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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產興學及中國佛學現代教育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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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中國女學，不在黌門，而在寺觀。無論是「學在官府」，還是
私塾泛濫民間，古代中國婦女，直到清末，始終沒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權利，而
不入黌門。但是，道教興起，佛法傳入，女子出家，反而在寺院道觀中能夠接
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因為無論蓄發入道，還是削髮為尼，傳教、誦經乃為
常課，即使白徒也須有文字功底；解析經義，自然要具備辨證思維的能力，故
如佛教、道教之類的宗教組織倒承擔起中國婦女教育任務之責，寺院道觀便是
中國女學濫觴之地。所以，與普通女子不同，佛道之女弟子，不是超然若天上
仙子，便是低眉觀前生未來，文化教育故也。以斑窺豹，中國佛教教育自古有
之，特別是包括女學在內的平民教育，甚至遠在傳統的「貴族」教育之上。  
  然而不能否認，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它們的教育內容、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受制於社會，受制於它們自身的理念，表現出隨意性乃至簡單化的傾向，缺
乏規範和系統性。尤其禪宗不立文字，道斷語言，即使隨意性的教育也每況愈
下。宋以下，禪風熾如烈火，機鋒棒喝，以及立地成佛之說，使教育尤其顯得
蒼白。佛教在民間或困於固陋，或流於妖邪，乃至如章太炎批評：「今之僧
人，半起白徒，名字未識，何論經教？」從這個意義上說，截止清末，中國佛
教沒有正規的教育。也正因為如此，內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借「廟產興學」掠奪
寺產；佛門不得已「自護寺產」而「自辦學校」。現代僧教育則應運而生，佛
學院遍佈大江南北，僧侶、居士、學者攜手促成近代佛教文化之復興。佛學現
代教育的興起，不僅為佛教的現代化、世俗化開闢了前進之路，同時也為平民
教育大開方便之門。 

其中得失，姑予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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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虛、仁山金山寺佛教教育革新之嘗試 

如果說「廟產興學」于原本衰頹的佛教是雪上加霜之患，而使僧界生季
孫之憂及自覺自救的意識，章太炎告白衣、告佛子二文以及清末僧學建設的嘗
試為佛門雪中送炭，讓他們看到了自新自強的發展方向的話，那麽，太虛、仁
山於金山寺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則是中國近世僧團革故鼎新的初試鋒芒。  

  清末民初，新舊交替，社會劇變，各種社團林立其間，既謀自存，亦求推
動社會進步。中國佛教在近世的重大變化不僅是思想上的一系列變革，在組織
上也由宗系逐步過渡或者重組新的團體，以適應社會需要和自身的發展。最早
的組織形式也是由居士開創的學術團體，即於 1910 年，由歐陽竟無協助楊文
會所建立的佛學研究會，楊氏任會長。1912 年春初，民國肇建之後，歐陽便
與李政綱、桂伯華、黎端甫、張爾田等七人發起組織「中國佛教會」，公開倡
導政教分離，全面改革僧制，並呈請民國政府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而獲支援。
同時，歐陽撰緣起及說明書，並有《警告佛子文》一篇，意欲復興佛教於當
世。其中對沙門違戒、利養垢染，多有批評之辭。此文一出，如石擊水，叢林
大嘩，遂群起而攻之，而使籌建中的佛教會半途而廢，出家在家（包括身份和
弘法方式）之爭由使而起，也是近世佛教的一段公案。其實，他們之間雖然存
在認識上的分歧，但在佛教是否需要革新的問題上均持肯定的態度。於是，以
太虛、仁山為首，效法祗洹，集結叢林佛子，籌建中國佛教協進會于南京毗廬
寺，並以金山寺為基地，召開成立大會，以求佛教的自我革新。據太虛回憶：
辛亥革命，蔓延上海，各地相繼光復，太虛則漫遊滬、杭，並因「思想言論的
相近」，與中國社會黨人聲氣相求，「那時，各地僧眾亦有組織僧軍參加革命
軍的」，「而我則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為事」。於是，「在南京臨時
政府成立後，即赴南京發起佛教協進會，就毗廬寺設籌備處」，而且頗受臨時
政府的贊許。他說： 

