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單元 近代佛教改革與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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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二Ｏ年代是中國佛教新運動的黃金年代[1]，不僅有各式佛教刊物、
雜誌出版，還有不少佛學團體或組織成立，在宣揚、推動佛教革新，進而希圖以
此“佛化世界”，拯人類生存，免於“浩劫”。“佛化新青年會”就是其中頗為
重要的組織，它是由張宗載、甯達蘊等人，於二Ｏ年代初所組成的。
關於“佛化新青年會”的研究，就筆者所知，以東初老人最早投入，其後江
燦騰、洪金蓮繼之，取得一定的成績[2]。不過，由於這些文章，甚少利用該會
內部資料《佛化新青年》，以致若干問題如：
１‧張宗載的生平。
２‧“佛化新青年會”的理念、活動以及組成份子。
３‧其與太虛法師之關係。
都未能深入探討。本文介紹《佛化新青年》、《佛音》[3]等資料，希望有助於上
述問題的釐清！
一、張宗載生平大略
關於甯達蘊的生平，資料甚少，只知其是四川人，生於光緒廿十七年（1901），
小張宗載五歲[4]。從現存《佛化新青年》所載，甯達蘊學士照來看，他上過大
學，屬於新式知識份子[5]。而張宗載的事蹟，因其寫有詩自序其生平，較為詳
細。其＜三十自序歌＞云：
長弓家兒名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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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兆光〈十年海潮音——20 年代中國佛教新運動的內在理路與外在走向〉，頁
158，《葛兆光自選集》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9 月。
2.東初老人《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 306-312，東初出版社，1974 年。江
燦騰《太虛大師前傳(1890-1927)，頁 201-207，新文豐出版社，1993 年。江燦騰
〈從大陸到台灣：近代佛教社會運動的兩大先驅——張宗載和林秋梧〉
，頁 5-19，
收於氏著《台灣佛教與現代社會》
，東大圖書公司，1992 年。洪金蓮《太虛大師
佛教現代化之研究》，頁 104-112，東初出版社，1995 年。
3.《佛化新青年》是“佛化新青年會”之機關刊物，現存創刊號至 2 卷 7-8 合號。
至於《佛音》是“閩南佛化新青年會”之機關刊物，有創刊號等多期留存。這些
資料，現藏於圓光佛學研究所特藏室。
4.《佛音》第 3 年 5 期，頁 2，1926 年。寧達蘊言此時自己 25 歲，其生年，即
由此推算。
5.同前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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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渠哲學子房策。（宋大儒張載號橫渠，著東西兩銘，闡揚聖道。家君因賜
名曰宗載。）
慈仁俠義夙所宗。
發誓不甘居牛後。
甯為&#40388;口稱人龍。
千載攻文數載律。（予性素好文學，在嘉州中
學時多苦讀庾開府、王子安文選等集及李、杜、香山、東坡等詩詞。後由中學畢
業&#21373;入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研究法律政治等科。）
廿餘壯遊大江東。（由法校出遊於武漢上海等地，徵求救國同志）
欲拯祖國沉渝苦。（在法校時，正值五四風潮起，曾與李嵩笙、王鶴生等召
集同志青年，在蓉城組織學生救國團、學生聯合會外交後授會，出救國旬報，竭
力奔走呼號。）
唇槍舌劍鍊詞鋒。（因作救國運動，曾奔走於四川各府州縣，冒險槍林彈雨
之中，講演國事。）
更慕歐俄新政治。
（民國八年至上海，時正值俄羅斯革命告成。階川北喻森、
湖南王良等二十餘人赴俄留學。惟時中俄邦交斷絕，自以求學心切，遂不顧一切
冒險前往。）
冒險遄征不有躬。
孰知誤授狼虎口。
（車行至關外滿洲里地被捕，下獄
於黑龍江，所有行李損失殆盡。）
含冤二月困樊籠。
（在黑龍江獄中二月後經北京大學、上海總商會及陸軍部，
電保無罪出獄。）
桃花三月隨流水。（出獄時為民國九年三月，始由龍江返上海。）
棲遲上海若冥鴻（在上海潛居三月多，時川省長楊滄伯先生等援助後，即赴
北京入朝陽大學，相繼研究法律。又於平民大學研究文學哲學佛學，自是思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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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變。）
