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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的顯密交流初探 

——以日本密宗為例 
 
 

黃 英 傑 ∗ 
 

摘要： 

本文主要以釋太虛為核心，探討民國初期日本真言密宗回傳中國，

這個具有多重重要意義風潮的歷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中國

歷史性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轉型，為漢傳佛教的復興提供了重要契機。清

末民初漢傳佛教衰敗，改革聲浪日起，這波日本密宗風潮的起因，和中

日政治、宗教、文化上的不對等有密切關係，所謂顯密交流其實只有單

向輸入。1918年，廣東王弘願譯出權田雷斧《密宗綱要》一書，此時正

值釋太虛的佛教改革事業第二期，以「八宗共揚」思想為主，視密教復

興為中國佛教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太虛以《海潮音》等傳播媒體的

大力助推之下，漢傳佛教天台、華嚴各宗僧人相繼前往日本求法，形成

民初赴日留學僧主要是學密的一股風氣，結果卻是這股日本密宗風潮，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 本文初稿於「第六屆台灣密宗國際學術研討會──佛教密宗研究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2009年 12月 12、13日）發表，感謝與會的鄭志明、吳有能、呂
建福教授等台灣、香港、大陸先輩學者專家，對本文所做的回應、批評與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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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太虛的施主們紛紛由顯改密，幾乎推倒了他所創立的武昌佛學院。後

來雖然在顯密佛教間有諸多律制與義理上的論戰，但太虛在理想與現實

上，卻仍始終抱持要復興密宗的胸懷，這個態度倒不因武昌佛學院的挫

折而有所改變。 

 

關鍵詞：釋太虛、釋純密、釋大勇、釋持松、釋顯蔭、真言宗、武昌

佛學院、北京藏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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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Taixu’s Communication of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 An Example of Japanese Mantrayana 
 
 

Huang, Ying-chieh ∗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examines Master Taixu's communication of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with a focus on Japanese Mantrayana’s return back to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with multiple meanings.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political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provided a critical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Buddhism to be revived. At that time, Chinese Buddhism was 
declining and the demand for reform was growing. Japanese Mantrayana 
back to China reflected the imbalance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politics,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exchange of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was 
actually a one-way input. In 1918, when Wang Hong-Yuan translated Gonda 
Raifu's the Essential Note on the Singon School, Master Taixu pursued the 
second stage of Buddhist reform. With the very idea to spread eight schools 
of Chinese Buddhism all together, Master Taixu regarded the revival of 
Mantraya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Under his encourage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famous Buddhist magazine Haichao Yin (Sound of 
the Tide), this period saw Mantrayana study became a trend for Chinese 
monks travelling to Japan. Those from Tain-Tai and Hua-yan schools went to 
Japan one after another to learn Mantrayana practice. The quick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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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Japanese Mantrayana in China persuaded, however, the sponsors of 
Master Taixu to change their faith from exoteric to esoteric Buddhism. As a 
result, the 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founded by Master Taixu was nearly 
closing down due to lack of support. Some controversy erupted afterwards 
between 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 over disciplines and doctrines, but 
Master Taixu still ideally and realistically insisted on his aspiration to revive 
Mantrayana. He never changed his mind even when the 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was in times of crisis. 

 
 
 

Keywords : Master Taixu, Master Dayong, Japannese Esoteric Buddhism, 
Mantrayana, Singon School,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Peking Tibeta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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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以中國近現代佛教的改革巨擘──釋太虛為核心，探討近

代中國密教復興中，「東密」與「藏密」兩條主線的前者──日本真言

密宗在民國初期回傳中國，這個具有多重重要意義的歷史事件。 

清末民初漢傳佛教衰敗，改革聲浪日起，一些佛教界的有識之士認

為，要振興中國佛教回到唐代鼎盛之時，就要像唐朝那樣，重新恢復宗

派的佛教，即像唐代那樣呈現八宗並弘的局面，中國佛教方得以復興。 

由於中國當時已經沒有密宗，為了「八宗共揚」，在帶有指標性意

義的佛教改革僧人釋太虛的助推之下，漢傳佛教天台、華嚴各宗僧人相

繼前往日本求法，形成民初赴日學密的留學僧風氣。由於這波日本密宗

風潮的起因，也和中日政治、宗教、文化上的不對等有密切關係，因此

所謂顯密交流，其實只有單向輸入。結果這股密潮意外地推倒了太虛自

己創立的武昌佛學院。後來雖然顯密佛教間有諸多律制與義理上的論

戰，但太虛在理想與現實上，卻仍始終抱持要復興密宗的胸懷。 

二、日本密宗回傳海峽兩岸第一波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歷史性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轉型，

為漢傳佛教的復興提供了重要契機。其中，自西元 845年唐武宗滅佛的

會昌法難，遭到嚴重打擊而衰微的密宗，在一千多年後，終於重新回到

漢傳佛教的舞臺。 

但漢地一般佛教信徒得以再度接觸密宗第一波，卻始於 1895 年中

日甲午戰爭清廷割讓台灣，日本佛教隨軍隊傳來台灣的「隨軍佈教」。

當時，日本佛教界的各本山均派僧侶來台成立臨時局，以慰征討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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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家族，待各地平定後，開始佈教活動，當時真言宗便是比較受注目

的宗派之一。原先展開佈教活動時，因為在台日人不多，故連漢人也做

為傳教的對象。1 

到了 1910 年（明治 43 年），台灣第一座密宗寺院──弘法寺建成

於台北市西門町 1之 7號，做為直屬日本高野山的台灣別院，當時「真

言宗台灣開教區監督部」就設在這裡，直到 1941 年末時，日人以外的

台灣信徒人數已多達 1040人。2但日本密宗自唐代空海（774－835），他

在 792年入唐從灌頂阿闍黎惠果（746－805）領受密法，返回日本創真

言宗，形成「東密」以來，一直都是日本佛教的重要部份，而當時台灣

是日本的殖民地，佛教徒是被動地接觸真言密宗，因此這次的密宗傳揚

談不上是顯密交流。 

同一時期，依據甲午戰爭戰後條約，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中國內地

旅遊，大批東本願寺僧人紛紛來華，行跡遍及福建、江蘇、湖南、浙江，

並建造寺廟、佛堂。雖然日本人在心態上希望比照歐美列強，在條約文

字上爭取與西洋傳教士同等的權利，但在中國人的眼中，日本佛教係傳

自中國，實無再由日本傳入中國之理，因此即使日僧表現積極，教務發

展其實相當有限。3不過由於密宗在漢地失傳已久，所以意外地引起漢地

佛教徒主動學習的興趣。 

                                                
1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中）》（台北：天華出版社，1984
年），頁 1044-1045。黃英傑，《民國密宗年鑑》（台北：全佛出版社，1992年），
頁 206-207。 