（事情正進行期間）遇仁山亦到京。仁山出祗洹精舍後，值江蘇僧教育會就南京三
藏殿開辦江蘇僧師範學堂，由月霞、諦賢先後充監督，學僧戒定慧三班約百人，
以仁山為翹楚。但仁山剃度于金山寺房頭觀音閣，房頭僧時受寺僧淩壓，仁山在
學堂時亦因以受其排擠（此句文法不妥，太虛文常有類似處）。革命軍攻南京，僧
師範停辦，至是仁山因擬上書教育部以金山寺改辦僧學堂。我因告以佛教協會的
方針及此時非辦以學堂的事，須謀新中國的新佛教建設，若能照協進會的會章進
行，則辦僧學亦自為其中的一事。仁山大喜，謂有同學數十人在鎮江，亟邀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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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就金山寺開成立會。我以會址在南京為宜，但成立會可就金山寺召開，遂同到
鎮江住觀音閣，與寺中方丈青權、監院蔭屏、知客霜亭等，籌設開會會場，印發
會章宣言，通告鎮江、揚州、南京、上海的各處僧眾，及鎮江軍、政、商、學各
界。青權等對仁山深抱疑忌，約揚州僧寂山等來寺陰為戒備。我的會章雖含有以
佛教財產辦佛教公共事業的社會革命意味，但系取和平步驟，故坦然未以為慮。1 

文中提到的仁山就是為佛教革新而大鬧金山寺的主角。仁山（1887-1951），
別號天晴，江蘇金壇籍。俗姓顧。與敬安、太虛等近代名僧不同，其出身顯然
非貧困之家。幼讀詩書，年 14 應縣試，而拔置榜首。因得同鄉，安徽布政
使，而後擢升安徽巡撫（1907-1908）的馮夢華（煦）之賞識，召其於安慶藩
署，並留署中科讀。聰慧的仁山既精儒學，旁涉莊老，文宗韓柳，詩近元白，
每下筆千言，倚馬可待。14 歲，赴江南秣陵鄉試，行前，馮煦嘗斷言：「觀
子之貌，清逸絕俗，此行果售，固廊廟之公侯，不中，異日亦必為佛門之法棟
也。」當時，廢八股而試策論，及入場，因論涉外學，而名落孫山。仁山幡然
醒悟，喟然長歎：「董生尊儒，箝天下士，二千年來，科舉實不啻帝王之權術
耳……余何滯惑本真，纏結自性，以博利祿耶？」於是，推田贈兄，投籍于
江，慨然赴鎮江金山觀音閣，依西來老和尚出家為僧。1905 年，受具足戒于
南京寶華山，複歸金山窮究佛典2 六年。而後相繼在揚州普通僧學堂、祗洹
精舍、南京僧師範學堂接受現代佛學教育，觀念、志向決非一般僧徒所能企
及。應當說，他既是一個封建末世的文人，又是一個有政治背景，且受過新文
化熏陶的僧人。正因為如此，他對近世佛教窳敗之內幕洞若觀火，而且作為金
山寺房頭子孫，日常又多受金山寺僧欺淩，於情、於理、於公、於私，仁山早
已萌生改革佛教之想，雖然其政治背景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煙消雲散，但其改
革佛教的願望卻不致作廣陵散絕，反而在時代的巨變中，尤其以「為往聖繼絕
學」為不二法門。所以他上書教育部，首先要求改革金山寺，以山寺自辦僧
學。其時，太虛正組建佛教協進會於南京，二人聲應氣求，抵掌而談，於改革
佛制一拍即合，於是聯手假金山寺召開成立大會，以期聯合全國僧尼推進佛教
革新運動。 
  辛亥年 12 月中旬（1912 年 2 月），金山寺沸沸揚揚，與會僧人二、三

                                                   
1 《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二）200-201 頁。 
2  據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及其它為「窮研五部」。五部系指見道之苦集滅道四諦及修道之

