄》。文后志明为‘守

志记’。（见《太虚大师全书网络版》，http://www.unc.edu/~zhaoj/buda/taixu/tx1-23.txt）
14 守志是法师的字，法名为默诚。

15 见竺摩，《行脚》，页7。
16 参印顺，《年谱》，页31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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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2月1日法师于闽院为太虚大师的专题演讲作笔记，而法师自传

称‘三二年祖业，大师弘法潮州和汕头，就命我去作笔记’，20加上太虚大师

弘化潮汕是在32年12月9日至16日，所以法师应该是这一年的12月间毕业的。

	 1932年12月9日，太虚大师受到潮州和汕头佛教界代表前来厦门迎请前往

弘法，命法师随行侍录。21前后九日的弘法盛事和讲稿，由法师记录为《太虚大

师潮汕弘法记》，刊于《海潮音》月刊。太虚大师和法师的行程活动如下：

	 12月9日，从厦门出发到汕头。

	 10日，早上大师等抵达汕头，智证、周觉空等来迎。赴六邑会馆之欢迎

会，大师讲《存心与择法》。晚上，大师至商会，开讲《心经》，凡三日。其

间，有丁沧波、马杰三等来访。

	 13日，大师等至潮州，驻锡开元寺。是晚，讲《心经大意》。

	 14日，上午，出席欢迎会，大师讲《佛法与救国》。晚上，略讲《十善

业道经》大意。

	 15日，大师为开元寺念佛会，讲《阿弥陀经讲要》。又应第四中学之

请，莅校讲《佛学的色法与物》。是日，大师访唐大颠之叩齿庵。

	 16日，大师等还汕头。晚上于商会讲《阿弥陀经大意》。

	 17日，离开汕头返厦门。22

	 这是法师首次随侍太虚大师，对法师而言，一切应是新鲜且富有意义

的。法师初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得以跟随太虚大师出外弘法，除了大开眼界、

增广见闻之外，对大师孜孜不倦的弘化活动，终于有亲身见闻的机会。而亲炙

大师，直接从其身教、言教感受大师的泱泱风范，必然在法师这位僧青年的心

灵，留下深邃的印象。

	 1933年1月，芝峰法师离开闽院，奉太虚大师的命令前赴武汉主编《海

潮音》月刊，同时法师也奉命随从助理，并转入武昌佛学院深造，当研究员，

17  见印顺，《平凡的一生》，台北：正闻出版社，1994，页45。
18  见竺摩，《行脚》，页6。
19 〈成实论概要〉和〈论三宝〉都是法师写于闽南佛学院的文章，分别收于法师讲著的《佛理

论集》和《正觉的启示》。

20  见竺摩，《行脚》，页7。
21  参竺摩，《行脚》，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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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世界佛学苑编译员。这时武昌佛学院作为世界佛学苑的总苑，分考校和编

译两部，芝峰法师担任编译部主任。23同年9月，芝峰法师辞去《海潮音》主编

一职，到慈溪金仙寺办白湖讲社，法师亦随之前往，并担任教职。这一年，法

师二十一岁。

	 隔年1月3日，太虚大师至镇海团桥镇永宁寺，讲《八大人觉经》，法师

和芝峰法师从金仙寺前来参与法会。1月5日，太虚大师偕同芝峰法师到金仙寺

一游。金仙寺寺主亦幻法师（武昌佛学院学生），开欢迎大会接迎，太虚大师

讲《由诸行无常求合理的进步》和《怎样赴龙华三会》，两次演讲，都是由法

师作记录。24

	 3. 随侍太虚大师弘法闽粤

	 1935年11月，太虚大师应闽粤缁素的邀请南下讲学，从上海写信给法

师，嘱咐法师随行作记录。25这一趟随行，为时两个多月，行程是从上海乘轮

船南下至厦门，十天后到香港九龙新界，两周后再去广州，在广州停留一个月

回香港，再到汕头潮州停留十多天，最后回上海过农历新年。26	

	 这段时间内，太虚大师的活动包括：为了疏解闽南佛学院学潮问题，而

开示《师生应如何爱护学院》；讲说《弥勒上升经》、《弥勒下生经》、《弥

勒下生成佛经》、《八识规矩颂》、《三十唯识颂》、《心经》等经；其余讲

课内容涉及‘佛化’、‘正信’、‘念佛’，以及佛教与道德、政治、文化、

现代中国等等；另应虚云老和尚的邀请，去韶关南华寺，瞻礼六祖遗身，为南

华大众开示：《赞扬六祖以祝南华之复兴》。

	 大师所弘讲的地点，多数是各地的寺院、佛教会、居士林等，间中也受

邀请讲学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让勤大学、复旦中学、龙溪中学。

22 参印顺，《年谱》，页351-352。
23 参印顺，《年谱》，页355；竺摩，《行脚》，页7。另，根据《年谱》，在武昌佛学院成立

的是世界佛学苑的图书馆，馆内成立研究部，分为编辑和考校两室：‘（1932年9月）二十五

日，世苑图书馆开幕。大使世界佛学苑之运动，总院地址，去夏始确定于南京佛国寺。适以长

江流域的大水，继以九一八、一二八之事变，因缘乖舛（德国卫礼贤亦卒），进行不易。是

夏，武院驻军撒去，大师即进行图书馆之筹备；至是始告成立。到孔庚、方耀庭（本仁）、

夏斗寅、王森甫、罗奉僧等。院董会改推方本仁为院董长（史略；海十三、十一‘史材’）

。图书馆成立研究部，分编辑、考校二室。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其后陆续

来者，有力定、守志（即竺摩法师）、印顺等。馆务由法舫主持，凡六年。’（页346-347)
24 参印顺，《年谱》，页364。
25 参竺摩，《行脚》，页7。
26 参印顺，《年谱》，页39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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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24日，法师随太虚大师从潮州返回上海，住锡雪窦寺分院过

农历新年。在这里，法师奉大师命为上海佛学会分会众多居士讲解佛理。27

	 在香港期间，太虚大师曾经为法师和法舫法师等七人重受菩萨戒。法师

蒙大师赐名大厂28。29太虚大师以‘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为志，积极实践菩萨行，

具有典型舍己为人、为法忘躯的菩萨精神。大师对瑜伽菩萨戒有精辟的看法：

 此戒法与其余之菩萨戒法不同者，余兼三乘共同之律仪戒，此戒专明应

如何修六度以修集诸善法，应如何行下摄饶益有情，故此戒最明白而扼要

者，正大乘菩萨之特殊精神所存，不学此菩萨戒，无以见菩萨之殊胜．．

．．．．此菩萨戒乃深切现今七众佛徒实际上办事之应用者，如出家僧办

佛学院及公益慈善等，皆时势上应办之事。换言之，凡与众人相关而有益

社会之事，今后皆应去办。非复闭门修行可尽其责。然出家僧办事，须受

学此菩萨戒法，方有办事行轨，否则，破坏佛法，违背教规而不自知。若

以前出家僧所采之修行法，非自了的禅宗，即往生的净土宗，皆不圆满；

此戒方为正修之菩萨行。至于礼拜、念诵，亦万行中之一，若依此戒发菩

提心去行六度、四摄，则尚何行不备？30	

	 中国佛教向来传戒都用《梵网菩萨戒本》，大师则极力提倡《瑜伽菩萨

戒本》31，甚至认为‘不学此菩萨戒，无以见菩萨之殊胜’，是以这年为法师等

重受菩萨戒，所传之戒，非瑜伽菩萨戒莫属。	

	 1935年1月，太虚大师四十六岁，开始感到体力渐衰32，后更患病，	 从

汉口返回上海就医，倍感衰老剧增。33但是这一年，大师仍旧著作不断、四处

弘讲不辍。法师就在这一年随侍大师，想必也为大师贯彻始终的菩萨精神所折

服。大师为法师等重受菩萨戒，除了表示对法师等人的器重之外，亦是冀望法

师等僧青年，能够继承‘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大行。

	 法师作为太虚大师的学生、两次随行侍录，又身为虚大师的菩萨戒弟

子，法师的菩萨心行，很难说不是以大师为效法的榜样吧！

	 法师于澳门主编《觉音杂志》时，出版《太虚大师五十寿辰特刊》，写

27   参竺摩，《行脚》，页8。
28 ‘厂’，音‘h2n’，意思是山边可以居住的崖洞。见《国语词典》‘厂’条。

29  见竺摩，《行脚》，页7;印顺，《简谱》，页3。另，新版《篆香画室文集》（槟城：三慧

讲堂印经会，2002年。）封面内页之‘作者简介’提到‘蒙大师赐名“竺摩”，取效“竺法

兰”、“摄摩腾”二大师之意’，不知根据何在。

30  见太虚，《人生佛教真义》，页268-269。该文将于1930年，原收于《太虚大师全书．律

仪篇》。（参释太虚，《人生佛教真义》，槟城：人生佛学中心，1975年（重校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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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篇《太虚大师的融贯思想》34，文中称赞大师为：