轉將熱血成法乳。（民國十一年在平大內與甯達蘊等二十餘人創辦新佛化青
年團，出版新佛化旬刊。一時北京各學校學生加入者甚多，而各名流之護法者亦
甚熱心。）
法施無畏振瞶聾。
翻作佛化新運動。
梵音大扣自由鐘。
鳥鳴嚶嚶求勝友。
佛國春聲使命隆。（余為新佛化運動，作有春與佛化之使命一文，印布後各
省青年，讀之多為快悅。）
忽聞漢皋獅子吼。（民國十一年六月，聞太虛法師在武漢創辦佛學院，遂束
裝就之。）
定弓慧矢獲無窮。
（至佛學院甚蒙虛師優待，特別施教，不一年而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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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宏正法清塵世。
（民國十二年在漢口佛教會，與甯達蘊、李時諳、周浩雲、
袁立齋等成立佛化新青年會，出版佛化新青年月刊，對於宣傳佛法尤為努力。）
金剛浩氣貫長虹。喜來靈華好詩偈。
（劉君靈華自太原來函，討論佛教革命，
並寄其報恩發願詩偈。）
歡友杜子談文雄。（民國十二年五月移北京在象坊橋觀音寺，得友杜君鵑啼
朝夕論文。）
傾心達蘊舞妙筆。
（在京辦佛化新青年月報，友人甯君達蘊盡力於編輯事務。）
得意明慈尤雍容。
（張君明慈雲南人，為吾會中最純潔之分子，余甚敬重之。）
晉江鷺門揚法幟。
（民國十三年春，至&#21414;門，赴泉州、漳州等地演說，
與莊漢民等成立閩南佛化新青年會。）
蓬萊臺島扇仁風。
（民國十四年秋，同甯達蘊等代表中華全國佛化新青年會，
赴日本開東亞佛教大會，遍歷各勝地名都，盡量演說。該國人民多為感動，於日
本京都與臨濟宗大學緒方宗博等，成立日本佛化新青年會，出版佛化月報。後又
順道過台灣，該島總督待以國賓，優禮通電全臺官民上下備極歡迎，不一日而遍
歷全島。所至之地，演說佛法，感化尤&#34886;。）
惟慨慧日沈霾久。波旬魔外起似蜂。
更傷害馬亂人&#32675;。鼠鑽牛角蛇入筒。
末法時代佛流淚。誰作菩薩顯神通。
我來香國尤哀痛。（余生於蜀中之嘉陽，古稱海棠香國，&#30422;天下海棠
惟此處獨有香氣也。）[6]
張宗載的＜三十自序歌＞，寫於民國十五年（1926）[7]，由此往前推，他生於
光緒二十三年（1896）
，是四川人。照上引文來看，他原名張善雄，父親希望他
效法張載，故賜名「宗載」。從此，他以張宗載行世。其一生有幾處事蹟，學者
多所誤解。現根據此自序澄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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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俄一事。東初老人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提到張宗載在「民國
十年，曾赴俄國留學考察社會主義。[8]」這一說法，後為學者接

6.《佛音》第 3 年 7-8 合期，頁 51-53，1926 年 8 月。
7.同前註。
8.東初老人前揭書，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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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9]。照＜三十自序歌＞中所言，張宗載是在民國八年在上海和川北喻森、湖
南王良等二十餘人準備經陸路赴俄留學，但車行至滿洲里被捕入獄二月，後經北
京大學等單位營救，於民國九年三月出獄，後返抵上海。也就是說，張宗載根本
沒去過俄國。
（二）關於“新佛化青年團”與“佛化新青年會”。江燦騰在《太虛大師前
傳》（頁 202）中認為：
《佛化新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它的前身為《新佛化旬刊》，是早先
甯達蘊、張宗載在北京組織「新佛教青年會」的刊物。甯、張兩人來「武昌佛學
院」就讀，獲得陳維東、周浩雲、悲觀等人的參與，太虛將其組織改名為「佛化
新青年」，鼓勵甯、張推展佛化青年運動，編行《佛化新青年》。[10]
這一說法不乏卓見，但亦有些錯誤。（１）依據＜三十自序歌＞，張宗載未到武
昌佛學院就學時，在北平組織的佛教團體叫“新佛化青年團”，非叫“新佛教青
年會”。這個組織是由「北京平民大學新佛化青年團」脫化改進而來的，在 1922
年初在北京成立。它是由平民大學「約集深明佛學的同志聯絡京津滬鄂各大學專
門研究佛學、哲學的分子組織成立」[1]，在當時雖頗得北京學生、名流如蔡元
培、章太炎等之支持[12]。但張宗載等人亦覺得尚未得到知名法師和僧團的支持，