謂，所謂一切煩惱，皆屬此五部。故雲窮究佛典。五部亦指道宣註疏之南山五大部，但金山系
禪宗道場，故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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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社會黨人及其他來賓三、四百，由太虛任主席，首先致辭，並講明宗旨，
宣讀會章。然後仁山登臺演講，著重指明寺僧把持寺產，不以教育僧材為重。
寂山隨之亦在臺上以一老僧訓誡小和尚的口吻，對仁山演講一一批駁。被激怒
的仁山再度登臺，歷數青權、寂山霸佔寺產及專制的事實，並當眾賭誓：「金
山寺內僧眾（常住僧人三、四百）倘能寫三百個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
把頭剁掉！」同時提議，立即改金山寺為佛教大學，全部寺產充學堂經費。如
此激烈的言辭，不啻給無意改革且心存疑忌的保守派僧人火上澆油；提撥寺
產，對於廟產興學衝擊過的金山寺僧，猶如奪命，原本出於戒備而參加會議的
寂山便高聲喊打，群僧騷動，圍攻仁山；支援改革的來賓因見寂山等蠻橫，便
以杖擊寂山，其餘也鼓噪回應。寂山等不得已而懾服。結果，會議雖通過仁山
的提議，並推太虛、仁山負責接收金山寺為佛教協進會會所，籌備開辦學堂，
但卻因雙方大打出手，不歡而散。青權、寂山等則周旋於社會各界，以謀推翻
會議之決定。然而，臘月 20 日晚，霜亭率工役十餘人，明火執仗，闖入會
所，拳棍交加，致仁山等數人重傷，遂訴諸法庭，判處青權、霜亭等五、六人
數年或數月徒刑。金山寺改革及佛教協進會便在佛門淨土的哄鬧中功敗垂成。 
  仁山、太虛於民國建立之初發起的佛教革新運動，以變革佛教現實的願望
和積極進取精神發其端緒，以暴力衝突，律以世法而告終，雖系一場鬧劇，却

是佛教自身對「廟產興學」風潮的積極回應，對佛教在新時期的生存與發展以
及 20 世紀人間佛教建設始終持續著它的影響。而後僧人對於佛教改革也不再
公開視若仇讎；有志的青年僧人皆以太虛、仁山為新僧之領袖，而趨求知、革
新以應世的道路。敬安獲悉此事，雖嫌二人鹵莽，却召至上海協助其組織成立
中國佛教總會，給予他們事實上的肯定。各種佛教學堂於此後則扶搖而起，如
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紛呈奇葩。  

二、天臺與華嚴的佛教學堂 

  民國初年，在僧俗各界的推動下，尤其是佛教界改革的自覺意識和強烈要
求，由金山寺而蔓延全國，使佛門弟子進一步覺醒，非興辦佛教育不足以圖存
自強。於是，不同層次的佛教學堂，便在培育僧材，改革佛教的醞釀中相繼而
興。其中影響至大者，當數上海之華嚴大學、寧波之觀宗學社、常熟之法界學
院、高郵之天臺學院，還有武昌佛學院，以及繼祗洹精舍之後，由歐陽竟無創
辦的支那內學院和法相大學。 

  華嚴大學雖系英商哈同之夫人羅迦陵創設，但應當說是僧俗名流一致努力
的結果。羅氏所居之愛儷園，係原上海英租界內哈同的私人財產，即哈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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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占地數萬畝。羅氏崇仰佛教，於園內設佛堂名「頻伽精舍」，延僧講經，
廣結善緣，是當時上海唯一的佛教名勝。宣統元年（1909），羅氏慕宗仰之
名，特聘講經於精舍，並接受宗仰之建議，捐資 20 萬元，將自日本購得之小
字藏經翻印流通，歷四年而成，此即著名的「頻加藏」。儘管內多錯訛，却也
是近世佛教文化事業的一件盛事。辛亥之後，月霞流寓上海，因狄楚卿之薦，
於哈同花園講經說法。其時康有為亦寓居滬上，勸促羅氏以園為址，創設佛教
學堂。羅氏即以之托月霞，因月霞主弘華嚴，故名華嚴大學，時為民國二年