 就历史的伟大性说，大师在近今佛教建设及宣化的丰功伟绩，是不让显

（法显）、奘（玄奘）两公专美于前；而就教理方面的精深圆解，则自盛

唐以后，又堪与永明、藕益两大师比拟有（余）裕了。35

	 又说：

 大师想把全部佛法在现实世界中活用起来，所以怀抱这种绝大的宏愿，

不但把各宗各派的佛学融会成整个的佛学，并曾努力将中国的学说和西洋

新旧的学说拉到佛学上来而建立其世界新佛学的王国。看他在世之时，对

古今中外的各种新旧学说，莫不网罗评述，绰有裕余，就可知道他老人家

深长雄厚的悲愿和魄力了。36 

	 由此可见，对于太虚大师的思想、悲愿和魄力，法师能够深深体会而且

极度推崇。

	 1936年，法师从上海回到慈溪白湖讲舍自修。37	1937年5月，大师‘应宁

波东乡梅墟静宗寺（寺主白38云）请，讲《金刚经》。三日后，有式昌（法师）

代座。’39依照法师的自传所说，当时除了式昌上人之外，还有法师本人共同代

座，讲至圆满。40

	 不过，法师在自传中说这是1934年夏天的事，而以《年谱》所说，却

是1937年的事。如前所述，1934年1月，大师曾于金仙寺做演讲，由法师	作记

录，这件事法师在自传中没有提到，却说这一年有静宗寺代座之事，可能是将

两件事误为一谈，并把年代混淆了。法师在自传中亦说1937年1月至6月，他在

四明延庆寺专攻英文。41延庆寺与静宗寺同在宁波，法师在那时前往代座，是

31 ‘于我（中）过，历来梵网戒本较为盛行，西藏则受持瑜伽戒本，而不信识梵网。于近代， 

太虚大师则专倡瑜伽戒本，以为四众弟子行持的依准。’（见《佛光大辞典》（激光视盘）

，佛光山宗务委员会，2002年（第二版），页5218）
32 ‘二十二日，大师四十六初度。将二十年来所留髭须，一齐剃却，殆有感体力渐衰，勉自振

作为青年矣！’（见印顺，《年谱》，页378。）

33 ‘大师以病，返上海治疗，感衰老剧增。’（见印顺，《年谱》，页379。） 

34  本篇文后注明‘1937年主编《觉音》出版《大师五十寿辰特刊》写于香港’（见释竺摩，《

佛教教育与文化》，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1990年（再版）,页127），但是法师在自传中

说‘1939年．．．．．．并主编《觉音杂志》’（见竺摩，《行脚》，页11）。以太虚大师

年龄论，应以后者为正确。1938年大师五十岁，是年腊月十八日，依大师的算法是四十八岁

满，四十九岁初度，所以1939年大师正好五十岁初度。（参印顺，《年谱》，页2、426）
35 见竺摩，《佛教教育与文化》，页126。
36  见竺摩，《佛教教育与文化》，页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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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的。

	 1937年7月7日北平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爆发。八年抗战期间，法

师在浙江、武汉、香港等地参与抗战、救难工作。1939年至澳门弘法，后滞留

香港直至抗战胜利。1948年方重回澳门。421947年3月17日，抗战结束后二年，

大师舍报圆寂，享年五十九岁。43从抗战开始至大师圆寂，前后十年，法师似

乎不曾再与大师见面。而1937年延庆寺代座的那次，极可能就是法师和太虚大

师最后一次的见面。

(二)	 弘化港澳时期与太虚大师的因缘

	 1. 讲经说法

	 1939年法师应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的邀请，前赴澳门功德林办‘佛学研

究班’，第一届毕业生有十多人。法师为学生讲《三十唯识》、《因明大疏》

和《解深密经》。44邀请法师代讲唯识的霭亭老法师称赞法师为：

 法师不惟邃于唯识妙理，而于世谛文字，造诣亦深；且复诲人不倦，教

授有方，极得学众爱戴，故得机教相投，成绩昭著。45 

	 同年冬天，功德林结四十九日弥陀七，请法师讲《维摩经》。何建明先

生在其大作《澳门佛教》引用了法师开讲《维摩经》时的一段话：

 虽然，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

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

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甘靓的’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

算以今次为始．．．．．．46

	 由此可知，这是法师生平第一次有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对于法师而

言，这次讲经意义重大，可以说是法师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一个起跑点，所

以法师极为重视讲经的内容。讲经之前法师曾参考了数十种相关的注释书，47以

37   参印顺，《年谱》，页8。
38  原文作‘班云’，然《行脚》页7有‘虚大师因我师父之请，在梅墟静宗寺讲《金刚经》’

，法师的师父法号上白下云，所以‘班云’应是‘白云’之误。

39  见印顺，《年谱》，页417。
40  参竺摩，《行脚》，页7。
41 参竺摩，《行脚》，页8。
42  参竺摩，《行脚》，页8-17。
43  参太虚，《年谱》，页538。
44  参竺摩，《行脚》，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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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学者渡边海旭的著作，48可见法师用功之深。法师每日讲经，由满慈法师

语译兼记录，过后由法师修订整理出版为《维摩经讲话》。49《维摩经讲话》内

容丰富而新颖，讲解详细，被教界公认是《维摩经》白话讲记的上乘之作。50

	 法师讲经的方式受太虚大师的影响极深，法师在《维摩经讲话》提到：

古代大的讲经前必有一番提纲挈领、贯摄全经、批评群说的总说，比如天台宗

的‘五重玄义’，华严宗的‘十门悬谈’等，但内容多局限于自宗，41而太虚

大师等人提倡的现代讲经作风则实现自由讲解研究心得：

 至于现在，如太虚大师等，每讲一经，先把自己研究的心得，自由讲解

一番，推陈出新，别辟生面，独具新裁，不落前人巢臼，现在又将成为一

种风气了。51

	 所以，法师讲这部经之前，也来一番‘题前漫论’，讲解自己对这一部

经的研究心得，而并不单独采用一宗一派的见解。

	 1941年，法师原本打算回家乡避兵祸，不料却在香港遇到日军空袭，十

八日后香港沦陷，法师潜回澳门，过自修清澹的生活。

	 1948年，法师应伊法显居士之邀协助创办澳门佛学社，再度活跃于佛教

界。法师画佛弘法，常驻佛学社中。1949年法师讲《地藏经》，出版《地藏经

讲话》，隔年讲《金刚经》，亦出版《金刚经讲话》。1952年与佛学社办了数

次的佛学座谈会，出版为《佛学问题座谈会》。52

	 1950年，法师与诸居士发起办社佛教义学。53	1953年香港鹿野苑明常老

法师办栖霞佛学院，法师受聘为教务，54自此法师踏入推动系统化的佛教教育工

作中。

45   见竺摩，《维摩经讲话》，序二。

46   见何建明，《澳门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0年，页96。这段话原出自《觉音》杂

志第十一期，是法师的讲经记录《维摩诘经语体讲录．法会因缘》。（香港青山觉音社，1939
年，页2。） 

47   参释竺摩，《维摩诘经讲话》，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1982年（再版）,页382。
48   参竺摩，《维摩经讲话》，页9。
49  参继程，《简谱》，页10。
50   1939年黄荫文居士作《马佛总的诞生与无尽灯的面世》说：‘竺师有用白话讲着的《维摩经

讲话》，深入浅出，很受佛教界人士赞誉。’（见黄荫文，《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广》，槟

城：人生佛学中心，1985年，页228）。2003年佛光出版社出版佛光经典丛书，亦收录法师

的《维摩经讲话》。

51  见竺摩，《维摩经讲话》，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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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法师着书立说，授课办学，可以说，这一切都朝着大师所走

