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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觀彬與太虛大師及民國時期 

韓中佛教交流 

朴永煥＊ 

 

摘要：  

玉觀彬（1891-1933）韓國獨立運動家。1911 年他牽涉到以基督徒

為主導的民族主義運動「105 人事件」，被判入獄。此為 3.1 民族獨立運

動的前身活動。3.1 獨立運動之後，他立即亡命到上海，參與臨時政府

活動。後來他皈依太虛大師，又提出科學提煉，改良國藥，晚年他的精

力集中于佛慈藥廠。然韓國人嫌疑他是日本密探，至 1933 年被韓國無

政府主義團體暗殺身亡。他一生複雜曲折，從韓國籍到中國籍；從基督

教到佛教；從獨立運動家到被為韓奸的嫌疑。本文探討韓、中兩國學術

界的不同理解與看法，以及其中尚未討論的研究領域。 

首先根據當時日本官方資料以及韓國《宜寧玉氏大同譜》等資料，

考證並補充了他祖籍是韓國。與此同時，探討玉觀彬與太虛大師密切的

關係，他積極幫助與支持太虛推動佛教改革運動和人間佛教運動。玉觀

彬創設佛慈藥廠主要動機：他不僅為製造良藥救濟平民，幫助無產階級，

同時弘揚佛教的事業，計劃建立普法教團。此外，玉觀彬曾為重建高麗

大覺國師義天重修的杭州高麗寺，而四處奔走努力，積極推進將高麗寺

重建為面向未來韓中佛教交流核心的計劃。 

                                                             
＊韓國東國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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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他對於近現代中國佛教界的重要貢獻以及人間佛教思想打下

基礎，在近代韓中佛教交流過程中玉觀彬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玉觀彬生平、太虛大師、佛教改革運動、佛慈藥廠、高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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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 Gwan-bin, Master Tai Xu and the 

Korean-Chinese Buddhism Exchang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rk , Young-hwan＊ 

Abstract: 
Og Gwan-bin (1891-1933), a Korean independence activist, was 

sentenced to jail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for his involvement in 

“105 People Incident”, a predominantly Christ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1911. This movement had laid the bedrock for the "March-First Movement" 

of 1919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fter the "March-First Movement", Og 

rushed to Shanghai as an exile where he got involved with the Korean 

interim government. Afterwards, Og converted to Buddhism and became a 

disciple of Master Taixu. Their collaboration aimed at the reformation of 

Buddhism, and in later years Og’s medical company Fo Ci （佛慈）

commercializ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adapting 

scientific methods of refining treatments. However, Korean anarchist clique 

suspected Og of espionage for the Japanese and assassinated him in public. 

His complicated life was overshadowed by changing identities: from Korean 

nationalist to Chinese citizen by choice, from Christian agitator to Buddhist 

reformist, and from independence activist to suspected traitor of his native 

Korea. Foregrounding Og Gwan-bin’s changing roles,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cile partisan debat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each 

claiming the resourceful innovator for their nation. 

                                                             
＊Professor,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Dongguk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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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document at the 

time and the book of South Korea's "Uiryeong Og Si Daedongbo", it was 

verified and supplemented that his ancestral home is Korea.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explores hi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ster of Taixu, 

such as his active help and support for the Buddhist reform movement 

promoted by Taixu, and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Moreover, this article 

talked about the main motive of Og's creation of medical company Fo Ci 

（佛慈）. It was for not only helping the civilians and the proletariat, but also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addition, Og Guan-bin had worked 

hard to rebuild the Hangzhou Goryeo-sa, which was built by the 

Daegakguksa Ui-cheon of the Goryeo Dynasty, and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oryeo-sa into a future-oriented Korean-Chinese 

Buddhist exchange. 