（1913）。學分正科、預科各三年。翌年，正科開辦，由月霞主講，授大小乘
經論，而以華嚴為重。入校學生 60 人，皆當時優秀之青年僧人，如智光、常
惺、慈舟、持松、戒塵、妙闊、靄亭、惠宗、體空、性徹、了塵等。然則開學
未及仨月，「因哈同夫人要全體學僧向其頂禮」，3 不得已而遷杭州海潮
音，成就諸學僧三年學業。其後諸僧多為各地佛教之翹楚。  
  近世佛教，雖呈融合貫通之趨勢，但各宗傳統仍不絕如縷，佛教教育也因
宗系不同而各立門戶。與華嚴大學比肩而立者，則是諦閑所創的觀宗學社。  
  諦閑和月霞，都曾先後任教於祗洹精舍、南京僧師範學堂。1913 年，當
月霞主持華嚴大學之前後，諦閑應寧波當局之請出任四明山觀宗寺住持。其以
三觀為宗，說法為用，改寺為觀宗講寺，突出其講授天臺教觀的特點。1915
與 1918 年，先後兩次應北京居士名流之邀，講《楞嚴》、《圓覺》於京中，
由是結識時賢，道譽遠播。離京時，葉恭綽、蒯若木各贈銀圓二千，其他信士
亦各有饋贈，諦閑即借此擴充為觀宗學社，而使之成正式的僧教育機構。諦閑
自任主講，專攻天臺教觀。入學就教之僧侶，有倓虛、妙柔、靜權、妙真、寶
靜、可端、常惺、持松等。4 該校延續甚久，僧才輩出，至 1928 年復改為弘
法研究社，同時發行弘法月刊，進一步推進天臺教義在近代社會的傳佈。  
  1917 年創設於常熟興福寺的法界學院，也是月霞專弘華嚴的僧教育機
構。月霞嘗應邀北上講經，因反對袁氏帝制復辟，幾遭橫禍，遂悄然南歸。是
年夏，奉清末宗門四大尊宿之一，號稱威儀第一的治開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
寺，因得滿月法師之助，再創法界學院，亦專弘華嚴。是年月霞已屆花甲，冬
十月圓寂杭州玉泉寺。而後應慈、持松相繼主持校務，常惺等亦任教於斯，前
後持續二十年之久，所造就之僧材，皆可與後起之武昌佛學院相提並論。  

                                                   
3  《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二）211 頁。 
4  多有記載仁山為此校學僧，也屬誤會。1913 年，仁山因與佛教總會副會長不和，離開上海至四

明觀宗寺親近諦閑法師，學習天臺教義，其時觀宗學社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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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法界學院遙相互應者，則為蘇北高郵的天臺學院。該院系仁山於 1919
年創設，以天臺教觀教習青年僧人，使諦閑三觀之教法得以在江北繁衍。兩年
後，仁山任放生寺住持，遂改名為四弘學院。四弘者，乃佛教之總願，5 由
命意可見，該院大概不再拘守於天臺一宗。這也是時代的使然和佛教自身發展
的必然趨勢。 
  月霞與華嚴大學、諦閑與觀宗學社，及其後相繼創立的法界學院和天臺學
院，以華嚴、天臺二宗分燈大江南北，相互輝映，猶使民國初年之僧教育別開
生面。而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寧漢兩系的鼎立對峙，不僅孕育了近現代
佛學精英之士，造就了一批學行兼具，有望中興的佛家弟子，而且使得民國僧
人教育向前大大跨進一步，寂寥已久的佛學研究又風靡天下，重現往昔之輝
煌，並以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而登上現代高等教育的講臺。  