过的道路前进。

	 2. 主编杂志

	 在港澳时期，与法师因缘最深的杂志有两本，一是《觉音》，另一是《

无尽灯》。法师于1939年开始主编《觉音》，这期间，正是内地抗战时期，所

以《觉音》的文稿除了弘扬佛法之外，也重视宣扬抗战，正如何建明先生在《

澳门佛教》所说：

 他积极地将弘扬佛法与宣扬抗战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以编辑和出版《觉

音》杂志来团结和联络海内外爱国的各方人士，使弘一法师和太虚大师等

内地著名佛教文化领袖能够真正关心和指导澳门的佛教文化界，从而极大

地丰富和发展了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澳门佛教文化。55

	 《觉音》杂志在法师接受编辑出版后，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于成为抗

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和《佛学半月刊》

并列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56

	 何建明先生更认为：‘竺摩法师在澳门编辑出版《觉音》杂志，是他来

港澳地区开展弘法活动之后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件工作。’57这是因为法师当时

虽然名为《觉音》主编，而实际上‘自第十三期由竺摩法师在澳门独立承担全

部征稿、编辑、校对、印刷和发行及联络事务，到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出版

后，因竺摩法师积劳成疾需要易地疗养，又无适当人选接替他的工作，而不得

不停刊。’58《觉音》每月出版一起，而全部出版事务，包括最初为筹措经费

而成立《觉音》杂志社董事会的工作，都由法师一人承担，可以想见法师的工

作量有多重。

	 其实，法师对《觉音》杂志的关心，早在法师成为《觉音》主编之前。

《觉音》杂志原名《南华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前往香

港后方改名为《觉音》。1938年法师前往香港参与‘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的

工作。这时，《觉音》杂志已经从内地迁移到香港，为了加强与内地佛教文化

52   参继程，《简谱》，页13。
53   见同上，页12。
54   自传说：‘聘余为副院长．．．．．．超尘法师为教务主任，有学生妙贤．．．．．．等

十八人’（页8），《简谱》则说：‘聘师为教务主任，超尘法师为副座，助理教务．．．

．．．谓为十六尊者’（页14），不知何者为正，然而根据法师在栖霞佛学院讲的《谈办

僧教育》，说到‘在名义上出任教务’（见竺摩，《佛教教育与文化》，页63），所以采

取‘教务’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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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联系，尤其希望得到太虚大师等内地佛教界著名领袖人物的指导和帮助，

所以，特别宴请法师担任联络内地佛教文化界，尤其是联络太虚大师的工作。

也因此，在法师的协助下，《觉音》从第七期开始连续刊登太虚大师在内地讲

经说法和指导佛教界抗战救国的最新动态和讲话、论著等，从而使港澳和海外

人士能够及时了解国内佛教界的动态和思想。59

	 从法师对《觉音》杂志的协助，可以知道法师来港后，仍然和太虚大师

保持良好的联络。何建明先生在同书中指出：‘据说，竺摩法师开始并无意到

港澳弘法，是太虚法师授命让他来的。太虚大师要竺摩法师南来讲学，以便带

动港、澳乃至整个华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但这一段‘据说’，不知出自

何人何典，而法师本人在自传和简谱中都没有提及，如果确有其事，以法师对

太虚大师的敬仰，似乎不至于将大师‘授命’的事忘却或是略而不提吧。

	 无论如何，法师在抗战期间来澳门后，不管是协办还是主编《觉音》，

都得到太虚大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法师主编《

觉音》后，每一期都有发表太虚大师的文章和报道大师近况的专文，可以知道

法师和太虚大师之间必然保持通讯。60

	 何建明先生甚至找到两封太虚大师写的信，收信者正是当时担任《觉

音》主编的竺摩法师。其中一封署期1940年10月18日的信写道：

 来信并各诗，均阅悉，殊为喜慰！此时出版刊物，港澳为易，但邮递甚

难，故《潮音》不拟迁移，只得在后方勉延残喘。余暂住缙云，藉应时

变。弘师六秩征文启事，已付登，勿念。如晤剑老，便为致意！华院希力

促芝峰代主，汝亦参加！《自由史观》甚简，宝乘法师如能阐发其义以译

之，甚为盼望。昔亢虎欲译于美而未果，今宝乘欲译于英，则甚善，望促

成之！61

	 从信中，可知法师曾经寄信和诗作给大师，法师可能于信中建议将《海

潮音》移到港澳出版，并托大师将‘弘一大师六秩征文启事’登于《海潮音》

，所以大师在回信中作了答复。大师知道其时法师与画家高剑父交往频繁，乃

请法师代为问候旧识，另嘱咐法师协助芝峰法师主持华南佛学院的工作，并希

望法师能促成宝乘法师翻译其旧作《自由史观》。

	 另一封信，署期1941年5月2日，则写道：

56   见同上，页96-97。
57   见同上，页97。
58   见同上，页105。
59   参同上，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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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书宛叙《觉音》及诗讯，诚慰！《觉音》经汝编后，较有活泼生气，

盼努力使成青年刊物，为宣传南华佛教之生力军；唯迄今只见到十八期

耳！弘师传闻，冀不实。余烦病臂麻，返缙云。尔（后）应少讲学而多习

禅，或习拳。诗勿时作。夏声先生，为吾卅年前旧友，时在念中，顺为致

候。诸学生愿行坚甚好，能服训则非阐提而为善信，可为慰之！62

	 信中，太虚大师对法师主编的《觉音》给予肯定和鼓励，接着答复法师

对弘一大师圆寂传闻的询问，并略叙近况。其实法师在澳门参与清游会，叶夏

声是诗友之一，也许法师曾在信中提及此人，大师得知老朋友的消息，乃叮咛

法师代为问候。

	 在两封短短的信中，可以看出两人间深厚的师生之情，以及熟稔如亲人

的口吻。太虚大师素来为佛教事业四处奔波活动，著作弘讲不停，于忙碌中，

仍不忘给法师寄稿写信，足见大师对法师为佛教贡献的支持和关怀。

	 1948年，法师应尹法显居士之邀协办澳门佛学社，担任佛学社导师，开

坛弘法。1951年，法师创办《无尽灯》杂志，宣扬佛法，风行港澳及海外。隔

年，因法师移锡荃湾鹿野苑，《无尽灯》亦移至香港出版。63	 1954法师南来大

马后，《无尽灯》杂志社也随法师迁至大马，1959年马来亚佛教会（即马来西

亚佛教总会前身）成立，《无尽灯》便交由佛教总会弘法组出版至今。64

	 法师在澳门前后主编《觉音》和创办《无尽灯》杂志，乃因法师视佛教

杂志为弘教的利器。从法师于1950年所写《海潮音卅岁感言》，可知法师对于

办佛教杂志的重视：

 佛法即是今日世界所迫切需要的……不出讲经说法的口头宣传与编刊杂

志的文字宣传；尤其是文句宣传收效更大，因其力量可以普遍民间，深入

社会，吸引有知识的群众对佛法生起研究学习的兴趣。又可以藉文字宣传

来解除普通社会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误解，使他们了解佛教的真理与佛教徒

大乘救世的精神……因此提倡文字宣传与设办刊物是极其需要的。65

	 法师办佛教杂志的态度，同样深受太虚大师影响，因为大师向来亟力提

倡出版佛教杂志。法师说：

	 故自太虚大师提倡新佛教建设二三十年来，国内与国外，与大师直接办

的或间接办的杂志不下数十种之多。66

60   参同上，页189。
61   见同上，页191。
62   见同上，页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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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由太虚大师创办的《海潮音》杂志，法师则看作是太虚大师建设佛

教事业的精神所寄：

	 尤其是太虚大师，一生佛教事业建设的精神，大多寄托在《海潮音》中，

所以大师现今虽已逝世，而其不死的精神，仍然长寄在《海潮音》中。67	

	 依法师所言，《海潮音》为太虚大师一生佛教事业建设的精神所寄，那

么，不妨说《无尽灯》也是法师一生佛教事业的精神所寄吧！

	 “无尽灯”一词取意自《维摩经．菩萨品》中维摩诘居士教化魔宫诸

天女修习的无尽灯法门。法师于《点着无尽的心灯——无尽灯杂志创刊词》中

说：

 “无尽灯”，是修学佛法的一种法门。佛教人修行的法门很多，略之

有戒定慧三无漏学，广之有六度万行，或八万四千法门；“无尽灯”乃

其中之一种。“无尽灯”的意思，是以一人之法，辗转开导百千万人而

无尽，如以一灯而燃多灯，灯灯无尽，光光不绝。《维摩经．菩萨品》

云：“诸姐！68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百千

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诸姐！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