2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編纂，《台灣的神社與宗教》（台北：台灣總督府，
1943年），頁 65-66。黃英傑，《民國密宗年鑑》，頁 207。 

3 王俊中，〈日本佛教的近代轉變──以佛學研究與教團傳教為例〉，《獅子吼》33
卷 4期（1994年 4月），頁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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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江南名僧敬安和尚（1851－1912）4被社會報刊謠傳逃去

日本皈依了日本密教，引起社會譁然，敬安出面闢謠。可見日本宗教

來華事件，在當時正是中日戰爭前期的文化交鋒。5不過近代真正東渡

日本學密的漢傳佛教僧俗中，最早的是楊仁山（1837－1911）6的入室

弟子桂伯華（1861－1915），7他於 1910年（清宣統二年歲次庚戌）再

度東渡，學真言宗於高野山，但他不幸英年早逝，於 1915年 3月 5日

客死日本。8 

因此釋純密（1901－1970）便成為最先東渡日本學密的漢人之一。

純密的家世與王弘願（1876－1937）有戚誼，1918年，王弘願譯出日本

                                                
4 釋敬安，俗名黃讀山，字寄禪，號八指頭陀，湖南湘潭縣雁坪鄉銀湖塘人。
曾住持清代禪宗四大叢林之一的寧波四明山天童寺等寺院，是晚清著名的禪

宗詩僧。 
5 作者與出處不詳，2009年 10月 21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china2551.org/Article/tmwh/tmyj/200909/10164.html。 
6 楊仁山，字文會，安徽石埭（今安徽池州石台）人。清朝末年著名佛教居士，
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奠基人，被尊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 

7 桂伯華名念祖，江西九江人，被譽為江西佛教三傑之一。曾隨康有為、梁啟
超從事變法活動，戊戌變法失敗後隱居匿跡，晨夕誦讀《金剛經》。後赴南京

從楊文會學佛數年。生平著述的詩文，因寓所遭火災，盡成灰燼。今唯存《起

信論義記科注》及丁福保刊行《九江桂伯華先生遺詩》。歐陽漸，〈楊仁山居

士傳〉謂﹕「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

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等，亦雲夥矣。」見蘇淵

雷增輯，《學思文粹》（南京：缽水齋，1948 年）。藍吉富，〈楊仁山與現代中
國佛教〉，《華岡佛學學報》1988年第 2期（1988年 10月），頁 113。 

8 桂伯華最初於 1906 年東渡日本，但當時尚未學習密法。于淩波，《民國高僧
傳初編》（台北：知書房，2005年），頁 393。肖平，《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
─與日本佛教界的交往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243-244。 

http://www.china2551.org/Article/tmwh/tmyj/200909/10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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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田雷斧（1846－1934）9的《密宗綱要》一書後，純密得到王弘願的鼓

勵，在 1921 年往日本，學習真言宗於高野山。1922 年冬，得寶壽院主

高岡隆心（1867－1939）10大阿闍黎傳授兩部大法灌頂職位。1923年，

得天德院主金山穆韶（1875－1958）11大阿闍黎重授傳法灌頂阿闍黎職

位，兼授秘密灌頂並悉曇章、兩部各尊儀軌等法。至 1924 年春，學成

歸國，居潮州開元寺廣弘密乘，受灌頂弟子頗眾，時彥名流，如李穆圃、

陳侶豪、羅懋勳、方養秋、劉傳秋居士等多頂禮於其座下。1936年於潮

州本城北門七星橋購萬壽庵廢地基創蘇悉地園，其堂宇構造格局及設備

大致仿日本真言宗寺院形式，與其他寺院迥異。是廣東省現代僅有之密

宗道場。 

釋純密東渡日本雖然略早，但他並不是最早學成歸國的，因為和他

一起從金山穆韶受法的釋大勇（1893－1929）12在 1923 年 10 月就已早

                                                
9 權田雷斧，權田是俗姓，26歲轉入曹洞宗，乃改名雷斧。32歲受瑜伽教如僧
正傳法灌頂；於東叡山受台密法曼院流傳法灌頂；於比叡山東塔受三昧院流

傳法灌頂，屬新義真言宗。1928年 1月至 1930年 3月，任大正大學校長。《密
教綱要》是他七十一歲（1916）那年 5 月應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科之請所
講授的。 

10 高岡隆心大僧正是 1913年，高野山寶性院與無量壽院合併成立寶壽院的第一
代門主，1934年任高野山金剛峰寺第 390任座主、高野山（古義）真言宗管
長，1933－1936年編輯、出版了著名的《真言宗全書》。 

11 為日本密宗界的耆碩，是日本佛教界中少有的重戒律者，堅持終身食素、獨
身，持戒謹嚴。具古義真言宗大阿闍黎，高野山天德院住持、高野山大學知

名教授等資格，歷任寶壽院門主、修道院長、高野山大學長、密教學研究所

長、高野山金剛峰寺第 396世座主（1953.2－1956.2）、高野山真言宗管長。 
12 太虛、持松等於 1925年 11月 1－3日的東亞佛教大會後，赴高野山大學考察
參觀，金山穆昭在〈弘法大師之佛教觀〉演講中明確的表示：「先年支那有密

林（持松）、大勇、純密三法師，殆同時來山修學，是時余當指導之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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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回到中國並在上海傳法。由於釋大勇是釋太虛（1890－1947）門下，