支那內學院 

支那內學院雖籌建於 1918 年，直到 1922 年九月才正式成立，但是，它
不僅是祗洹精舍的繼續，而且早在 1914 年春夏之交，當歐陽重返江寧時，已
經在思想上開始運作了。 
  歐陽竟無因籌建中國佛教會受挫而返宜黃故里，閉門治梵經二年後攜愛女
蘭回南京，重主刻經處勘校職事。1914 年十一月，歐陽利用龔家橋程氏空
屋，開始教授佛學，門下便聚集了一些專心貞信之氏，如呂秋逸、姚妙明、黃
樹因、徐克明、蘇心田等。而後聽講、從學者日眾，先後有劉抱一、黃懺華、
王恩洋、陳銘樞、邱晞明、烏愛平、黃健等。而與歐陽在師友之間，相互切磋
佛理者，更是當時社會精英，除周少猷、梅光羲、蒯若木、李證剛外，還有沈
曾植、陳三立、章太炎、胡漢民、陳獨秀等。空屋再也無法滿足需要，於是在
刻經處附設研究部，支那內學院應當說肇始於此。  
  1918 年，歐陽好友符九銘於江蘇執掌教育，歐陽便乘此良機，在研究部
的基礎上設支那內學院籌備處，同時撰《支那內學院簡章》，「以闡揚佛法，
養成弘法利世之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為宗旨」，確立規模，設置學科，包
括中學部以及法相、法性、真言大學預科、本科的具體修業內容，入學、退
學、與研究部的關係、經費來源、納費等具體事宜，在在皆顯示歐陽教育思想
和教學方法現代化的特徵。章太炎專為之作文，高度讚揚歐陽對佛學，乃至整
個中國教育的貢獻。他說： 

                                                   
5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其他亦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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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緇衣，而流入居士長者之間……友人歐陽竟無嘗受業石埭楊
居士，獨精《瑜伽師地》，所學與餘同。嘗言「唯識法相唐以來並為一宗，其實通
局、大小殊焉。」余初驚怪其言，審思釋然，謂其識足以獨步千祀也。 

章氏還指出：「道術或時盛衰，而皆轉趨翔實」，6 樸學、科學、法相唯識
學，皆為經世致用之實學，故可應今之機，濟時之變，對於歐陽學術思想的現
實意義同樣給予充分的肯定。同年，呂秋逸辭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主任之
職，回金陵刻經處，協助歐陽籌備支那內學院。 
  然而，歐陽「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的宗旨一出，又在僧界激起軒然大
波。太虛首先著文發難，強調三寶為佛教之要素，出家人自有弘法利世之方
便。歐陽雖致函太虛，表明其「不但不簡出家人，並不簡出家為利他而自利之
人」，「乃簡出家之唯知自利者」，事實上仍然堅持他對僧界的看法，重新點
燃了民國元年挑起的出家與在家之爭，進而演為全方位的寧漢兩系之對立。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19 年，由於經費無著，內學院舉步維艱。當時他
有致宗仰上人書云： 

今既籌得三千，即可見諸實行。校址暫借民房，教員、辦事員商請諸友。一切器
具盡辦最要。正續藏及參考書由漸墊買，姑繳半價。凡事難在開發一舉，蓋冒險
行此，實不得已，非三千金即可辦中學也……擬開辦一特別研究科，擇最高程度
者試入，膳食自便，學費不繳，一年畢業。 

這裏說的是內院中學部的情況，內院建設之艱難又遠在其上。歐陽矢志忠誠於
佛學教育及其獻身精神，於此亦可見一斑。左右支絀，迫使歐陽離寧遠遊，籌
措辦學經費，先後南下昆明，北上幽燕，西出陽關，講學於神州各地，而獲些
許資助。 

1920 年 8 月，熊十力經梁漱溟介紹，辭中學教職，赴金陵刻經處問學於
歐陽門下，探究法相、唯識之理。第二年夏，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的王恩
洋，亦南下謁歐陽於刻經處。其時，法相、唯識分宗說已屆成熟，「佛法非宗
教非哲學」的論說，在思想界也讓人刮目相看。 
  1922 年 9 月，籌備四、五年之久的支那內學院，終於在社會名流，如熊
希齡、蔡元培、梁啟超、葉恭綽、沈曾植、陳三立、章太炎等的支援下，正式