多罗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

名无尽灯也。”69这就是无尽灯的出处。我们在就采取这意思，来出版这

个刊物。70

	 法师为其创办的杂志取名《无尽灯》即是为了让一盏杂志明灯点亮无明

众生的心灯，法师于同文中说：

 现在，为一切罪恶渊薮的世间物欲笼罩了全世界的人类，大多数人都在

这物欲障蔽中埋没了自己的灵明觉性，熄灭了那灵明四彻的无尽心灯，因

此造成了这个世上你争我夺的局面，导演出一般人民在饥寒在线流离失所

的悲剧……

 我们来努力，来争取，努力把佛陀救世的教义传播于每个人的心识中，

争取一切大众来投向佛陀的慈悲和爱的怀抱里来，使菩提之心，遍发处

63   参竺摩，《行脚》，页18；继程，《简谱》，页13。
64 “那年（1959年）四月十九日，关佛总举行成立大会于槟城极乐寺，六月三十日本刊即刊出

接办后的第一期。”（见黄荫文，《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广》，页229-230）另参释竺摩，

《佛教时事感言·把这盏灯移供在佛殿中》，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1991年（再版），

页161-163。
65  见竺摩，《佛教时事感言》，页165。
66  见同上，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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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明之灯，点点无尽，“冥者皆明，明终不灭”，便是这个刊物文字

般若的心灯，点着百千万亿读者们的心灯，心心相应，灯灯无尽，成为智

慧底大火炬，灼破宇宙之大黑暗。71

	 法师于《无尽灯》杂志归由佛总弘法组出版时亦重申：

 我们为了真理智光的追求，每个人仍须努力继着燃灯的工作，把这盏微

弱的灯光点亮，甚至一灯分燃多灯，变成重重无尽的光明，照破无量无边

的黑暗，使那些喜过黑暗生活的妖魔鬼怪无所遁形，在正法的大纛下投诚

皈依，改建他们的人生观，重作新人。72	

	 如今，法师生身虽已示寂，而慧命明灯不朽，仍然照亮着、燃亮着世

间。

 3. 养病自修

	 1941年，73法师本欲北归雁荡山静修，但途经香港，便遇日机空袭，滞

留香港十八日，后九龙、香港更相续沦陷，法师于九死一生中潜回澳门。

 1945年，法师三十三岁，染重病，病中专称观音圣号七昼夜得梦而愈。74

病愈后复梦观音大士暗示多念《地藏经》，从此掩室自修。75

	 这期间，法师曾于定境中依稀见到太虚大师搭衣持具，在一丛林的大佛

殿前，与法师同排站立，并拿过法师的具一起问讯，意即送位要法师回到丛林

中去。76这段因缘甚少被人提及，甚至《简谱》也没有提起，想来是法师无意

把个人的定境对外渲染，更不欲被人指为刻意沾太虚大师之光吧！然而，这一

番定境，对法师而言，极可能是他往后从事佛教事业的指南——走一条太虚大

师开创的路。这一定境，加上法师当时的另一梦境——印光大师指引的南方世

界77，则法师日后所应致力的佛教事业，所应弘化的地方，都已经在这掩室自

修的日子里有了潜在的抉择。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入灭，法师不克前往上

68  此段话乃维摩诘居士对魔宫诸天女所说，故称诸天女为“诸姐”。

69  法师于《维摩经讲话》解释这一段话为：“所谓无尽灯，是从初初的一盏灯，点起百千盏灯，

这样灯灯无尽，光光不绝，互相传点，点起每一个人的心灯，照破每一块的黑地，那么这种

光明还有灭尽的时候吗？自然无穷无尽了。这灯好比一个菩萨，自己发菩提心，点起自己智

慧光明的心灯，同时又开导很多的众生，即用自己的一盏心灯，点着很多众生的心灯，那么

这灯灯的光明无尽，也就是心心的菩提无尽，这涵境是多么的灵活啊！这法门是多么的微妙

哟！”（竺摩，《维摩经讲话》，页158）
70  见竺摩，《佛教时事感言》，页273。
71  见竺摩，《佛教教育与文化》，页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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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只能洒泪默哀。78太虚大师多年来作为革新佛教的领袖，加上大师与法师

间亦师亦友的情谊，大师之逝，于法师必有痛失众生导师与慈父之感。

	 法师自1939年前往澳门弘法，直到1952年移锡香港荃湾鹿野苑，留在

澳门的时间长达十四年，加上驻锡香港一年多，前后十五年。前三年在澳门讲

经、编杂志，并出版佛学著作。1941年北归不成，滞留香港，经历了日军攻陷

香港的十八天战事，再回到澳门养病静修，约八年时间。1948年复出澳门佛学

社讲经说法，创办佛教杂志，整理出版讲稿，出任佛学院职务。十余年来，除

了养病数年，所作所行皆是太虚大师鼓励僧青年为教奉献的行为，亦是大师身

体力行的佛教弘化工作。

	 初至澳门三年，法师与太虚大师书信往来不断，时时受益于太虚大师，

直至香港沦陷，法师掩室养病进修期间，乃于定中受太虚大师顾念鼓励，而1947
年太虚大师示寂，法师与大师自此无缘再见，只能以继承发扬大师新佛教事业

为己仼。法师自十八岁进闽南佛学院得以亲近太虚大师，至大师圆寂，法师已

三十六岁，十多年来的师徒恩深，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的有为青年，恰恰是法师

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成长时光，太虚大师恐怕是影响法师一生最深的人吧！

(三)	 驻锡大马时期与太虚大师的因缘

 1.  纪念大师

	 (1) 太虚大师舍利塔

	 太虚大师圆寂后，亚洲各地为纪念大师而建的舍利塔极多，根据《年

72  见竺摩，《佛教时事感言．把这盏灯移供在佛殿中》，页163。
73   法师的《行脚》（页12）和《简谱》（页10）都以这一年为1943年，然香港沦陷于1941，《

澳门佛教》（页113）亦以法师欲北归之年为1941年，故应作1941年较合理。

74  法师对梦中蒙观世音菩萨感应治病之事，有多种说法，自传所说与《简谱》所说略有出入，

而1967年于香港报恩莲社所讲《普门品》则说：“忆民国三十四年，讲者本人在澳门重病多

时，中西医生，皆谓不治，予乃以必死之心，于病榻惭愧发愿，专诵观音圣号及大悲咒七

日，亦梦见一道士，为予洗濯肠中浊物，至净洁为止。又见在肠中翻一圆钱，谓是‘子母

钱’，未知何义？或谓此一母钱，尚可生出许多子钱，故叫做‘子母钱’，岂谓不但尚有

命，亦且尚有钱？病愈至今已二十余年，历看情形，这种感应，出之本身，自可深信不疑

的！为避嫌惑，予对这些灵心事迹，从未敢笔之于文；惟于讲说之余，有时亦偶为一二道友

语及。”（见竺摩，《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页106） 此说又与前二书不同，未知是

否法曾作多梦，抑或老年记忆有误。无论如何，终究是法师“为避嫌惑”，不愿多谈灵感事

迹，方导致后人疑惑吧。

75  参竺摩，《行脚》页16。
76  参同上，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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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太虚大师圆寂的第二年（1949），即建有浙江雪窦山、武汉、厦门三地