“新佛化青年團”基礎並不穩固，於是到武昌佛學院就學，希望籍此培養佛教人
脈與聲望。（２）張宗載、甯達蘊到武昌佛學院後，於民國十二年，得到漢口佛
教會與李時諳、周浩雲、袁立齋等人讚同，成立“佛化新青年會”，出版《佛化
新青年月刊》[13]。而陳維東等人成立的叫“世界佛化新青年會”，二者是不同
的。“佛化新青年會”，後於五月（1923 年 5 月）移至北京象坊橋觀音寺。而
“世界佛化新青年會”，後受“佛化新青年會”之影&#21709;，於民國十三年五
月，改名為“武漢佛化新青年會”奉太虛法師為精神導師[14]。至於“佛化新青
年會”，是受中外各界團員之要求，參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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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燦騰前揭書，頁 203。
10.同前註，頁 202。
11.《佛化月刊》第 1 年第 1 期，頁 4，收在《佛化新青年》創刊號中，1923 年 1
月。
12.東初老人前揭書，頁 307 引《海潮音》上的記載，將其當成“佛化新青年會”
之事，其實是搞錯了！
13.印順法師誤為一事，見其編之《太虛大師年譜》，頁 153。
14.《佛化新青年》1 卷 6 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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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青年會”之意而取的[15]，與太虛法師似無關係。總之從張宗載的自序中，看
不出“佛化新青年會”受太虛法師太大的影&#21709;。以往學者受限於《海潮音》
等資料，一直將“佛化新青年會”視為太虛法師指導下或影&#21709;下的佛教革
新或社會運動[16]。其實是搞錯了，既然如此，究竟二者之關係為何？
二、張宗載、甯達蘊與太虛法師之關係
在民國十五年給關心者的回函中，張宗載、甯達蘊很清楚表達其與太虛大師
之關係：
函中所謂我等『知受知遇者誰乎，&#21373;太虛法師是也。』虛師固為我等
所崇拜之一人，然尚未能全知我等者也。使虛師能全知我等，彼此披肝瀝&#32966;，
盡力合作。則中國之佛教前途，定能特別光大。絕不至如今日徒有虛浮之現象，
而少真實之建設也。蓋虛師雖為當代僧界中之難得人物，&#21364;缺乏知人之明。
每限於宵小佛徒之包圍，而孤立少援。此殆不可掩之事實，非我等有不滿於虛師
之處也。[17]
由此可見，在張宗載、甯達蘊眼中，太虛法師是他們崇拜人物之一，但並非全知
二人之心意作為，且二人對其有所不滿。依此來看，張宗載、甯達蘊是具自主性
的人，他們與太虛法師的關係應是“合作關係”，也就是說他們與太虛法師在理
念上契合，但是分屬不同的佛教團體：即張等以居士為主、僧侶為輔，而太虛法
師等則以僧侶為主、居士為輔。因此，張宗載、甯達蘊所組成的“佛化新青年會”
並非太虛法師指導下或其影&#21709;下的佛教團體。不過，要說明的是《佛化新
青年》與《海潮音》二者是互通聲息的，太虛法師一些文章也在《佛化新青年》
刊登，並捐了錢贊助[18]，而“佛化新青年會”的養成過程，確實受太虛法師法
雨（理念）的灌溉[19]。張宗載在＜為太原佛化新青年會宣告成立＞所寫的勉辭
中，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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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同註 11。
16.同註 2。
17.《佛音》第 3 年 5 期，頁 27-8。
18.《佛化新青年》1 卷 1 號，〈報告〉。
19.《佛化新青年》1 卷 1 號，頁 2 云：「今次簡章各種規定，及所定宗旨，均同
太虛法師及海內深於佛學人士再三斟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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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新青年會這個名詞，是當歐洲大戰結束，中國玄學鬧鬼。弄得烏&#28895;
漳氣，天愁地暗的時候，產生於世的。他神聖的宗旨，莊嚴的使命，是吾腦海中
的安琪兒與無量光壽的諸佛菩薩會面後，吐露的覺花。自此花含苞吐艷已來，我
雖然常常向他默默作禮，歡喜贊嘆。總覺得不敢輕易與人，宣傳他的靜美神密。
詩所謂『識得此花奇妙處，此花之外並無花』但若不得知音如子期者，不惟如對
牛彈琴，恐神如生公亦必無法可說。宗載抱此願以求友聲，於茲十餘年矣。此花
初胚胎於海棠香國，後萌芽於北京之平民大學。斯時能賞他的美妙，見他的光影，