民國初期的密宗復興和他們師徒有密切關係。因此，民初赴日學密的僧

俗雖然很多，而本文既以日本密宗為核心來研究太虛的顯密交流，當以

與太虛有關者為優先探討對象，以下便首先探討太虛是如何推動這股學

習日本密宗風潮的。 

三、太虛推動民初學習日本密宗風潮 

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不平等條約，條約共五號二十一款，

一般稱為「二十一條款」。雖然當時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以「國力未

充，難以兵戎相見」為由，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要求，因此第二

十一條「允認日本人在中國有佈教之權」雖然未被接受，但日本佛教的

傳教企圖，更加引起國人的注意。 

雖然有這樣的政治陰影，可是當時日本佛教相對於中國佛教而言，

仍尚稱興盛，加上經濟文化的發達，遂使日本佛教成為一些中國佛教徒

嚮往的他山之石。13例如 1922年冬，釋持松（1894－1972）14東渡日本

學習密法，便是實欲藉此以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俾可為改革中國佛教

之借鏡，企圖抵銷日人來華傳教之野心。 

                                                                                                              
錄於：慈忍室主人編輯，《真言宗》，《海潮音文庫》二編（台北︰新文豐，1985
年），頁 53-63。 

13 陳永革，《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民國浙江佛教研究（1912－1949）》（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 5-6。 

14 釋持松，俗姓張，出家後法名密林，學密後號入入金剛。又因私淑玄奘三藏，
自號師奘沙門。1913－1916年，在上海於杭州華嚴大學隨月霞法師（1857－
1917）學習華嚴教義三年，是首屆畢業學生中戒律精嚴、成績優異，深為月
霞法師所器重者，後得其法脈為臨濟正宗第 43世法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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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有這種想法的還有太虛，他明知日本是「藉傳教之名而行帝國

主義文化侵略之實。……政治利用文化侵略之計策。」但因日方的藉口

是「日本佛法雖傳承支那，而今日本之密教，極為發達，中土則早成絕

學」，故要向中國回傳密教。而中國密教確實是斷絕已久，所以面對這

樣的藉口，漢傳佛教也無可奈何。受到這樣的刺激，太虛在漢地僧俗的

一片反對聲浪中，開始留意日本的密教問題。 

1915年，有人作《中國之阿彌陀佛》一書駁斥日僧來中國佈教之說，

辭義精闢，太虛獲讀後，於密宗開始發心探討。同年，太虛在〈整理僧

伽制度論〉中便提及開元宗，15並説：「唯日本猶存其全法，受而歸之，

則此宗可復也。」16該文「籌備進行品第四，一次第三期籌備」第二項，

就是「選國中三十歲內戒德清淨苾芻五十人，集資遣往日本受密宗法──

聞日本密宗諸部頗律儀清淨──五年為期，務求得不可思議神通乘實

驗，為設開元宗寺籌備。」171925年秋，太虛在廬山大林寺講〈中國現

時密宗復興之趨勢〉時也說：「有陳某著《中國之阿彌陀佛》，歷言日本

密宗之宗義；予於是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亦主派人留日、留藏習

密，以重興我國之密宗。」18 

                                                
15 這是太虛給真言宗的新稱，他在〈八宗正名〉一文中説：「古稱真言宗、或密
宗。法義雖當，未能尊祖。然善無畏居內道場，金剛智與不空居慈恩寺。內

道場為名不雅馴，慈恩寺則濫慈恩宗。且此三祖宜並尊之，而世稱開元三大

士，則皆共知，故定今名。」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冊 17（台北：善導
寺流通版，1980年），頁 28。 

16 同上註，頁 38。 
17 同上註，頁 181。 
18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冊 15，頁 2879。釋太虛，〈太虛自傳〉，《太虛大師
全書》冊 31，頁 1436。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妙雲集》中編之六（台
北︰正聞出版社，1977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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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太虛法師反對東密的中日戰爭歷史背景〉一文中，主張太

虛是因為中日間的戰爭與政治而反對東密，說：「太虛為什麼這樣嚴厲

的批評民國密宗的宗教活動，為什麼這麼強調中國傳統戒律？這就明晰

起來了，就是：以實際行動反對──《中日 21 條》的日本人來華傳教

特權！」19這個說法是有待商榷的。 

1918年，廣東王弘願譯出權田雷斧《密宗綱要》一書，此時正值太

虛 26歲至 41歲（1914－1928）的佛教改革事業第二期，以「八宗共揚」

思想為主，他說自己從 1914 年秋起，在普陀閉關的三年中，對於台、

賢、淨、密、禪諸部，都一一作有系統的研究，20視密教復興為中國佛

教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也急欲探究日本密宗真相。 

1919年 5月《密宗綱要》出版後，當時在上海主纂覺社叢書的太虛

見到此書，給予相當肯定，不但「廣為流播，極力提倡，冀中國密教早

日恢復」，21更在 1920 年他所創刊的《海潮音》月刊，極力讚揚並加以

宣傳刊登。甚至發行密宗專號，並於出刊前兩期提醒讀者「非先研究王

弘願居士所譯之《密宗綱要》，則於本雜誌之專號，將不得其研究之門

徑。為便研究密宗起見，本社今從王居士處取來《密宗綱要》多部，代

為流通……。」22 

太虛自述「我對密宗的興趣，及國人對密宗的注意，亦因此而引

起。」23此後，《海潮音》以「對於密宗視為整個佛教中之一重要部分，

                                                
19 同註 5。 
20 釋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冊 29，頁 79-96。 
21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冊 15，頁 2879；冊 31，頁 1436。 
22 廣告頁，《海潮音》1卷 7期（1920年 9月）。 
23 釋太虛，〈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冊 31，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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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沒有反對或輕視的態度」的立場，24單就王弘願一人所寫、所譯與東