的大师舍利塔，而香港、重庆、西安、开封、暹罗（即泰国）等地也在筹建大

师的舍利塔。79

	 其中厦门南普陀的太虚大师塔，两面塔侧有法师的题字：

	  人天眼灭  正法幢摧  师应其运  释迦再来

  仰止唯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  是名真现实80

	 1954年，泰国龙华佛教社社长林德润等人81恭请法师前赴泰国主持太虚

大师舍利塔入塔大典，并宣讲佛经。法师在《南游寄语》说：

 我想起太虚大师生平曾几次想游佛国都以时缘不足，临时中止；不料这

回却留下一个机会给我替他代游，不但我意想不到，就是他老人家亦是意

想不到的吧？82

	 因太虚大师的因缘而得游泰国，法师视为代大师而游，也可想知其实法

师念念不忘完成大师未竟的心愿。

	 同书，法师描述舍利入塔大典说道：

 每看塔顶上的旗帜飘扬，想到大师的威德光辉，远播异国、万人膜拜，

实非易事。一代大师，名不虚传，千秋后世，同申景仰！塔前有横额，雕

刻“人天瞻仰”四字，省却我用许多笔墨再来形容了。83

	 这并不是虚应故事、刻意歌颂德的场面话，太虚大师确实是带领中国佛

教走向革新、走向世界的伟人，也是法师心目中的“世界遗忘不了的佛教巨人”

。法师认为：

 为何大师在国际之间也不会被人遗忘呢？我想只靠大师的学识渊博，志

行高洁还不够；那具有革命家的热情与魄力，宗教家的悲天悯人的怀抱与

器度，也正是造成千万人遗忘不了的因素吧。84

	 1957年11月，法师赴夏威夷弘法，并携带了三种舍利──太虚大师、演

本法师的舍利，以及从印度带回的舍利，给当地信众瞻视供奉。法师曾开示《

78  参继程，《简谱》，页13。
79  参印顺，《年谱》，页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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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的意义和功用》，最后提到供奉太虚大师舍利的意义：

 我们供养太虚大师的舍利，就是要纪念大师一生的德学与事业，对于社

会人类的贡献。大师生平至少有四点功德值得吾人赞美的！（1）是圆解八

宗：他对于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没有如其它经师宗师偏蔽于一宗二宗，分

河饮水的弊病。他能说出八宗的特点，能会通八宗的共同点，平等弘扬，

把握得全部佛法的重心，而行其正命。（2）是妙悟般若：他早年在普陀

山闭关，阅读《大般若经》，曾妙悟般若胜义，身心与世界俱化，自此

重阅藏经，都如自心中流出，故能智解无碍，运用自如，演说妙法，如

探囊取物。（3）是四洲传教：他的弘法志愿极大，要把佛学容摄中西一

切学术，建立世界佛学的王国，所以不但法音传遍国内，在民国十七年，

又曾至欧美各洲传教，鼓铸风云，对国际佛教生起很大的作用。今日各国

许多世界性的佛教机构的组织，都受过大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4）是中

兴佛法：中国的佛教到了逊清末叶，已极衰微，而民国以来，由于大师的

口讲笔写。奔走呼号，以及提倡教育，培植僧材，近三二十年来的佛门，

才重有蓬勃的生气，这中间自然有其它大德的功绩，而民国佛法中兴的主

力在于大师，这应该亦是历史的定论。大师有此四种特点，所以身后遗留

的结晶——舍利，正是代表他的德学和为教献身的精神，值得后人永保纪

念。85

	 法师的一段话，把太虚大师的功德分为思想、修行、弘化和功劳四方面

扼要说明，极恰当地为太虚大师的轰轰烈烈的一生作了一番总结。纪念太虚大

师四大功德──这也就是法师于三慧讲堂建立太虚大师舍利塔的原因吧。

	 1967年3月，法师赴香港。3月17日为太虚大师示寂廿周年纪念，法师与

香港诸法师共同参拜太虚大师纪念塔，举行纪念仪式。

 1965年，法师于槟城成三慧讲堂，1972年改建大雄宝殿，并加建地藏殿

和太虚大师舍利塔。槟城三慧讲堂内的太虚大师舍利塔是全马唯一一座纪念大

师的舍利塔。舍利塔位于三慧讲堂正中央，红瓦白墙，塔高三层，最上层供奉

80   见梁国兴主编，《向太虚大师的精神学习》，槟城：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1989年，页83
附图。

81   太虚大师没有到过泰国，龙华佛教社的社员多数由通讯方式皈依大师。（释竺摩，《佛教演讲

集（上）·世界遗忘不了的巨人》，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1991年（再版），页185。）

82   见释竺摩，《南游寄语》，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1986年（再版），页3。
83   见同上，页21。
84   见竺摩，《佛教演讲集（上）·世界遗忘不了的巨人》，页186。本文讲于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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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的舍利和大师遗像。全塔上下共九道门，每道门皆有法师所书写，以

大师为主题的门联，如：

 太骇人现生说甚么法

 虚无相示寂呼阿谁师

 舍利法身无语自成妙谛

 人生佛学遗音赖众弘传

 心脏不坏与罗什舌根媲美

 法相宏阐共奘基功绩同春

 七百万言全书永怀法泽

 千数十颗舍利分供华洋86	

	 法师不单在自身的道场建塔纪念大师，甚至香港荃湾的太虚大师舍利塔

重修工程，也由法师独自出资完成。1976年法师前往香港，为香港荃湾芙蓉山

举行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大典主礼。仪式中，法师致赞颂：

 一代瞻仰，吾教圣雄，妙悟般若，圆解十宗。

 举其殊胜，会其共同，从真导俗，化被西东，

 献身于教，贯彻始终，志行清超，愿力尤宏。

 整顿僧制，发聩振聋，维新教义，教产为公。

 正会在握，丕振宗风。兴学植材，悲仰无穷。

 有为幻躯，终归于空，薪尽火灭，长怀慈躬。

 法乳难酬，吾心怔忡，修茸塔婆，聊申孤衷。

 狮弦绝响，谁继黄钟，舍利流芬，万类景崇。87

	 法师的颂词说到“法乳难酬，吾心怔忡，修茸塔婆，聊申孤衷”，无疑

是法师缅怀师长恩情的肺腑之言。大师的教化深恩，永铭法师心中，建塔修塔，

供奉舍利，也不过“聊申孤衷”而已。

	 1977年，法师再于讲堂主持太虚大师圆寂卅周年纪念会。88

	 (2) 人生佛学中心

85  见竺摩，《佛教教育与文化》，页235-236，这篇文章乃法师于1958年讲于檀香山檀华寺，

由祖印法师记录。



49

 1975年人生佛学中心特别选定3月17日——太虚大师忌辰，在三慧讲堂

成立，以纪念大师圆寂二十八周年。人生佛学中心的宗旨是“远绍佛陀无上正

觉之教法，近师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原理，研究实践以助人类生活之进

步，使之正常化；并使佛教之组织化、大众化、科学化、学佛的人可发菩提心

由菩萨道直趋佛道为最终鹄的，不须中间经过天乘与二乘的曲折路线”，可以

说是以研究、发扬大师人生佛教思想为目的。人生佛学中心以法师为导师，由

黄荫文、陈少英等在家居士领导。89黄荫文居士法名心观，是法师归依徒，毕

业于北京大师，曾留学法、德两国，曾任星槟日报主笔、马来西亚佛学院副院

长和教师。90

	 人生佛学中心成立之初，曾再版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一书作为研究

讲说的依据。《人生佛教》曾在1940年代上海出版，这次主要由黄荫文等居士

整理后再版，改名为《人生佛教真义》。书中有法师所写序言──《“人生佛

教”摸象──序人生佛教真义》，文中提到成立人生佛学中心的原因：

 “人生佛教”这一名词，是太虚大师在四十前提出来的，散见于大师全

书有关人生佛教的各种著述中。自大师廿八年前圆寂，人生佛教也好像跟

他去世了，很少有人继起发挥它的真义。近年来，因黄居士等研读大师全

书感到兴趣，尤其爱好人生佛教，并加以倡导，认为最适合现阶段的时代

机宜，乃发起组织“人生佛学中心”，再版《人生佛教》一书，作为研究

讲说的对象。91

	 槟城人生佛学中心成立隔年，马六甲有黄耀坤等二十多位青年受太虚大

师提倡的人生佛教所启发，在金明长老和黄荫文居士的鼓励和指导下，成立马六

甲人生佛学中心。92

	 1985年人生佛学中心出版黄荫文居士著《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演》一

书。书中所写有关人生佛教的四十多篇文章，各篇都归宗于太虚大师的智行体

系。93这一年是太虚大师圆寂三十八周年，而这本书的面世，正是为了纪念大

师以及庆祝人生佛学中心成立十周年而出版。

	 以研究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为目的的人生佛学中心，设于三慧讲堂，

聘法师为导师；加之三慧讲堂供奉大师生身舍利，法师为大师门生。可以说，

法师不但在情感上缅怀追思太虚大师的生身舍利，亦在理智上发扬推广大师的

法身舍利。法师虽从不于曾居功，但这又岂不是法师致力促成的结果呢？

86  感谢三慧讲堂住众释心圆法师提供数据。

87  见继程，《简谱》，页43。
88  参同上，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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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广》收录黄荫文居士为《无尽灯百期纪念特刊》