領他的芳香者，除吾友甯君達蘊、劉君仁航、邵君福宸、張君明慈、楊君蝶父五
人而外，幾若晨星寥落。後吾自知此花將日就零落，遂偕甯君赴武昌，置此花於
太虛之公園，時以法雨潤之，淨土培之，春風吹之。此花之精神&#21373;如得二
十四番風信，再含英吐艷，大放光明於東亞人類福田之中。未久，而各省各地，
許多從憂悶煩惱中醒來的青年，凡聞得此花之美名者，皆欲人種一株，各佩一
&#26422;以為愉快而榮幸。從此而願與此花作眷屬者。不三年而達三四千人之
&#34886;。[20]
三、“佛化新青年會”的發展與理念
從上引文可知，張宗載、甯達蘊等人創立的“佛化新青年會”在不到三年之
間，已有信徒三、四千人，比原先預估要多出許多[21]，其發展可謂快速。根據
《佛化新青年》等資料[22]，迄民國十三年十月，各地“佛化新青年會”陸續成
立如下：

名稱地點主要人員相關事蹟
1 閩南佛化新青年會&#21414;門會泉、轉道刊物《佛音》
2 武漢佛化新青年會漢口陳繼東、宗藻生、李隱，總指導師太虛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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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新青年會”改來
3 山西佛化新青年會太原李鳴謙後改為“太原佛化青年會”
4 綏西佛化新青年會包頭鄝福宸、梁信瑚各界寄《靈學要誌》等善書
5 泉州佛化新青年會泉州 成立義務學校
6 四川佛化新青年會成都釋佛源、蔣特生等僧侶數人成立大獅子吼報社
7 沙市佛化新青年會廣州沙市

20.《佛化新青年》2 卷 7-8 號，〈雜纂〉。
21.《佛化新青年》2 卷 4 號，頁 18-19。
22.《佛化新青年》2 卷 1—7-8 號。
頁 332
另依《海潮音》所載資料，上海、浙江、南京、日本、南洋等地亦有“佛化新青
年會”的成立[23]。由此可見，到民國十三年底，“佛化新青年會”，已是個頗
具勢力的新興佛教團體。這也是張宗載、甯達蘊在民國十四年底，會被選入“中
國代表”，出席“東亞佛教大會”的原因。
資料記載，以上各地“佛化新青年會”的成立，並非（北京）“佛化新青年
會”人員到各地設立的，而是這些地區的僧侶或居士認同“佛化新青年會”的理
念主動請設的。所以二者的聯繫全在“理念”，而不是組織、人事、經費。這個
理念是什&#40637;呢？就是“佛化新青年會”的“八大使命”。根據《佛化新青
年》，該會“八大使命”如下：
佛化新青年會對於世界人類同胞所負的八大使命
本會第一件使命：在革除數千年老大帝國時代舊佛教徒的腐敗習氣，露出新
世運。非宗教式的佛化真精神，非為極少數人偏枯沉淪的厭世死法，乃是為全人
類去殺脫苦享福自在遊戲樂園，使空想的他方極樂淨土，能真實出現于人間世，
造成福慧圓滿之新新社會真真淨土。
本會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舊偶像式、銅像式的陋俗。
迷圈牢式的物質迷，使同志工作的人，得著一條大解脫的平安覺路，走入真實無
煩惱的清淨世界。
本會第三件使命：是用慈悲善巧柔和忍辱，并且精密的方法，去擴張我們實
行佛化的新青年團體。建設人類所應享的種種福田樂園，誓使現世人間血腥的虎
狼畜生圈，化成慈祥里。黑暗陰慘的鬼 牢，化成光明路。刀山劍樹槍林彈雨的
活地獄，化作華嚴美妙的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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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第四件使命：是要代人類受無量苦，拔除社會上千萬種罪惡，使其從根
本上解脫。是凡被貪嗔癡三種毒菌侵占的空間，

23.洪金蓮前揭書，頁 107。
頁 333
我們要澈底的用大醫王佛化學的王水消毒劑，將他洗淨，使劫濁、見濁、煩
惱濁、&#34886;生濁、命濁之五濁惡世，連根拔去。
本會第五件使命：是要用我佛世尊捨國王、捨家、捨身、捨我見、捨法見的
覺海妙性，生出靈機妙用無量救世新鮮妙法，改人心、改造人性。剝皮抽骨，洗
髓伐毛，根本改變其宇宙觀、人生觀、惟心觀、惟物觀而入法界觀。從無&#30861;
三昧安詳而起，以妙觀察智，建設五明工巧華嚴世界。用極良好的優生學，化一
切國界、種界、教界、&#34886;生界，均得蓮花化身容顏美好，得大解脫，但有
喜樂永斷哀怒。
本會第六件使命：要化除人我的假名執、男女的妄色相。消滅字典上的你我
他三個假名字，務使人人忘了我，忘了你，也忘了他，庶幾鬼不夜哭，人皆成佛。
本會第七件使命：誓以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大般若慧、大金剛心、大勇
猛、大無畏的大願力、大忍辱力，使各界的怨仇，各界的忿恨，各階級的爭
&#39722;&#39393;詈，漸漸的自然起大醫王佛化學的酸化作用。在若干年內，世
界上無處不有圓覺佛化的新團體、圖書&#33304;、同樂部、報&#33304;、平民新