密有關的文章，從 1920到 1933年，一共刊登了 45篇以上。因此，學者

陳永革認為「就現實影響而言，經過《海潮音》一番傾向性明顯的宣傳

介紹，使眾多在家學佛者乃至佛教僧人開始轉向對密宗修法的關注。對

於民國初期的東密弘傳，客觀上起到了輿論宣導、推波助瀾的作用。」25也

就是說東密宗開始真正受到漢地佛教徒的重視，太虛正是重要的推手。 

太虛認為密宗有復興之必要，因此對東密的友好態度，也受到日

本僧侶的注意。1921 年 10 月，太虛受請赴北京參加「辛酉講經會」，

於弘慈廣濟寺宣講《法華經》期間，日本東密老宿佐伯覺隨阿闍黎也在

寺內聽經。佐伯覺隨來到中國是為了遊說宣傳密宗教義並想找人弘傳密

宗，他覺得在中國境內，最堪傳法的人首選是太虛，所以極力鼓動太虛

赴日承受密法修持，以傳學唐代東流之密宗。但太虛法師說自己沒有即

身成佛的野心、不打算學密而婉拒了。26 

太虛雖對佐伯覺隨阿闍黎表示自己不會赴日學密，但他還是支持學人

東渡西行學習密教的。當時在場的太虛弟子釋大勇（1893－1929），27因

為對念佛法門不契機，聞知日本高野山密宗興盛，欣然發願學習密乘，

就自告奮勇要赴日本求密，太虛也支持他去。大勇遂與佐伯覺隨東渡日本，

到東京時遇到對密宗也有興趣的留學生陳濟博（1899－1993），28兩人同

                                                
24 釋太虛，〈王師愈諍潮中的閒話〉，《太虛大師全書》冊 31，頁 1437。 
25 陳永革，〈民初顯密關係論述評──以密教弘傳浙江及其效應為視角〉，《普門
學報》24期（2004年 11月），頁 139-180。 

26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 128。 
27 俗名李錦章，畢業於四川法政學校，1919年從釋太虛出家後，法名傳眾，字
大勇。 

28 陳濟博（陳圓白之子），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碩士，後任蒙藏委員會專員、四
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精通英、法、日、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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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隨到高野山。途中，佐伯覺隨忽然變了態度，對大勇和濟博施以種

種欺淩手段，到了高野山，也不能安住，於是濟博仍返回東京讀書，

只有大勇一人留下來。後來，大勇訪得金山穆昭阿闍黎，請求學法。

金山穆昭亦認為大勇堪從受教，但須籌備得二年的學費。大勇乃於

1922年春返回杭州，籌措費用。 

這時候，早先對日本要求派僧來華傳播佛教非常不滿，但又感到明

治維新後日本佛教「或亦不無可采之點」、「即欲往東，一采其究竟」的

持松，當太虛在淨慈寺住持任上，29邀請他去講《八識規矩頌》時，有

不少居士請持松學習密法，以便未來學成可以為僧眾弘傳，持松當時就

表示過自己會學習的。持松雖然有了學密的念頭，但他想自己先要對密

教有個初步的認識，於是找來一本《法輪寶懺》，看了又看，覺得其中

瑜伽部類的密義依然幽奧難解，國內也找不到可以一起探討的人，心

想，各方學子都在黑暗中摸索，無師指導，徒勞而無功，自己必須早日

赴日本求得密法，才是出路。30 

1922年 9月 1日，太虛創辦並任院長的武昌佛學院舉行開學典禮，

                                                                                                              
任教於武昌佛學院後，追隨貢噶仁波切（1893－1957），是其漢人弟子中，最
有成就的六人之一，譯有《多羅那他佛教史》、《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

《輔教廣覺禪師西康貢噶呼圖克圖本傳》等。 
29 太虛是在 1921年 3月 23日，任永明延壽禪師道場──淨慈寺的住持，想以
此作為實行著手改革僧制的根據地，作研究佛學、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但

因寺內非常腐敗，加上杭州諸山僧的忌嫉，勾結了諸山寺僧及豪紳軍人，假

借名目向他大肆攻擊，因此 1922年 5月讓出淨慈寺。見釋太虛，〈我的佛教
改進運動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冊 31，頁 87。 

30 朱靖冬，〈持松法師年譜〉（未出版），2009年 10月 21日流覽電子版： 
   http://www.tangmi.net/list.asp?owen1=%D7%A8%CC%E2&owen2=%B3%D6 
   %CB%C9%B7%A8%CA%A6%C4%EA%C6%D7。 

http://www.tangmi.net/list.asp?ow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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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松受邀講《觀所緣緣論》。在這次佛學院的講課過程中，持松從太虛

那裏得知，他的弟子大勇準備去日本學習東密。在大勇的鼓勵下，他以

「此乃中國絕學，假此並可參觀日本佛法之施設」，31發心東渡學密，決

意挽回千載絕學，並藉此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以為改革中國佛教之借

鏡。32 

大勇和持松兩人於 1922年冬季赴日，從上海啟程抵達神戶，在帝

國大學語言系接受短期的日語培訓後，進入空海大師開創的東密根本道

場──紀伊縣高野山密宗大學，專修密教。從天德院住持金山穆昭阿

闍黎學習金剛界、胎藏界二部曼荼羅大法，得大阿闍黎學位受古義真

言宗，33中院流傳法大灌頂，獲第六十三世阿闍黎位。1923年 9月，因

東京大地震，加之川資告急，持松遂盡攜真言宗各種經軌及祖師著作、

法器、法物及大藏經一部等歸國。大勇也在 10月自日本歸國，兩人成

為千年以來首度帶回東密傳承的漢人。 

1923年，顯蔭法師（1902－1925）34為了「慰弔京濱災區遠渡扶桑」，

是年冬求學密法，以古義真言宗仁和禦室派管長浦上隆應大僧正為根本

上師，又從金山穆韶阿闍黎學密，於 1925 年元月得授法灌頂後回國，

暫寓閘北錫金公所。回國之時，受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之託，為日

                                                
31 南亭，〈安徽佛教學校歡迎持松法師講演紀略〉，《海潮音》5卷 7期（1924年

7月），頁 385-387。 
32 持松，〈自述〉，《覺有情》33期（1941年 2月），頁 168。 
33 古義真言宗是相對於新義真言宗而說的。興教大師覺鍐歿後 140 年（伏見天
皇正應元年），當時的僧正賴瑜提議，把高野山的傳法、密嚴二院移到根來山，

正式稱之為根來寺後創建、形成新義派。因為根來寺是覺鍐入寂的地方，此

寺又是他建立的，所以後世以覺鍐作為新義派的初祖。 
34 俗名宋金明，1918年師範畢業後，便禮天台宗大德釋諦閑（1858－1932）為
師出家，法名大明，字顯蔭。同年進入觀宗學社學習天台教觀，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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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藏經刊印會提供未入藏的中國重要佛學著述。他在日本高野山學習密