                                                   
6  章太炎《支那內學院緣起》見《支那內學院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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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因得教育部支援，江蘇財政廳撥款十萬元，資助建院，每月另撥一千，
以為院務之需。歐陽任院長，下設三處，周少猷、邱晞明、呂秋逸分別主持事
務、編校和教學工作。首屆學員有韓孟君、釋存厚等僧俗學子十六人。教師除
歐陽本人外，皆宜黃門下弟子，如呂秋逸、王恩洋、邱晞明、聶耦耕等。其
間，湯用彤先生已至大洋彼岸歸來，執教於東南大學，授課之暇，也曾至內院
聽歐陽講授佛學，與蒙文通、熊十力為聽講之友。其他問學於內院者，尚有張
君勱、梁漱溟。陳銘樞也卸去軍職，重返內院。講學於東南大學的梁啟超，也
在內學受業二十日。梁氏每嘗與人談起，有所謂「聽歐陽竟無講唯識，始知有
真佛學」之歎。梁漱溟曾商請呂秋逸至北大執教，歐陽不允，梁則推薦熊十力
入北京大學。 
  1923 年 7 月，內院又設研究部，以培養佛學研究之高級人才，學制兩
年，主攻法相唯識要典。湯用彤先生也被聘為研究部導師，兼任巴利文主講。
研究部間月召開研究會一次，發表研究成果，至 1924 年底，編輯而成年刊

《內學》雜誌予以發表，對於佛學研究，特別是法相唯識學研究起到了進一步
的推動作用。開學不到兩年的支那內學院，一躍而為當時的佛學重鎮。同年
春，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訪華，慕名而至刻經處拜謁歐陽，並與之作竟夕之
談。泰戈爾為失傳二千年的古印度文化在秦淮河畔再度輝煌，而對歐陽深表敬
意，表示回國後將組織印度學者來內院就讀，尋回失傳之國寶。  
  1925 年 9 月，創辦三年的支那內學院，在原有的基礎上重新組合為問
學、研究以及法相大學三部，另辟內院第二院，增設法相大學特科，並於 13
日舉行開學典禮。歐陽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法相大學特科以推廣西域之學和為
人之學為宗旨，充分表現其遠紹無著、世親，上追玄奘，以印度文化為圭臬的
學術特徵，以及直面慘澹人生，「救亡圖存而後有學」的治學道路。至此，內
院聲譽雀起，同時由於其在家住持佛法、白衣可以說法的觀點，再度挑起緇素
之爭，把寧漢兩系的對峙推向高峰。  
  1926 年，風雨飄搖的石頭城中，仍然充盈著濃厚的學術研究氣氛，先是
第十四次研究會召開，而後有日本佛教考察團來訪，接著是樹因研究室成立，
直到 1927 年 3 月，直魯聯軍強佔刻經處房產，致內院授課終止；繼以北伐軍
進駐二院，開辦不足兩年的法相大學，不得不宣告結束。兵荒馬亂，民不聊
生，原本生機勃勃的內學院頓時變得蕭然起來，問學、研究二部相繼撤消。
1922 年 9 月開學，持續不到五年的支那內學院，至此也就結束了它那最為輝
煌的時代。其編校之業雖在繼續，而且，時至 1937 年冬，因避日寇而遷重
慶，又設內院蜀院於江津，但學院之設，早已名存實亡了。儘管如此，從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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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講，內院對佛教文化的貢獻，與佛教自辦的所有學校相比，包括一直持
續到 1949 年的武昌佛學院，則遠在它們之上。而與內院的前身─ ─ 祗洹精舍
比較，生源已由叢林轉向社會，更多的是學者而非僧人。這也是其影響深遠的
主要原因。 

四、武昌佛學院 

  儘管太虛積極倡導佛教革新，杜絕佛門三濫（濫剃度、濫傳戒、濫住
持），力圖實現其「真實修證以成正果」、「獻身利群以勤勝行」、「博學深
究以昌學理」的「救僧運動」，7 但叢林傳統至少無法予以積極的回應。故
而，太虛始終不能有一方寺院作為他改革佛教的陣地。據實而論，太虛只能算
作一個遊方掛單的僧人，徘徊在僧俗界的邊緣。金山寺改革無疑實他爭取教界
三大革命根據地的一次失敗性嘗試。改革的夭折，似乎讓太虛如斷腸人飄零天
涯，「除在觀宗寺月餘，及在佛教總會四、五個月之外，從民國元年的春天到
民國三年的夏天」，「似不曾做過關於佛教的其他事業」，而閑遊於蘇杭之
間。只是由於「心中善根佛種的時時喚醒」，「再也不耐和光混俗的下去了，
乃於秋間入普陀閉關」，「結束了這一期的夢痕。」8 事實上，這也是為實
現其改革的夙願而進行的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武昌佛學院既是前段嘗試和準
備的必然結果，而且應當說更是其思想理論的依託形式，當然也是他推進人間
佛教的大本營。關於武昌佛學院成立前後之因緣，太虛述之甚詳，茲摘要敍述
如次： 