所写的〈马佛总的诞生与无尽灯的面世〉，文中提到：

 竺摩法师是太虚大师高足之一，早为人所共知，数十年来散见的论文不

少宣扬人生佛教的思想，他出版的各书中有《佛教与人生的关系》一本，

印顺法师在那前头，还有这样的几句赞语：“依人生正行趣入佛乘，为虚

公大师人生佛教之精义，本书可谓善述师志者矣。”94

	 在法师的众多著作中，《佛教与人生》是最直接陈述太虚大师人生佛教

思想的一部，是以印顺法师赞法师此书“善述师志”。

	 法师对人生佛教有极深的认识和体会，是以在《“人生佛教”摸象──

序人生佛教真义》中，将“人生佛教”的内容整理为以下几点：

一、 大师提倡人生佛教，是为纠正过去佛教在中国的三种偏向：

(一) 学佛人不注重现生求改善，是为纠正过去佛教在中国的

三  种偏向：

(二) 不注重为现实社会谋福利，只偏向求个人之生死解脱；

(三) 不注重现生先学做好人，只偏向于求死后好死，做个好

 鬼。

二、 人生佛教主张由人生修善增胜而直趋佛果，是依据：

(一) 佛陀在人道成佛设教施化，以人类为教化的中心对象

(二) 六道中惟人道苦乐参半，善恶分明，是上下升沉的总

枢；

(三) 人道众生有超胜其余五道众生的三个特点，即忆念胜、

梵  行胜、勇猛胜。

三、 人生佛教揭示以下三点，使佛法为时代人生所需要，得以生存 

 在现代中：

(一) 佛法以人类为主要教化的对象，符合现实人生化；

(二) 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的大乘佛法，适应现代人生的组织

群  众化；

89   参同上，页41。
90   参黄荫文，《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广》，页（一）。

91   见竺摩，《佛教与人生》，页98。
92   见《马六甲人生佛学中心》网页：http://chbmlk.tripod.com/yuanqi.htm。

93   参黄荫文，《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广》，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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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大乘圆渐佛法为中心，由人至佛阶不离人生本位，以

适  应重征验，重秩序，重证据之现代文化。

四、 从教理行三方面观察，说明现时代、现阶段的人类，应从人生 

 佛教为修学佛法的起点：

(一) 教：三期三系──佛灭后初五百年小乘，即巴利文系佛

 教；次七百年大乘，即华文系佛教；后一千年密乘，即藏  

文系佛教。

(二) 理：三级三宗──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特法（法

性  空慧、法相唯识、法界圆觉宗）

(三) 行：三依三趣──依声闻行果趣大乘心的正法时期；大

天  乘行果趣获得大乘果的像法时期；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

乘  行的末法时期。

五、 学佛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即人生改善、后世增胜、生死解

脱、

 法界圆明。人生佛教主张由人发心学菩萨法，由人乘法衔接菩

 萨乘法，直达佛果，中间不必经过神化的天乘，消极的二乘。95

	 此外，1955年，法师来槟城的隔年，星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邝本立居

士，聘请法师为导师，并请讲演佛理。中华佛教会为太虚大师早年来星洲时所

成立。96	 1929及1940年太虚大师皆曾赴星洲中华佛教会演讲。97法师为太虚大

师高足，又驻锡南洋，请法师为导师、讲演佛理，正是最佳人选，而法师亦得

以绍隆太虚志业矣。

 2. 佛教教育

	 （1）	菩提中学

	 竺摩法师于自传中说：

 五四（四三）年三月八日，接暹罗龙华佛教社社长林德润居士航函，邀

我去暹主持虚大师舍利入塔大典，及宣讲佛经。而檀岛（即夏威夷）及槟

城亦先在出国前，有函邀请前去弘法与教书，心情忐忑，颇为畴蹰。后决

定先去暹罗，由暹转槟，酌情再去美檀。98

	 又说：

94  见同上，页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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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未来槟城之前，曾应檀香中华佛教会聘为导师，后以槟城菩中聘书

先到，乃由泰国先转至槟城。99

	 法师曾在前往槟城教书与夏威夷弘法之间犹豫，后终于选择了槟城，应

了法师十年前所梦──印光法师指示法师渡化南方世界无数众生。

	 1954年5月4日，法师来到槟城，应聘就任菩提学院导师，于周训讲话，

兼授菩提中学课程。法师自编三册初中佛学课本为教科书。100

	 菩提学院为闽籍芳莲比丘尼创办，由其徒陈宽宗、吴宽定住持。初办佛

教义学，由王弄书、陈少英等居士协助，进而改为国民型小学。法师来到菩提

学院时，学院正增办初中课程。101

	 抗战前后，中国当代高僧道阶、慈航、演本、法舫等诸法师，都曾驻院

讲经说法。法师于自传中说道：

 忆（慈）航法师在香港时，已与我说过，他在锡大教四年期满，约我同

来槟城搞菩提中学，可惜他在锡大教到第三年便患脑冲血逝世，所以现在

已见不到舫师。102

	 从中可知，法师可能早已有意来菩提中学。直至五四年受聘为菩提学院

导师，法师终于在菩提学院与檀香中华佛教会之间，选择了前者。

	 法师出国前，为香港栖霞佛学院教务主任，主编《无尽灯》杂志，讲学

于港澳之间，深受当地教界的爱戴。法师于声誉大振之际，毅然出国，虽不无

惮忌内地政治之关系，但最主要还是像当时中国诸高僧大德般，不忍海外侨民

处于佛教微弱，甚或无佛法之边地，而前赴边地开荒拓芜，散播佛法的种子。

	 南来既为开荒，法师收起于内地弘讲、写作和翻译的专文，以及港澳时

期所讲《维摩》、唯识等经论，开始编起初阶的佛学读本，如《佛学ABC》等

基础读物，并作为无尽灯社丛刊，印成小册子出版。法师为菩提学院编的三册

初中佛学课本，分别为《初级佛学课本》、《中级佛学课本》和《高级佛学课

本》，后来辑为《初阶佛学读本》出版。

	 法师南来前撰述、讲说的《成实论概要》、《胜鬘经大义》、《妙慧童

95   参太虚，《人生佛教真义》，序页1-7。
96   参继程，《简谱》，页15。
97   参印顺，《年谱》，页260、471。
98   见竺摩，《行脚》，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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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十问略解》、《佛教的十法界观》、《佛教的知难行易论》等，较偏于理论

性质的文章，则迟至法师七十岁后始辑为一册，出版为《佛理论集》。至于法

师早期于武昌佛学院时汉译的日文著作《六祖坛经志学之研究》和《无着的学

说》103则始终未予整理出版。

	 法师四十二岁南来大马，由一誉满香江、满腹经纶之讲经法师，甘为南

洋小岛一中学教师，教授初阶佛学。法师对名利之淡泊，为众生之菩萨悲心慈

愿，非一般人可比。

	 法师为佛教教育，付出心力、贡献财力，104正因佛教教育是延续和发展

佛教的根本。法师在印度尼西亚棉兰智光学校开幕演讲说道：

 目前佛教所最急需的事情，是在兴办佛教的学校教育，因佛教教育对于

培椟人树，宣扬佛法，关系非常深切！回溯中国的佛教，在唐朝时代，办

学的风气非常盛行，研究教义的人非常多，因此佛教亦非常兴盛。自从宋

明以后，学风不扬，人材稀少，教义无人研究，佛法乏人宣传，就渐渐衰

败下来。所以现在若要佛法兴旺，必须要提倡办学育材，宣扬教义，普及

佛法，佛法始能生存流通下去！故在目前佛教情形之下，最需要的工作，

是要兴办佛教学校，不论它是专门佛教学院，或普通的佛教学校，我认为

它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

 而且在今日办佛教教育，还有几种不平凡的意义存在：

 (一) 兴办佛教教育以法供佛……

 (二) 多办佛教教育教必兴盛……

 (三) 要为佛教儿童解除困惑……105

	 法师亦于《菩提中学与佛教》一文中指出，菩提中学是一间基于佛教立

场设办的社会学校，所以它的任务，是要从佛教文化教育的熏陶中，为国家社

会培育学德兼备的优秀人材，将来能尽忠国家，乃至尽忠世界和人类，才吻合

释迦佛陀立教的宗旨，使人生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106

	 (2) 马来西亚佛学院

99   见竺摩，《行脚》，页24。
100  参继程，《简谱》，页14；竺摩，《行脚》，页20。
101  参继程，《简谱》，页14。另参陈秋平，《移民与佛教──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柔