In short, h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y and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Korean-Chinese Buddhist exchanges, Og 

Guan-bin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Keywords: Og Gwan-bin ancestral home，Master Taixu，Reformation of 

Buddhism，medical company Fo Ci，Gorye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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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玉觀彬 1891 年出生於平壤，早年為基督徒，並涉及到 1911 年被牽

涉到日本發動的「總督暗殺事件」被判 5 年，出獄後 1919 年 9 月亡命

到上海。1926 年在上海皈依太虛大師，此後他積極支持和協助太虛大師

的佛教革新運動。因此 1931 年中國佛教會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太虛大師當選為會長，玉觀彬被選為執行委員。另外，他還創建了「佛

慈藥廠」，佛教製藥公司設立目的說：「本慈悲心製藥施醫普濟眾生弘揚

佛化。」1體現出「為了眾生，依托佛法，現世佛教」的「人間佛教」的

理念和精神。此外，他還積極推動與高麗大覺國師義天有關係的杭州高

麗寺的重建。但是 1933 年他的年齡才 42 歲，被韓國無政府主義團體暗

殺了。諸如此類，玉觀彬在近代韓中佛教交流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

作用。雖然十餘年前，中國學術界開始介紹玉觀彬對於民國時期韓中佛

教交流方面作出了不少貢獻。2 

盡管如此，當前學術界對於玉觀彬的生平有分歧：中國學界根據近

現代中國資料判斷他原是中國人，而韓國學界則理所當然他是韓國人。

其中觀點雖各有理由，但未為準確詳實；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不難對

此有所判斷。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玉觀彬來上海之後變更為中國國籍，

尤其被韓國人看做親日派、變節者的主要原因。其次，關於玉觀彬的材

料並不豐富，他來到中國後正式皈依佛教，為佛法中興而努力的同時與

中國佛教界人士積極往來交遊。為了中韓佛教的交流，積極與韓國佛教

                                                             
1 〈佛教制藥公司簡章〉，〈佛教匯報〉，《佛教》第 31 號，佛教社，1927 年 1

月，頁 87。 
2 黄心川，〈民國佛教刊物所見當代韓國佛教史料摭議〉，《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2007 年，頁 21-30；黄夏年〈近代中韓兩國佛教友好交往的使者——玉

慧觀〉，《玄奘佛學研究》第十期，2008 年，頁 13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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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代表人士韓龍雲、權相老等人溝通，促進杭州高麗寺的重建。但是，

他的主要活動舞臺在中國，韓國方面的資料流傳甚少，因此韓國佛教界

對於他的研究很難推進。 近 7、8 年間有 4、5 篇論文發表，韓國國內

也開始了對於他的研究，但對於他的正確評價，有待進一步考證。 

本論文亦此問題為出發點，繼承現有的研究成果，再次探討其中尚

未深入的研究領域，以及錯誤地認識。同時考察玉觀彬對於近代韓中佛

教交流所作出的貢獻，尤其是他與太虛大師的關係及其對於中國佛教的

貢獻，通過分析玉觀彬杭州高麗寺重建的緣由，以及「佛慈製藥廠」建

立目的和理念等，探討玉觀彬的佛教理念和實踐的問題，兼及玉觀彬在

韓中近代佛教史中的重要性等問題。但由於篇幅所限，玉觀彬的人間佛

教主張、理論未能盡述，唯有今後另文具述。 

二、玉觀彬原是韓國人，還是中國人？ 

玉觀彬（1891-1933）韓國獨立運動家，記者，青年愛國志士，實業

家，佛教居士。早於 1911 年被牽涉到「105 人事件」，他被判 5 年，玉

觀彬為基督教徒3。1919 年 9 月亡命到上海，參與臨時政府獨立運動。

1924 年曾經加入伊斯蘭教活動4，但 1926 年 11 月 14 日與太虛大師見面

之後，正式歸於佛教。同時他一度參與國際共產主義活動5，在上海與中

                                                             
3 根據研究「105 人事件」中的 101 人為基督教徒，當時玉觀彬為長老教會信

徒。尹慶老〈105 人事件被告人，事件之後的行跡小考〉，《韓國基督教與

歷史》第 36 號，韓國基督教歷史研究所，2012 年，頁 94。 
4 1924 年 3 月 ，（ 上海清真寺 ） 董事會為佐久間貞次郎夫婦 ，

韓人玉觀彬夫婦新入教者舉行歡迎會。郭成美，〈民國滬上回族知名人士哈少

夫〉，《回族研究》第 2 期，2017 年，頁 139。 
5 1922 年 1 月 10 日，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向外務次官的報告書，〈在露韓族共