教時，因用功過勤，已身染疾病，回國後又為搜集佛學著述忙碌不堪，

身體不支。其間，曾到杭州靜養一段時間，未見起色，再回到上海治療，

終以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於 1925年 7月 11日病逝，年僅 24歲。35 

除赴日學密外，1924年 5月 27日，79歲的權田雷斧阿闍黎以研究

密教名義來華，6 月應王弘願居士等之請，偕大阿闍黎小林正盛僧正、

小野塚與澄僧正、大阿闍黎大橋僧都、阿闍黎岡田、中村、山田、和田、

戶川憲戒、飯塚、中村僧都、畫伯橋本共十二人蒞潮州開元寺，特為慧

剛、王弘願居士以下四人灌頂，傳授金剛界、胎藏界兩部大法。權田雷

斧回國後，又請得日本政府於庚子賠款中撥千金為王弘願居士赴日學密

之資。1926年夏，王弘願在日本獲得傳法灌頂，得傳法院流四十九世阿

闍黎位，密號遍照金剛。36 

1925 年，持松再度赴日，從權田雷斧大僧正受新義真言宗灌頂，

得傳法院流四十九世阿闍黎位。1926年 4月，赴京都比睿山延曆寺，學

習台密儀規。因持松於天台教觀早已通曉，駕輕就熟，以中院流阿闍黎

之身早已熟悉壇場各種如法威儀，故很快卒業，而且並沒有再繼續申請

得台密阿闍黎位。稍後，持松二度上高野山，禮金山穆韶阿闍黎為根本

上師，繼續研修古義真言宗，37受三寶院和安祥寺各流傳授及口訣，兼

                                                
35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74年），頁 417。 
36 「權田雷斧」，2009年 11月 9日流覽電子版：http://www.hudong.com/wiki/%E6 
   %9D%83%E7%94%B0%E9%9B%B7%E6%96%A7。 
37 古義派主張「本地身說法」，本來法身的大日如來，立於開悟的絕對境地說法，
其所說者，即是《大日經》；新義派賴瑜則主張「加持身說法」，謂大日法身

分為本地身及加持身，本地身處於絕對無相之位，故無說法，唯有為保護眾

生而顯現不可思議的加持身始有說法。新義與古義在教義上的不同論點，僅

http://www.hudong.com/wiki/%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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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梵文文法，修習至 1927年春得三寶院流五十一世阿闍黎位。38 

民初赴日學密的僧俗很多，以上四位尤與本文有密切相關。因為王

弘願譯介《密宗綱要》受到太虛讚賞，才會透過《海潮音》等媒體大力

推動，以復興密宗，使八宗共弘。因為太虛，他的弟子大勇才會赴日學

密。由於大勇，持松才會一起赴日。而顯蔭天資雋敏、學通經藏，是被

太虛相當看好的青年僧侶。大勇、持松與顯蔭三人，是太虛眼裡中興漢

地密教的希望所在，太虛在〈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趣勢〉曾說：「……

諸師，接踵東渡，人才濟濟，絕學有重光之望矣！但此數人中，於教理

素有研究者，祗大勇、持松、顯蔭諸師耳；故碻能荷負吾國密教復興之

責者，亦唯其三人耳。……目下如顯師之西逝，既為中興密教人才之一

大損失。」39 

上面這四位之中，王弘願是在家居士，其他三位出家法師，持松是

華嚴宗月霞弟子，顯蔭是天台宗諦閑弟子，大勇則是太虛弟子。在當

時以諦閑、印光、太虛為首的中國佛教新、舊三大派中，就有諦閑、太

虛兩派親傳弟子學密，顯蔭還得到釋印光（1861－1940），40的肯定與鼓

勵。41可以說這三位出家眾，分別來自漢傳佛教不同宗派，卻都同樣赴

                                                                                                              
此不同。可是，古義派未必採用本地說，新義派也未必採用加持說。因此有

人主張新義派、古義派的名稱不妥，不如叫根來派、野山派更為妥當。 
38 朱靖冬，〈持松法師年譜〉（未出版）。 
39 釋太虛，〈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趣勢〉，《太虛大師全書》冊 15，頁 2880-2881。 
40 法名聖量，別號常慚愧僧，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同時也是淨土宗的重要中
興人物，並為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作出顯著貢獻。 

41 釋印光著，〈復顯蔭法師書〉云：「座下宿根深厚，聰明過人。不幾年于宗于
教于密悉已通達。恨光老矣，不能學座下之所得。唯望座下從茲真修實證，

則台密二宗當大振興矣。」見羅鴻濤，《印光大師文鈔三編》（1950 年），頁
17。2009年 11月 20日流覽電子版：http://haihui.ntcu.edu.tw/msubtit.asp?id=56。 

http://haihui.ntcu.edu.tw/msubtit.asp?i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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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學密，可見當時嚮往學習日本密宗，已是漢傳佛教僧俗的一股時尚風

氣。民國初年的中日佛教交流，也是以學習密宗為主。 

四、日本密宗風潮推倒武昌佛學院 

1922年 1月，李隱塵、陳元白等鑒於太虛住持淨慈寺之疊生故障，

主純憑理想，新創養成佛教人才之學校。太虛乃提出佛學院計劃，柬邀

武漢政商各界集議其事，決進行籌備。3月 13日於漢陽歸元寺開佛學院

籌備會，得到武漢 30幾位商政鉅子支持。4月初覓得武昌千家街黎少屏

住宅讓為院址。當月 4日佛誕，太虛於漢口佛教會，受院董會以隆重之

禮聘為院長。9月 1日武昌佛學院（1922－1947）正式開學。42 

這是太虛佛教改革事業第二期中，改進佛教理論地進一步實施，與

改進僧制過程中的重要關鍵。他在〈我的佛教改革運動略史〉簡述了佛

學院的創辦經過與其規制：「1922年春，我到武漢講經，商量改進佛教，

須有基本幹部人材的養成。得著李開侁居士等援助，平空產生了武昌佛

學院。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而管理參取叢林規制，學生在家出家兼

收。第一期是造就師範人材，畢業後，出家的實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

各地去做改進僧寺及辦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著人乘正法去組織佛

教正信會，推動佛教到人間去。」43 

1923 年 10 月，大勇自日本學密歸國，本來想閉關專修幾年，沒想

到一抵達上海，就被上海、杭州的江味農、吳璧華等居士勸請，先在上

海開壇傳法，繼到杭州設壇灌頂，隨他習印咒大法者多至百人。政界官

                                                
42 釋太虛，〈佛學院院董會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冊 29，頁 65-66。釋印順，
《太虛大師年譜》，頁 134-143。 