佛：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页180-186。
102  见竺摩，《行脚》，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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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初法师在《太虚大师在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到太虚大师对中

国僧教育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教之僧教育创设，虽非始自太虚大师。但自1922年，大师因得武

昌李开先等诸大居士援助，设立武昌佛学院，僧俗兼收，遂使僧教育开一

新的局面，不唯影响于青年僧伽思想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

各方面，均有相当的影响。以及日后各地佛学院之产生，若闽南佛学院、

鼓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九华佛学院、安庆佛学院、柏林教理院、北平

之拈花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普陀佛学院、贵州佛学院、北平之弘慈佛学

院、汉藏教理院、焦山佛学院、陕西恩佛学院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受大师

僧教育思想启发与指导。107

	 马来西亚佛学院无疑也是受太虚大僧教育思想的启发而成立的佛学院之

一。法师为太虚大师的学生，就读闽南佛学院三年，又曾作武昌佛学院研究员，

受佛教新式学院教育影响极深。南来前曾担任香港栖霞佛学院教务，深知办佛

教教育是佛教界当务之急。是以，法师于自传中提及“开办学院培植人材”时

说：

 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不重教育，不办学院，不植人材，所以渐形衰

微，呈现秋山叶落的景色。民元以来有月霞、谛闲、太虚、仁山等老师出

而办学，略有人材，佛教已有起色；自经国共纷争，左兴右倒，佛教一切

教育机关，亦随之掩旗息鼓，故大陆今日已无佛教，海外各国，亦多名存

实亡；尤其马星两地，更需有教才挺身而出，奋发致力，建设佛事，佛教

的前途，始有发展的希望。108

	 法师1954年南来马来西亚，1959年即领导大马诸法师创办马来西亚佛教

会，并成为首任主席。佛教会的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即通过创办马来

西亚佛学院，第二届代表大会再提起此议案，但基于多种因素而未能执行，直

到1969年才正式执行筹办马来西亚佛学院。109	 1970年法师出任马来西亚佛学

院院长，多年来处理院务，担任教职，为学院经济、师资、学生来源等费尽心

力，直至2002年舍报往生。如此的过程，说明了法师是创办和维持马佛学院的

103  参继程，《简谱》，页58。
104  1954年9月，法师办书画展览会，出版书画集第一册，筹获款项近万元。其中半数资助菩提

中学科学馆。1955年，为庆祝1956年为佛历2500年，王弄书居士与法师商议筹建纪念佛诞礼

堂，法师首先献捐一千元，后在众缁热心捐献之下，筹得六万余元，而这笔款项后来改用为

购地捐献予菩提中学，作为菩提中学校地。（参继程，《简谱》，页16、竺摩，《佛教教育

与文化·菩提中学与佛教》，页102。）

105  参竺摩，《佛教教育与文化》，页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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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人物，亦说明了法师对马来西亚佛学院的重视，以及对培植人材的积极。

继程法师称赞法师于马来西亚“开培材植僧之风气”，说道：

 更重要的是法师亲近虚大师，对于佛教界内问题亦当知道，对于佛教界

中人材匮乏之现象更知之颇详，且也明白培材植僧之绝对重要性。110 

	 他也认为法师积极推动佛教教育、培材植僧的理念，是因近亲大师，而

对教界问题有更深层的体会之故。而法师于实际行动上，亦如大师般积极推动，

贯彻始终。继程法师亦提到：

 （法师）后更协助创办马来西亚佛学院，并掌院务廿多年。乃至一切职

务皆辞去放下，身体状况也不甚佳之情况下，仍然挑着院长一职，并从各

方面支持佛学院，包括经费上的支助，让三慧讲堂成为佛学院一些老师及

学生的宿舍，并鼓励弟子参与教学工作而给予各种方便。从此中可看出法

师对佛学院之重视，也即可明白对人材培植之积极了。111 

	 1997年法师甚至连本身创建的三慧讲堂住持之位也卸下，但马佛学院院

长一职，却一直担任至法师圆寂之日。这绝对不是法师对院长之位有所眷恋，

而是如继程法师所说“在接班人难找的情况下，仍然勉为其难的挑下去”。112

这更可以看出法师对佛教教育的绝对认真与重视。

	 法师对马佛学院的护持，除开本身担任院长及佛学教师之外，在经济

上更是尽可能地资助。尤其1973年六十大寿所得贺仪三万七千多元，悉数移捐

马来西亚佛学院，充作教育基金。这笔基金，诚如当时的教务主任黄荫文居士

于《忆经验、说实话、勉同学》所说：“如1973年没有得到院长竺摩法师将其

六十大寿所收贺仪三万七千余元，全数转捐本院，则本院或早己面临‘关门大

吉’的危机了。”113法师长期对马佛学院经济上的慷慨资助，是马来西亚佛学

院三十多年来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

	 马来西亚佛学院实际上是马佛总会属下机构，然由于当初佛总本身经济

并无坚定基础，所以佛总主办的机关，实际上仍需要另行筹措经费。法师不惜

将个己的资财投入其中，而不是把大部份的财才用于个人寺院的发展，从中不

难看出法师对于佛教教育机构的爱护，以及法师一片大公为教，不计人我的菩

萨心行。太虚大师的建僧事业一生未能达成，法师固然知之甚深，但大师办佛

106  参同上，页103。
107  见梁国兴，《向太虚大师的精神学习》，页15。
108  见竺摩，《行脚》，页29。
109  参继程，《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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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培材植僧以振兴佛教的成功，无疑也是法师所知悉，更明白唯有朝这

条路走下去，建僧事业才有可能进行，佛教才有革新的希望。

 3. 佛教组织

 1956年，即法师南来次年，在金星法师的恳请下出面带领组织马来西亚

佛教会（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始更名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1959
年法师领导创办的马来亚佛教会成立，法师被推举为佛教会首届主席。总会成

立后不久即完成了几项大马佛教史上重要的事件：

(一) 其时政府要登记寺庙产业，欲加管制或抽税捐，总会成立则佛

 教的产业由教会自己处理，政府才打消了调查寺庙产业的意

 图。

(二) 组织大规模弘法团，作马星环岛弘法，开马星佛教史无前例的 

 历史新页。

(三) 申请佛教卫塞节为全国的公共假期，于1962年成功获得政府宣 

 布卫塞节为全国性的公共假期。114

	 继程法师在《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中说：

 法师参与创立佛总，的确曾出大力。若对当时本邦佛教界概况有所了

解，便知当时的确是因缘促成；环境与时代的因素已经走到必须团结合作

的时候，因此就有有眼光之法师知此利害关系而奔走，此为创会之重要因

素。但届时也需要有足够威望及学养之法师为摄受，为号召。综观当时的

马来亚佛教界，也许已经誉满僧林，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地位的竺摩法师是

比较适当的人选了。各方因缘具足，天时地利人和，于是马来亚佛教会的

成立，便水到渠成了。115

	 佛总的创建成功法师厥功至伟，且担任佛总主席十二年，推动完成许多

于佛教有利的事业和活动，虽然可以说是各方因缘具足，但若无法师的德望为

号召，一切恐怕不会顺利如斯。

	 无论如何，当时马来西亚的佛教界和政治，确实要比太虚大师的时代单

纯得多。太虚大师生前在中国多方努力奔走以期建立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可

惜终其一生都未能完成。早年大师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受到挫折，办佛教弘

110  参同上，页28。
111  参同上，页28。
112  参同上，页33。
113  见黄荫文，《人生佛教之探讨与推广》，页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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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会和维持佛教同盟会也不成功。116后来，参与中国佛教会，亦难以有为。晚