産黨的露韓條約締結說〉提到「玉觀彬（CHITA 韓族共産黨議政會上海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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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馮佩蘭結了婚，1928 年 11 月他加入中國國籍。他積極協助和貢獻

於太虛大師所推動的佛教改革運動，並通過創建佛慈藥廠，體現出「人

間佛教」的理念和精神，亦為了推動近代韓中佛教交流，促進杭州高麗

寺的重建等。但有些韓國無政府組織嫌疑他是韓奸，至 1933 年 8 月 1

日在上海韓人鋤奸團刺殺他。一共僅享有 42 年的玉觀彬，涉及到基督

教、回教、佛教，從獨立運動家到韓奸，兼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同時經

營佛慈藥廠公司等等，他一生非常豐富多彩，略有一些神秘色彩。 

至今韓國學界主流仍然記載著玉觀彬是密探、韓奸。雖然 近幾年

開始從另一個角度關注他的生平和經歷，由於資料有限，對他的研究不

太充分。尤其是他的生平方面，需要進一步的梳理和整理。目前中國學

界普遍認為玉觀彬（玉慧觀）原是雲南昆明籍的中國人，祖父時移居韓

國，生在平壤的華僑。然而韓國學界完全相反，玉觀彬原本是出生於平

壤（平安南道中和）的韓國人，沒有人懷疑他是雲南昆明籍的華僑。這

些分歧似乎是小問題，但是亦是 基礎性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考證。 

對於近代韓中佛教史中玉觀彬地位和重要性的研究， 初始於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黃心川先生、黃夏年教授作為初次研究近代玉觀彬對中

韓佛教界貢獻的學者，高度評價玉觀彬，並認為他是推動近代中韓兩國

佛教關係十分重要的人物6，「玉慧觀遇害以後，中國的佛教刊物從此再

也沒有韓國佛教的重要消息，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他在溝通韓中兩國

佛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7 並根據 1933 年 8 月 23 日《申報》第 15

                                                                                                                                               

長）」。1923 年 5 月 23 日，鈴木要太郞（間島總領事）向外務大臣內田康哉

報告書〈有關露支領不逞鮮人行動的文件〉裡面提到「高麗共產黨幹部玉觀

彬活動……」〈國外抗日運動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韓國史 Database》。

http://db.history.go.kr 2019 年 7 月 15 日取用。 
6 黄心川前文，《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2007 年，頁 28。 
7 黄心川前文，《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2007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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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刊登馮明政〈玉慧觀先生略歷〉：「公諱觀彬，號慧觀，其先世為中國