43 釋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冊 29，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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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社會名流多向他皈依。他的剃度師太虛，「基於八宗平等發展之信

念，以得見密宗之復興為志。……聞大勇歸國，傳密於杭，嚴切手書，

責以速來武漢，乘寒假期中傳修密法。」44 

1924年 1月大勇到了武漢，佛教界人士開會歡迎，27日在武昌佛

學院議事廳內開壇傳十八道一尊法，當時受法的人包括武漢三鎮名流

居士──李隱塵、趙南山、孫自平、杜漢三、楊選承、黃子理等院董、

護法 6人，女眾 3人，以及院內選拔的優秀學生 18人，共 27人。其餘

傳一印一明灌頂壇十次，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在 2月 27日圓滿，入壇

學法者共 237人，「武漢密法，忽焉而盛」。45據說，當時大勇在武院也

講授了《密宗綱要》，又破例開闢女眾專修密壇。46所以釋東初（1908－

1977）在《中日佛教交通史》有「是故武院不唯揚大乘顯教，並兼弘東

密」的說法。47 

1923年秋冬，持松也從日本回到國內，先在常熟興福寺內留住了一

段時間。他的一位湖北同鄉韓惠安，是當地富賈，曾任湖北總商會會長，

聽說持松從日本回國後住在興福寺，就專程到寺請持松去上海他家裏傳

法，持松推託不了，就去了上海。在成都路江陰路口的韓家設立了真言

宗壇場，韓惠安也請了好多人來，一起入壇受持師的結緣灌頂。這個消

息一傳到杭州，杭關監督陳鯨量和浙江高等法院院長陶叔惠，出面請持

                                                
44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 168-169。 
45 同上註。 
46 霍韜晦主編，《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論文集》（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
年）。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
頁 203。釋太虛，〈太虛自傳〉，《太虛大師全書》冊 29，頁 269-270。 

47 釋東初，〈第二十七章 近代中國佛教研究之發展〉（下）（1922-1937）一、武
昌「武院」之大乘佛學系，《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東初出版社，1968年），
頁 72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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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赴杭州開壇傳法，於是持師到了杭州菩提寺，設壇結緣灌頂，一個多

月中，百餘人入壇受法，從持松習咒印、學密法。48 

1924年 3月，湖北督軍兼兩湖巡閱使蕭耀南，以及李馥庭、湯鄉銘、

李開先、陳元白諸居士，迎接持松擔任武漢洪山寶通寺住持，開始講經、

傳戒並開壇弘揚密法。49  

蕭耀南督軍本來是太虛的貴人，早先太虛住持杭州淨慈寺的時候，

因為禮節上可能有些疏忽，造成杭州白衣寺住持慧安對太虛的不滿，並

將太虛呈控於省署。漢口佛教會會長李隱塵是太虛的密友，恰好與當時

任湖北督軍的蕭耀南也有同鄉之誼，就出面找蕭耀南，讓他為太虛開

釋，自此，蕭督軍跟太虛也有了交往，並且對太虛在武漢的弘化事業給

予了很多支持，出了不少錢，武昌佛學院開學典禮時，蕭督也到會致詞，

蕭督一時成為太虛的追隨者。但自從蕭督因持松而轉信密教後，對太虛

佛學院的資金投入就擱置了。50 

1924年 6月 17－18日，武昌佛學院禮請持松來院，開壇傳密。就

在持松應邀到武昌佛學院傳密的前兩天，15 日武昌佛學院舉行畢業典

禮，有畢業生六十多人。太虛本擬徹底改革辦法，酌留優材生為研究部，

第二屆續招的新生將以比丘為限——志在建僧、注重律儀，以使佛學院

成為新的僧寺。但原本捐資支持武院的院董李隱塵、陳元白、趙南山等

自受持松傳法後，都更傾向於密教，無意再支持武院，同時也對太虛所

提辦法持有異議，希望仍照第一屆作廣泛的佛教徒教育。如此，太虛的

佛教事業，便因為密宗的興起而受挫。51 
                                                

48 朱靖冬，〈持松法師年譜〉（未出版）。 
49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 177。 
50 朱靖冬，〈持松法師年譜〉（未出版）。 
51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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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門下有人因而對持松非常不諒解，認為武昌佛學院開辦不久便

陷入困境都是持松造成的。例如，太虛嫡傳弟子之一的釋大醒（1888－

1952），52他對當時武院的困難提出其看法說︰「外觀者莫不以為是（1）

辦法失善，董事失信；（2）經濟缺乏。其實都看錯了，都不是的，是失

人幫忙辦事之故耳……。我對於武昌佛學院深惜辦事無人之苦，並且深

悉武昌佛學院之致傷，直接間接只為一人一事：武昌有一個寶通寺……

由各界邀請太虛大師住持，大師因為學院任重未就，即介紹××法師去任

其職……不意××做寶通寺方丈之後，反而大顯其神通，宣傳其密教，將

武昌佛學院後台老板……都一一拉去，於是對佛學院之勢力，日漸消

滅，終至不負責任，武昌佛學院因此衰弱了。」53 

的確，太虛介紹持松住持寶通寺，又禮請他到武昌佛學院傳密法，

寶通寺在蕭珩珊居士出資巨萬，幫助持松在寺內建立法界宮、瑜只堂，

並購買壇場法器，繪製諸尊曼荼羅，準備將洪山作為復興密教的根本道

場。持松是湖北人，較大勇更得信眾歡迎，武漢信眾學密之興趣倍深。

兩年中，日日講經、傳戒，受具灌頂者達數萬人，盛況空前。54 

持松大弘密教的結果，主要是影響了武昌佛學院的院董與武院之

間日見離心，使佛學院經濟來源受挫、日漸困難，太虛的僧材教育心

願無法伸展。此時，太虛感慨地說武昌佛學院「未全照我的辦法去行」。

1924年夏，第二屆新生開始上課後，太虛就以前期講學操勞過度，得了

胃病為由，委託釋善因代理了他的職務，離院回到浙江休養，很少直接

                                                
52 大醒是武昌佛學院第二期的學生，他在佛學院期間，於佛學課程努力用功，
深得太虛的稱賞，在提倡佛教改革方面不遺餘力，因發大弘願整僧護教，願

力甚宏，所以太虚大師以「大醒」的字號來勉勵他。 
53 釋大醒，《大醒法師遺著》（台北：海潮音社，1963年），頁 724。 
54 靜華，〈持松與密教〉，《內明》240期（1992年 3月），頁 37-38、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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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55 