劇場、小中大學、工場、無遮大會、食堂、幼稚園、養老院、廢疾院、新村、新
市、萬佛樂園、新華嚴曼荼羅淨土。
本會第八件使命：要發明養生學、醫學、長壽學、無量壽不死學，使人類色
身生命與法身慧命，皆不致夭殤。生老病死一切苦痛，都能免去，皆大歡喜，立
地成佛。[24]
這個“八大使命”的宣言，是在民國十三年正月在《佛化新青年》中刊登的。
此時，是“佛化新青年會”重新組織後不久[25]。這八大使命與“佛化新青年會”
創立時所主張的八大使命內容大致相同，惟措詞較委婉[26]，也就是說，“佛化
新青年會”自民國十三年起，在組織、人事上都有變革。而“八大使命”是作為
其理念則不變。
透過《佛化新青年》的流通及傳單的散佈，“佛化新青年會”的八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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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各地的寺院、佛教團體，獲得不少認同，但也招致一些批評，如北京僧界部
份人士，即致函《海潮音》表達抗議：
頃見佛化新青年，假借座下之大名，發出快郵代電一啟，此啟

24.《佛化新青年》2 卷 4 號，頁首。
25.《佛化新青年》2 卷 2 號，〈雜纂〉頁 16-17。
26.《佛化月刊》2 卷 4 號，第 1 年第 1 期，頁 1-2，收在《佛化新青年》創刊號。
頁 334
有關佛教大局，萬難承認……細究八大使命之用意，無非破壞三寶出佛身血，
斷絕&#34886;生佛種，完全與吾佛建教之宗旨，根本相反，若聽其肆行，則如來
正法掃地矣，是故僧界全體會集，議決對於該會之使命，全體不贊成……[27]
這封抗議信說，“佛化新青年會”假藉太虛法師名義發函電宣告“八大使命”。
署名“北京僧界”者之所以致函《海潮音》
，其實是逼太虛法師對此事表態，
好從事下一步反擊行動。不久，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出現一些關於“佛化新
青年會”的不利消息，張宗載甚至被指為留俄的共產份子[28]。有的學者認為
“佛化新青年會”因此被迫停止活動[29]。這是未見《佛化新青年》，而做的錯
誤推測。報紙的報導與所謂“北京僧界”的抗議，除引起一些不便外，並未使“佛
化新青年”停止活動，反而加強其對各地“佛化新青年會”的約束力[30]。
四、“佛化新青年會”的支持群與核心幹部
上面的陳述，清楚顯示“佛化新青年會”自民國十二年成立後，其活動一直
持續，並未間斷。這也可從《佛化新青年》在張宗載受謗之後仍出版數期窺知。
“佛化新青年會”之所以地位堅固，除了其是政府立案之合法組織[31]外，與其
支持群也有關。茲就《佛化新青年》所載[32]，整理其護法及籌款者如下：

27.轉引自註 23，頁 106。
28.印順法師編《太虛大師年譜》，頁 234，正聞出版社，1995 年 10 刷。
29.同前註。
30.《佛化新青年》2 卷 7-8 號，頁 6。
31.《佛化新青年》1 卷 6 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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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佛化新青年》創刊號至 2 卷 12 號。
頁 335
號次姓名職務經歷
1 胡瑞霖(子笏)委員長福建省長
2 現明法師委員長
3 馮志固名譽委員長
4 湯鑄新(薌銘)名譽委員長湖北省長
5 梅擷雲(光羲)名譽委員長山東高等檢察廳長、知名佛學者
6 熊秉三(希齡)名譽委員長曾任總理
7 唐繼堯名譽委員長軍閥
8 鄧錫侯贊助者四川省長
9 楊森贊助者四川督理
10 轉道法師《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籌款者閩南名僧
11 轉物法師《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籌款者閩南名僧
12 陳萬寶《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籌款者
13 轉岸法師《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籌款者閩南名僧
14 覺斌法師《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籌款者
15 傅了緣(子楊)《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籌款者軍閥
16 道階法師支持者北京法源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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