  太虛閉關期間，正是僧教育方興未艾之時，1917 年立春的那天早晨，閉
關不足三年的太虛「忽然動念要出關了」，這顯然是社會的變革在他心底產生
的共鳴。然而，出關後的太虛，仍無定所，先後赴臺灣、日本遊。歸來後，於
滬上結識曾是辛亥會攻南京的桂軍司令、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的陳元白，
以及蔣作賓等，「擬於上海組織一宣傳佛學的團體」，以契革新佛教及佛法救
世之夙願，即後來之覺社。其間太虛又是人海奔走，也曾講經於漢口、武昌、
廣州等地。1921 年 2 月初，杭州淨慈寺住持鴻定因負債累累，不堪維持，太
虛遂得住持該寺。太虛說：「我如此費事的接住淨慈寺，原抱有先從此處整理
成一模範僧寺的奢望」，顯然也是欲覓一寺觀，以之為推行其救僧的新佛教運
動的根據地。然而，好事多磨，以慧安為首的諸山住持，借「杭州某小報破壞

                                                   
7  太虛《救僧運動》。 
8  《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二）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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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的誣衊文字」呈控官署，不僅讓太虛再次對簿公堂，而且還打了一場牽動
京滬新聞界的筆墨官司，最終還是被浙江省省長撤去了淨慈寺住持的職事。雖
然太虛的支持者邀集康有為等又搞了一場鬧劇，但還是不了了之。屢戰屢敗的
太虛，並未因此而却步，反而「鑒於我接管淨慈寺的疊生故障」，「遂決於武
昌辦佛學院」。太虛回憶： 

民國九年，鄂督已易蕭耀南。到冬天，隱塵接任湖北堤工督辦，十一年又兼任陝
鄂禁煙督辦，與蕭督有黃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在武昌有佛學院的成立。由元白
的奔走聯絡，隱塵的提倡號召，亦得蕭督的間接維護……主張純憑理想，於武漢
新創立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雖院
址未能覓得，已決定照我的佛學院計劃，積極籌備開辦。 

1922 年，擇武昌通湘門內，黎大均（黎元洪族叔）舊宅為院址，先於皮公館
成立籌備會，及院董會。梁啟超任董長，太虛任院長，李隱塵為院護，即副院
長，負責聯絡協調工作。邀了空、史一如任佛學教員，杜漢三任國文教師，陰
曆 7 月 20 日開學，正取備取學生六十名。武昌佛學院正式宣告成立。屢敗屢
戰的太虛，至此才算實現了他謀求革新佛教立足之地的宿願，從而藉課堂，而
非佛寺，把他那人間佛教的理想推向社會。  

如 太 虛 所 言 ， 佛 學 院 「 旨 在養 成 佛 教 的 師 範人 才 ， 等 於 高 等 師 範 學
校」，故「依禪林規範施學校功課」。第一、二期，由太虛親自講授世親發菩
提心論與瑜伽真實義品，及佛教各宗源流；空也教楞嚴；史一如講述小乘、印
度佛教史及印度哲學，譯講因明入正理論，還有日文。英文分班教學，但「全
無成績」。學僧有漱芳、能守、默庵、會覺、觀空、法尊、法舫、量源、嚴定
等。亦有居士如程聖功、當時尚未出家的淨嚴等。「學生最多時達百餘人」。
1923 年夏，唐大圓加盟武昌佛學院，授中國哲學。張化聲繼史一如後續編