另一方面，大勇帶給武昌佛學院的影響更甚於持松。武院的院董，

由院董事長以下，如湯鑄新、胡子笏、但怒剛、劉亞休、陶初白等名流

居士都皈依大勇。大勇離開武漢後，在北京同樣受到佛教居士的歡迎，

開壇傳法、受法的弟子很多。雖然大勇在傳法過後，原想到廬山閉關

潛修求證，但他並不以領得東密兩界大法為足。這時聞知住在雍和宮

的白普仁喇嘛精於藏密，乃前往請教，遂又生起入藏求法的心願。 

1924年 9月，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56作入藏學法

的準備。而藏文學院的經濟支持，就來自原來支持武昌佛學院的院董

們，現在轉而支持大勇，相對於武院的護持也就減少了熱忱和財物上的

支持。筆者認為更嚴重的問題是，武昌佛學院多數優秀職員及學僧，

如第一屆畢業生中，法尊、觀空、嚴定、法舫與職員大剛、超一等，

都追隨大勇到北京。武院可為師職的人才幾乎全體北上，武昌佛學院

自此一蹶不振。57 

1924年 9月，太虛辭去武昌佛學院院長一職。1926年，國民革命軍

進抵武昌，佛學院受戰事的影響而陷於停頓，直到 1929年才逐漸恢復。

但太虛的重心從他 1927 年去主持南普陀後，就已移到閩南佛學院了。

1947年，太虛大師圓寂於上海，不久武昌佛學院便因種種原因而停辦。58 

                                                
55 釋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冊 29，頁 95-96。 
56 北京藏文學院招收的學生專習藏文，以備迻譯藏本經論，校勘漢譯經論之遺
佚。1924年 10月 11日開學，大勇曾請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傑覺拔尊者到院
為導師，尊者留院兩月，為學僧開示西藏佛教住持傳承規模、學法習定、修

持淺深、成就過程等。 
57 閩南佛學院，《紀念太虛百年誕辰學術專刊》，《閩南佛學院學報》1989 年 2
期（198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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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虛對日本密宗的前後態度58 

有關太虛對日本密宗的態度，過去顯少有人詳論，這個議題也因為

太虛曾批評王弘願白衣傳法等問題而複雜化。 

大勇和持松都是太虛「見密宗之興為幸」，而請來傳授密法的。但

原來支持太虛大師創辦佛學院的人，竟都轉而支持大勇和持松的密

教，使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場──武昌佛學院，在經費來源與

師資人材上都受到極大的影響。然而這不是他們三個人事先可以料想

得到的。對此，釋東初指出：「大勇……，先後傳法灌頂後，院內多數

僧青年，若大剛、超一、觀空、法尊、法舫等，都被神祕密法所誘惑，

歸向密宗。即創辦武昌佛學院院董，李隱塵、陳元白、趙南山等，又因

持松阿闍黎於寶通寺傳法後，亦多傾向祕密神咒。……，不意李、陳等

院董，因受持松法師的影響，藉詞經濟不振，不願繼續支持，遂使轟動

全國之武昌佛學院，却因密教興起，遭受挫折，至此一蹶不起，此固出

大師之意外，恐亦非持師之本意。」59 

但太虛對此似乎看得很開，和大勇之間的師徒關係仍然融洽。1925

年 4月，太虛還特別到大勇的北京藏文學院，講授《攝大乘論‧所知依

分》，由法尊筆記。因此釋東初乾脆以太虛教學的一貫主張研習梵、藏、

巴利文典籍，把北京藏文學院視為武昌佛學院的分院。不久後，大勇改

藏文學院為留藏學法團，同年夏月便率大剛、法尊、恆演、觀空、嚴定、

超一、密悟等，取道川康入藏，從此，東密開始衰微。60 

雖然自 1918 年起，漢傳佛教就因為日本密宗的回傳，而產生關於

                                                
58 釋太虛，〈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太虛大師全書》冊 29，頁 95-96。 
59 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頁 416。 
60 釋東初，《中日佛教交通史》，頁 72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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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密義理、教史、戒律、僧俗關係等等諸多論爭。學者呂建福認為太虛

批判密教時，在據理論辯的同時，也往往表現出情緒化的態度。61筆者

以為這是由於當時的顯密論爭往往不僅有義理、教史的不同解讀，還涉

及當時中國與日本的特殊政治、軍事局勢，以及對僧俗身份認知的文化

差異等問題，更可說是太虛佛教改革運動所面臨各種矛盾的具體反映。

由於牽涉層面甚廣，只能留待日後的論文中進行探析。 

即便曾親身參與顯密論戰，62在太虛的佛教改革的理想中，仍從未

排除過密宗。例如 1923 年，太虛〈世界佛學苑之佛法系統觀〉所說的

世界佛學苑體系，在規畫行門的修持上，密宗同樣佔有一席角色。63 

1925年，東密與藏密普揚氾濫，王弘願引起白衣傳法等問題，太虛

在〈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趨勢〉中主張：「納於教理，軌以戒律，嚴其

限制。」可以看出太虛是反對不守律制，而不是反對東密。而且他還積

極尋求與東密權威人物直接互動以釐清觀念的機會。例如，1925 年 10

月，太虛參加東亞佛教大會之中華代表團赴日，17日，全團赴高野山，

晚宿龍光院。18日，參禮奧之院，赴金崗峰寺茶會，並出席高野山大學

講演會，和金山穆韶對密教觀念進行交換。回國臨行前，太虛作〈留別

                                                
61 呂建福，〈近代佛教史上的顯密論爭〉，《第六屆台灣密宗國際學術研討會──
「佛教密宗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論文集》（台北：國際密乘佛學研究學會，