雲南昆明籍。祖宗瑞，僑居高麗平壤府，從事於政。」8 

二人都認為玉慧觀是在韓國出生的雲南籍中國人，就是出生並定居

於韓國的華僑。黃心川先生說：「玉慧觀實為一名出生在朝鮮的中國人。

因為他從小在朝鮮長大，所以以韓僑自居。」9黄夏年亦說：「玉慧觀原名

是玉觀彬，在佛教界裏他的法名是玉慧觀，這是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

給他取的名字。他不是韓國人，是僑居韓國的中國人，但是他初來中國

時，是以韓國人自居的。因為玉慧觀出生在韓國，從小就受到韓國文化

的薰陶，可以說他與韓國已經分不開了。後來他重新申請中國籍，放棄

了韓國籍，雖然他不再是韓國人，但是他仍然在努力從事發展中韓兩國

的佛教與文化聯繫事業。」10黃教授認為他原本不是韓國人，是僑居韓國

的中國人，所以到上海之後，放棄了韓國籍，重新回復了中國籍。 

其實， 早公開公佈「玉觀彬為雲南昆明籍」的主張是，比〈玉慧

觀先生略歷〉早三天，1933 年 8 月 20 日《申報》上，即玉觀彬遇害之

後，佛慈藥廠董事會公啟，說：「查玉慧觀君本為復韓志士，嗣來中國，

回復雲南昆明籍，專意工商、容有為故韓同志所不諒……」11撰寫〈玉

慧觀先生略歷〉的馮明政是「佛慈藥廠董事會」的主要成員。所以這一

天《申報》登載的有關玉觀彬生平內容是由馮明政撰寫的可能性較大，

他是玉觀彬夫人馮佩蘭的親弟。 

其後的中國學者研究論文基本上繼承這些觀點。譬如張雪松《北大

佛學》（2018 年 12 月）說：「玉慧觀居士是旅居上海的韓國人，祖籍雲

                                                             
8 《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10 月。 
9 黄心川前文，《世界宗教研究》第 2 期，2007 年，頁 29。 
10 黄夏年，〈近代中韓兩國佛教友好交往的使者——玉慧觀〉，《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期，2008 年，頁 153。 
11〈佛慈藥廠董事會公啟〉，《申報》1933 年 8 月 20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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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昆明，後恢復中國國籍。玉慧觀因被韓國人懷疑其與日本諜報機關過

從甚密而被無政府主義組織韓人除奸團暗殺。」12雖然張雪松認為玉觀彬

是韓國人，但他的祖籍是雲南昆明。又進一步說：「太虛大師的重要護

法玉慧觀居士，本是祖籍雲南的穆斯林，出生在朝鮮平壤，早年積極參

加朝鮮獨立運動。」13在此，主張玉觀彬是祖籍雲南的穆斯林，生在平

壤。 

玉觀彬創立的佛慈藥廠公司，至今改為「蘭州佛慈藥廠有限公司」，

其公司的主頁上介紹創始人玉觀彬：「玉慧觀先生（1891～1933 年），名

觀彬，慧觀是他的法名。祖籍雲南昆明，由於上一代到朝鮮經商，僑居

平壤，所以他於清光緒十七年（1891 年）在平壤出生。」14  

太虛大師等中國佛教界亦將玉慧觀看做是在朝鮮成長的中國人。「因

這一日看見報載我講演，來聽講的也不少，內中即有原籍昆明、生長朝

鮮、時在上海為藥商的玉觀彬，觀彬對耶、回、佛教都有相當研究，聽

我講後大感動，決心皈依佛教。」15 

1933 年 8 月 9 日，遇刺玉觀彬的韓人除奸團在《申報》上宣佈了玉

觀彬的 9 條罪狀，三天後以「中國國民黨上海市第二區二十一分部」的

名義在《申報》上，進行了辯誣的文說：「玉君諱觀彬，字慧觀，其先

                                                             
12 張雪松，〈太虛退出中國佛教會聲明發微水——兼論太虛護法「旅華韓商」

玉觀彬〉，《北大佛學》第 1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94。 
13 張雪松前文，《北大佛學》第 1 輯，頁 111。 
14 http://www.fczy.com/W/HdContentDisp-4-261-201399-134603.htm ，蘭州佛慈

藥廠有限公司，2019 年 7 月 20 日取用。 
15 印順文教基金會，〈20.佛化教育社與北京南洋講學〉，《太虛大師全集》，2008

年，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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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為雲南昆明籍，祖宗瑞，官於高麗因家焉。」16 