年整建中国佛教会，方整建就绪，大师即已示寂。117这当然不是大师的努力不

足，而是当时的佛教已经走到最为衰颓的时期，政治又处于极动荡的阶段，而

中国全国上下幅员广大，要组织一个能号令全国佛教的团体，实在是一件高难

度的事。

	 对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印顺导师曾说：

 自从西洋的势力侵入，中国的一切都起着剧变。国家多事，简直顾不

到佛教，或者不重视佛教，所以让他自生自灭的没落。佛教内部的丛林

古制，老态龙钟，不能适应新的剧变。僧众的品质低落，受到古制的束

缚，社会的摧残，迅速的衰落下来。禅宗的大德们，除了造庙、修塔而

外，还能作些什么？中国佛教进入了从来未有的险恶阶段。太虚大师看

透了这点，所以大声疾呼的提倡教制革新。118

	 又说：

 太虚大师常说：中国佛教的教产，活像一块臭肉，徒引来蝇蚁恶狗，大

抵在愚僧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勾结中消耗净尽。119

	 在这样的环境中，印顺导师只能说：

 太虚大师是鼓吹革新中国佛教的大师，对于中国佛教会，尽了最大的努

力。120 

	 太虚大师为中国佛教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推动之难、成果之微，竺摩法

师是可以深切体会的。所以，当年金明法师力邀法师出来带领成立一个全马的

佛教会时，法师曾表示当时的大马佛教基础不好，要组织总会不容易，犹如在

沙滩上建筑洋楼，始终不稳固。121这也是法师当初没有主动积动策划推动组织

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印顺导师曾经分析为什么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没有更辉煌成就原

因：

 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之所以受到那么大的阻力，那是理所必然的。

宗教改革和治改革一样，不单单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的改革，而且牵涉

114  参竺摩，《行脚》，页26-28。
115  见继程，《竺摩法师与大马佛教》，页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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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个制度的改革。就制度的改革这一方面，必然的会开罪当时各寺庙、

各丛林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呼声愈大，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压力也就愈

大。另一方面，当时民智初开，随着宋明以来佛教的没落，当时佛教徒

的知识水准相当低落，他们总以为传统的祖师所立下的教条、制度如何如

何圆满、伟大，却不能像大师那样，看到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在

这种情形下，虚大师的改革运动自然会遭到难以想象的阻力。不过，随着

时代的步，新一代的年轻佛教徒，已经具备开放的心胸、前进的学养，因

此，虽然目前没有像虚大师那样的伟人出来领导佛教的改革，但是却也渐

渐能够体会其苦心，而走向革新之道。122 

	 现实上，法师是参与了佛教总会的组织工作，并起着带领的作用，而且

获得了显着的成功。这除了靠众人的努力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大马的

佛教界虽然源流较多，但比起大师时代的中国佛教，本地的汉系佛教情况要单

纯得多，而政治情况基本上还算开明稳定。123	

三、结论

	 上文从竺摩法师的求学、弘化港澳，以及驻锡大马这三个时期来整理法

师与太虚大师的因缘。从中，笔者要爬梳的是法师如何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与

启发，以及如何继续发扬大师的菩萨精神。

	 首先，三十年代初，竺摩法师求学于闽南佛学院，接受新式的、学院化

的僧伽教育。这时期法师开始与太虚大师接触，受到大师的赏识，也开始了解

大师革新佛教的理念。

	 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法师曾经两次随侍大师前往潮汕和闽粤弘化。两

次随行的重任是为太虚大师的全行讲经演说作记录。跟随着大师孜孜不息、为

法忘躯的脚步，法师见证了大师的博学多闻、大师的圆融智慧、大师的菩萨风

范。在香港期间，太虚大师为法师重受菩萨戒，从此法师传承了虚大师的菩萨

精神。

	 印顺导师曾说过：“大师的学菩萨发心修行，从适应时代而施设教化来

说，即是‘人生佛教’”，124又说：“想赞扬大师，纪念大师，学习大师，不

116  参印顺，《年谱》，页50-60。
117  参同上，页519-537。
118  见印顺，《教制教典与教学·泛论中国佛教制度》，页7。
119  见印顺，《教制教典与教学·中国佛教前与当前要务》，页12。
120  见印顺，《青年的佛教·近代佛教大师》页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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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学菩萨发心而修行’的‘人生佛教’，‘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今

菩萨行’去着眼，就不免摘叶寻枝，甚至要误解大师了！”125对于这一点，竺

摩法师知之甚明。是以，我们看到法师一生弘化、讲说不遗余力，办杂志、办

教育更是全力以赴。人生佛教的精神，早已经深植在法师的生命中。为了发扬

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法师让信徒黄心观等居士于他的道场三慧讲堂办人生佛

学中心，出版《人生佛教真义》等书。

	 在港澳十余年，法师开始讲经、编杂志。最初讲《维摩诘经》，以新

式讲经，不拘泥于一宗一派，即是效法大师的讲经方式。法师编《觉音》、《

无尽灯》杂志，亦不妨说是师法大师编《海潮音》、《现代佛教》等杂志。法

师主持马来西亚佛学院、组织和领导佛教总会，都不免让人想到过去大师主理

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等，参与整顿中国佛教会等事业。法师

身上，有太多虚大师的身影。而这种身影，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对大菩萨心

行的深刻体会和认同之下，顺应时代环境、个人能力，自然而然地随在大师之

后，走向大师开创的道路。可以说，法师是做菩萨应该做的事、走一条菩萨所

走的路。

	 大师曾说：“关于本人，也要大家明白认清！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

宝的僧教育’，不过是我的一种计划，机缘上、事实上，我不能去做施设此种

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领导人。而且，我是个没有受过僧教育的人，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们──教的人及学的人不能仿效的。仿效我的人，决定要画虎不成反类

犬，这是我的警告。”126不过，法师并非仿学大师的形迹，而是学菩萨修行而

发心，本着这一根本，决不会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过失。

	 法师对于太虚大师的纪念，举凡主持泰国大师舍利入塔、建立三慧讲堂

内的太虚大师念塔、重修香港太虚大师纪念塔、主持大师的圆寂周年祭等，除

了是法师于情感上对师长恩情的崇敬与缅怀，也是为了让世界永远记住大师为

教的悲愿、大师的德行，向大师的菩萨志行学习。

	 对于法师受业于虚大师，对虚大师佛教弘化理念与工作的继承，李抚虹

教授在《篆香室丛刊序》（写于1981年香港）曾赞叹道：“雁荡山僧竺摩砚长127

，聪颖过人，智虑明敏……曾师事禅门中划时代之太虚大师，大师以僧侣之与人

121  参竺摩，《行脚》，页26。
122  见印顺，《华雨集》（第五册），页156-157。
123  英殖民政府没有立法阻止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发展，它的族群政策对佛教的发展没有带来阻力，

反而使佛教在马来西亚形成独立的多元色彩。从马来亚佛教会的成立大会获得马来亚第一任

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亲临主持揭幕典礼，即可理解当时的政府确能做到尊重各宗教的地步。（

参陈秋平，《移民与佛教──英殖民时代的槟城佛教》，页110-111；页19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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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世，原为积极而被视为消极也，乃鼓吹佛教革新、仼橥佛教正常化、组织化、

大众化、科学化以助人类生活之进步。砚长受业唯谨、熏陶至深，贯彻大师主

张，博微详说，以宏其道，供天下学者释其拘牵，然则为之前者太虚大师也，

为之继者，舍砚长辈其谁与归？然则其有助于佛教之弘扬，岂不伟欤？”128几

句话点出法师与大师的一贯精神，法师请李教授写序，乃因先生是深知法师的

良友吧！笔者不佞，谨借李教授数语为总结。

124  见印顺，《华雨香云》，页334。
125  见同上，页347。
126  见印顺，《年谱》，页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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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李抚虹教授为高剑父先生高足，与法师有同门之谊，故称法师为“砚长”。法师驻锡香港荃湾

时，李教授与法师交往甚密。（见释竺摩，《金刚经讲话》，槟城：三慧讲堂印经会，1986
年（七版），序页。）

128  参同上，序页。此文李抚虹教授写于1981年香港。

附录：竺摩法师所著有关太虚大师及其思想之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