2009年 12月 12、13日），頁 1-19。 
62 釋太虛除以本名參與論戰之外，也曾匿名以「密教革興會」的名義，以自問
自答形式發表〈王師愈諍潮中的閒話〉一文，刊於《海潮音》15卷 3期（1934
年 3月），頁 345。此文因收錄於《太虛大師全書》冊 31，頁 1421-1439，故
可確知撰筆者即是釋太虛。 

63 釋太虛，〈世界佛學苑之佛法系統觀〉，《太虛大師全書》冊 1，頁 492-493、
49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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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諸佛教同袍文〉，內有「高野為秘密之玄都，輝騰覺海」等的肯定

語句。64 

此外，太虛在各級佛學院的課程規畫中，均將真言宗及密教經典納

入佛學院課程，或預設將來建立密宗叢林的參學道場。如 1932年的〈佛

教教育系統各級課程表〉中，甲項‧普通教理的四年級下半年課程中，

就有《大日經‧住心品》、《金剛頂經》、《蘇悉地經》、《十住心論》、《顯

密二教論》等密宗經論。而且不管是法性般若學、法相唯識學、法相華

嚴學或法性天台學的專修三年課程中，博覽部每日二時的內容皆有東

密、藏密各主要著述。在專修雜修林的四行中，也必有「真言行──諸

尊無量真言」一項。65 

1934年 7月，曾就讀於武昌的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研究部的釋談玄，66

奉太虛大師之命，赴日本第二度留學習密，特別是研究台密。1935年獲

得日本台密、東密兩系之密教傳法灌頂學位。1935年底回國，任教於武昌

學院研究所與世界佛學院。不幸的是，談玄回國後不久，也因病早逝。67 

以上種種都可以看出，太虛對漢傳佛教應復興密宗的想法，雖然經

歷了武昌佛學院的興辦因日本密宗風潮而遭受財力與人材的挫折，以及

多場顯密論爭等波瀾，但他並不因此而減少對密教的刻意護持，或者可

以說太虛在必須復興密宗的議題上，至少其理想與態度是前後一致的。 
                                                

64 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頁 209-210。 
65 釋太虛，〈佛教教育系統各級課程表〉，《海潮音》13卷 10期（1932年），頁 499 

-514。 
66 談玄，名哲音，湖南人。他自幼出家後，曾從杭州靈隱寺慧明、寧波觀宗寺
諦閑等法師修習多年。1926年，談玄由靈隱寺東渡日本，留學於密宗學院，
從玉山阿闍黎學密，得傳法灌頂後歸國。 

67 肖平，《近代中國佛教復興──與日本佛教界的交往錄》（廣州：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3年），頁 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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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武昌佛學院或當時漢傳佛教信徒，為何如此容易受到東密的影

響轉而積極支持？這或許和漢傳佛教衰微已久，東密的教義理論、修持

法門相對完備，而且武昌佛學院本是佛教改革重心，支持者本來就懷有

求變的理想，較易接受新的法門有關。 

日本密宗回歸中土，雖在 1923－1924 年間盛極一時，然而不久即

告消歇，只是曇花一現。至今僅存餘緒，影響微弱。主要原因是東密在

教法內容的完備性，與傳法上師的學養、修證上，都不如藏密，所以在

引起東密風潮之一的大勇法師轉向藏密之後，東密之勢就大不如前了。68 

六、結論 

公元 845年唐武宗滅佛的會昌法難，遭到嚴重打擊而衰微的密宗，

在一千多年後，在 1895 年後，因日本真言宗隨軍佈教而傳入台灣，終

於重新回到漢傳佛教的舞臺。但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佛教徒是被

動地接觸真言密宗，也沒有漢人被培養為東密的宗教師，因此這次的密

宗傳揚談不上是顯密交流。 

雖然當時國際局勢，使内地學習日本密宗始終籠罩在政治干擾的陰

影下，成為一種不對等的單向宗教、文化輸出。1918年，王弘願譯出權

田雷斧《密宗綱要》一書，此時正值太虛的佛教改革事業第二期，以「八

宗共揚」思想為主，視密教復興為中國佛教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

透過《海潮音》等文宣大力提倡。單就王弘願一人所寫、所譯與東密有

關的文章，從 1920到 1933年，《海潮音》一共刊登了 45篇以上，太虛

也因此成為民初學習日本密宗風氣的最大助力。所以主張太虛因中日間

                                                
68 佛日（陳兵），〈近今密宗熱之反思〉，《法音》1996年第 1期（總第 137期），
頁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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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與政治問題，而反對東密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 

民初赴日學密的眾多僧俗中，大勇、持松與顯蔭三人，是太虛眼裡

中興漢地密教的希望所在。持松是華嚴宗月霞弟子，顯蔭是天台宗諦

閑弟子，大勇則是太虛弟子。在當時以諦閑、印光、太虛為首的中國佛

教新、舊三大派中，就有諦閑、太虛兩派親傳弟子學密，顯蔭還得到釋

印光的肯定與鼓勵。可見當時嚮往學習日本密宗，已是漢傳佛教僧俗的

一股時尚風氣。 

大勇與持松先後從日本回國後，1924年分別受太虛邀請在武昌佛學

院傳授密法，意外地形成東密旋風，不到半年就使太虛的佛教教育志

業，在經濟與人材等軟硬體上雙重重挫。這個結果不是他們三人事先料

想得到的。但太虛對此似乎看得很開，和大勇之間的師徒關係仍然融洽。 

而且在佛教改革的理想中，太虛不但從未排除過密宗，更在各級佛

學院的課程規畫中，均將真言宗及密教經典納入佛學院課程，或預設將

來建立密宗叢林的參學道場。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太虛對漢傳佛教復

興密宗的前後一致態度，不因武昌佛學院曾因日本密宗風潮受挫，以及

顯密之間的衝突與論爭，而減其對密教的刻意護持。 

在「東密」復興之潮重挫武昌佛學院之後，雖然日本密宗很快就被

第二波更大的「藏密」風潮所淹沒而衰微，但延續至今仍然有著一定程

度的影響力，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復興史上，具有多重重要意義的指標性

事件，值得更加深入探討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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