總之，不管是中國學術界、佛教界、商界、政界，毫無猶豫地得出

結論說玉觀彬祖籍是雲南昆明，然而上一代為了經商到朝鮮，故玉觀彬

是出生在朝鮮平壤的雲南華僑，只是張雪松雖說他是韓國人，另外他進

一步說玉觀彬是「祖籍雲南的穆斯林」。 

與之相反，韓國方面沒有一個人提出玉觀彬出生於平壤的雲南籍貫

的華僑，沒有人懷疑他不是韓國人。當代韓國較早關於玉觀彬和韓中佛

教交流方面研究者為曹永祿教授。他在 2010 年發表的〈日帝強占期杭

州高麗寺的再發現與重建籌備會〉一文中，認為「上海居住的韓國人佛

教徒玉觀彬將書信寄給退耕權相老……」17又他從玉觀彬親自計劃而募

款時記錄的「高麗寺重建施主芳名」裡的三位玉氏名單，推測出生地點

說「玉觀彬可能是平壤府大同郡人。」18進一步說明玉觀彬的玉姓，為創

建高麗的王建的後裔，所以主張玉觀彬積極推動高麗王子義天大師有關

的高麗寺的重建19。 

至 2011 年，金光載的考證較詳細，在〈玉觀彬的上海亡命和活動〉

文中進一步說：「玉觀彬出生於 1891 年 1 月 8 日平安南道中和，他為玉

潤的大兒子，籍貫為宜寧。」20他援用宜寧玉氏族譜證明玉觀彬為宜寧玉

                                                             
16 中國國民黨上海市第二區二十一分部，〈為玉慧觀先生辯誣〉，《申報》1933

年 8 月 12 日，第 2 版。 
17 曹永祿，〈日帝強占期杭州高麗寺的再發現與重建籌備會〉，《韓國近現代史

研究》第 53 集，韓國近代史學會，2010 年，頁 55。 
18 曹永祿，〈日帝強占期杭州高麗寺的再發現與重建籌備會〉，《韓國近現代史

研究》第 53 集，韓國近代史學會，2010 年，頁 66。曹永祿教授可能沒有機

會閱覽馮明政撰寫的｢玉慧觀先生略歷｣。 
19 曹永祿前文，頁 69。 
20 金光載，〈玉觀彬的上海亡命與活動〉，《韓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9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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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這是有關玉觀彬生平方面，新的依據21。原籍「宜寧」是屬於韓國

東南部之慶尚南道。 

然而他說有關玉觀彬出生於「平安南道中和」的主張，是依據「馮

明正的〈玉觀彬先生略歷〉」22問題是馮明正〈玉觀彬先生略歷〉裡面

根本沒有提出「平安南道中和」的記錄，而是說：「公諱觀彬，號慧觀，

其先世為中國雲南昆明籍。祖宗瑞，僑居高麗平壤府，從事於政。」23 

研究韓國獨立運動史專家尹慶老教授於 2012 年發表了〈105 人事件

被告人，事件之後的行跡小考〉，文中依據《韓民族獨立運動史資料集

1、2：105 人事件公判始末書Ⅰ、Ⅱ》說：「玉觀彬（玉慧觀, 1891-1933）

出身於平南大同郡，玉成彬的堂弟。從小學習漢文，在崇實中學修學 1

年之後，再大成中學學習了 2 年，上京在京城普成專門學校學習法學。」24

韓國學界普遍認同這些觀點。 

歸納起來，韓國學界主張有關玉氏籍貫（原籍）為「慶尚南道宜寧」，

出生地有兩種主張：其一、平壤府大同郡，其二、平安南道中和，但是

                                                                                                                                               

韓國近代史學會，2011 年，頁 48。 
21 金光載，〈玉觀彬的上海亡命與活動〉一文註釋 12 中介紹玉觀彬的族譜：「宜

寧玉氏大同譜編纂委員會，『宜寧玉氏大同譜』卷之三，回想社，1999，612쪽。」

《韓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9 集，韓國近代史學會，2011 年，頁 48-49。 
22 所以他在〈玉觀彬的上海亡命與活動〉註釋 11 裡，介紹依據說：「馮明政，

〈玉慧觀先生略歷〉，《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10 月

（黃夏年主編，『民國佛敎期刊文獻集成』185，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

微複製中心，2006，8 쪽）」金光載，〈玉觀彬的上海亡命與活動〉，《韓

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9 集，韓國近代史學會，2011 年，頁 48。 
23《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10 月。1933 年 8 月 23 日《申報》第

15 版刊登。 
24 尹慶老，〈105 人事件被告人，事件之後的行跡小考〉，《韓國基督教與歷史》

第 36 號，韓國基督教歷史研究所，2012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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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提出他是雲南籍，或者華僑。那麼到底玉觀彬是中國人？還是韓