《海潮音》。剛成立不久的武昌佛學院，繼出家與在家之爭後，便開始「對支
那內學院歐陽竟無等，起了不少論辯。對梁任公、王恩洋提出的《起信論》真
僞問題，對景昌極的相分同種別種問題，對呂秋逸的佛誕紀元問題，對歐陽漸
的唯識抉擇談，似乎都在這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卓然表現了佛學院的特
殊學風」，9 把寧漢兩系僧俗的對峙，推向佛學和佛教史實全面論戰的高
潮，並與內學院一起，弄潮於民國佛學思潮之濤頭。於新舊僧派的分野外，也

                                                   
9  上述引文均見《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二）209-2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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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中國二、三十年代佛學研究遙相互應之雙峰。直到 1949 年，前後持續近
三十年的武昌佛學院才在舊中國歷史的最後一頁畫上了殘缺的句號。毫無疑
問，武昌佛學院不僅使功敗垂成的佛教革新運動薪盡火傳，而且對時至今日的
佛教思想還持續著利傍倚刀的影響。  
  繼武昌佛學院之後，各省佛教學堂風起雲蒸，諸如 1925 年創辦的閩南佛
學院、玉山佛學院，1928 年所建的竹林佛學院，1929 年成立之柏林教理院、
鼓山佛學院，1934 年由智光操辦的焦山佛學院，還有太虛另創的漢藏教理院
等，皆從佛教教育入手，使民國時期的佛教渙然而趨中興之勢，自然也隨著武
昌佛學院的銷聲匿迹而成過眼煙雲。 

五、現代僧教育之得失 

  與廟產興學相抗，中國佛教現代教育機構，除上述以外，還有 1906 年文
希於揚州天寧寺創辦的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僧學─ ─ 普通僧學堂，文希亦可
謂之得風氣之先；1907 年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的基礎上建立的祗洹精舍，以
及由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推進，在南京成立的僧師範學堂等。從整體上看，現
代僧教育初起於維護寺產，而非培育僧才，但是，上述僧教育機構因屬意於教
育僧才以昌明佛法，故組織健全，學行兼顧，而且能服務社會，所以成績顯
著，足垂後世。其成敗得失東初論之甚詳。他說：  

僧教育的機構，雖多至幾十所，其教學究竟是成功呢？還是失敗呢？一言以蔽
之，今日之僧教育，可謂是徹底的失敗！其失敗的原因則有： 

簡要概括如下： 

一、大多數不是為維持寺產，就是利用興辦教育的名義，爭取個人名
聞，所以所辦的僧教育，多不切實際。 

二、最大的缺點，就是不依教育程式，一所佛學院好像是一所大學，其
實，小學也不如。 

三、佛學院等於專科教育，只宜專，不宜泛，應以佛學與國學為基本。
現在一般僧教育機構，皆以世間學及外文為重，受過僧教育退而還
俗的不知凡幾。 

四、把僧寺改為社會學校，捨本逐末，莫此為甚。同時東初聲明，並不
反對社會教育，只是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辦好僧教育，
然後再辦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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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持僧教育者未能貫徹僧教育宗旨，而致僧青年思想益加混亂，佛
教人才外流。 

六、從叢林制度檢討僧教育之得失。叢林教育以德育為主；佛學院雖造
就一些人才，其上者競趨於知解,只知辦事，其下者不甘澹泊出家。 

  總之，東初強調「唯有恢復叢林教育制度，學院叢林化，建立新的僧教育
規範，亦唯有翹首期待將來繼起之賢哲了。」10 

  嚴格講，東初的評斷句句切中肯綮，而且言辭懇切，大有恨鐵不成鋼的意
思。他著重就佛教組織內部的發展而言。其實，佛教教育的興起，無論基於何
種原因，它對於佛教的入世轉向，對於人間佛教的建設，無疑開闢了前進的道
路，對於僧人素質的提高和服務社會的能力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
為平民教育大開方便之門。作者嘗不揣冒昧，強調：佛教在 21 世紀的發展取
決於佛教的繼承與革新，取決於系統、健全的僧教育之實施。11 現代社會，
佛教欲謀求不間斷的發展，系統、健全的現代教育不可不予重視。  

                                                   
10  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218 頁。 
11  見拙文《佛教與 21 世紀》《20 世紀中國佛教問題》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