國人？ 

相較之下，筆者更認同後者的意見。其理由如下：首先，在被暗殺

之後，法租界警方的審問中，玉觀彬的兒子玉仁泰說自己的父親是韓國

人。 

法捕房初據其兄及子玉仁泰報告，死者係韓籍，照例通知日本領事

館，派員檢驗，而死者之妻馮佩蘭，以死者已歸化中國，反對由日領署

檢驗……。25 

1928 年 11 月玉觀彬已加入中國籍，他被遇刺時間為 1933 年 8 月，

當時玉觀彬國籍是已屬於中國，但是其兒子玉仁泰和他的親兄（玉慧彬）

說玉觀彬是韓國籍，他們二人意思是說玉觀彬本是韓國人，應將屍體歸

於日本領事館。如果他們家族真正屬於華僑，其兒子和其兄不會再改玉

觀彬的國籍是說「韓國人」。另外，如果玉觀彬真正出身於雲南籍華僑，

他的妻子馮佩蘭不應說「已歸化中國」，而是說「死者已回復中國籍」。

另外「升坐公案，屍妻馮佩蘭，請求領屍棺殮，訊之屍子玉仁泰，稱父

係韓籍……經交涉結果，屍體仍由日領署運往北四川路福民醫院。」26被

暗殺事件，正式升坐公案之後，訊問時，他的兒子還堅持說他的父親是

屬於韓國人。然其妻馮佩蘭仍然要求由中國警方處理此事，但 後把屍

體交給日本領署處理。可知，雖然玉觀彬的當時國籍是中國，但是警方

等公共機關看待他是屬於韓國人，這是第一點。 

由於玉觀彬是青年獨立運動家，當時日本當局視察的主要對象之一。

                                                             
25 守志，〈附上海報載玉慧觀居士遭害及後事詳情〉，〈特載•追悼玉慧觀居士大

會紀事〉，《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9 月，頁 135。 
26 守志，〈附上海報載玉慧觀居士遭害及後事詳情〉，〈特載•追悼玉慧觀居士大

會紀事〉，《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9 月，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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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存的日本外務省的資料裡面，亦可以找到線索。如 1920 年 7 月

（大正 9 年），上海日本總領事館向外務大臣的報告書說：「玉觀彬平

壤人，畢業於大成學校」27。1924 年 6 月 9 日，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的

報告書裡也提到玉觀彬：報告題目為『關於上海朝鮮人玉觀彬言動之文

件』有「（玉觀彬）本籍是平安南道中和郡東頭面戍辰泊」28。倘若玉觀

彬是昆明籍，按道理來說，他的堂兄玉成彬（1884-1933）也是昆明籍，

但是從來沒有提到此事，其實玉成彬出生於平安南道平壤 29。這是第二

點。 

第三，中國學界提出的玉觀彬為中國籍，唯一的依據為玉觀彬妻弟

馮明政撰的〈玉慧觀先生略歷〉，此外沒有文獻依據他是雲南籍華僑。

此敘述為玉觀彬事故後所整理的。為何中國學界、佛教界都認為他是雲

南籍的華僑？ 

這些主張的來源，是玉觀彬的「回復國籍許可執照」。亦就是說，

從文獻資料上， 早「雲南昆明」籍的出發點是，1928 年 11 月 9 日國

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名義發給的「回復國籍許可執照：回復國籍人玉觀

彬，年三十七歲，原籍雲南昆明……右間玉觀彬依修正國籍法稟請回復

國籍……」30從這些內容中知道他不是「入籍」，而是「復籍」。對此，

                                                             
27 〈國外抗日運動資料 • 日本外務省記錄〉，《韓國史 Database 》，

http://db.history.go.kr 2019 年 7 月 15 日取用。 
28 1924 年 6 月 9 日，朝鮮總督府警務局長的報告書：「有關在上海朝鮮人玉觀

彬言動的文件」（不逞團關係雜件-鮮人의部-在上海地方 5），〈國外抗日運動

資料•日本外務省記錄〉，《韓國史 Database》，http://db.history.go.kr 2019 年 7

月 15 日取用。 
29 尹慶老，〈105 人事件被告人，事件之後的行跡小考〉，《韓國基督教與歷

史》第 36 號，韓國基督教歷史研究所，2012 年，頁 100。 
30〈玉慧觀居士上太虛法師書〉，《中國佛敎會報》13-19 期合刊，1931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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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載分析較合理： 

他不是「入籍」方式，而是「復籍」方式獲得中國籍，是說他祖

父時從雲南移居到平壤的華僑。因為如果他主張自己祖籍為中國，

一定對他的中國生活或事業方面更便利的關係。此與移居到滿洲

的韓人，為了生存獲得了中國籍之後，他們自己祖籍是中國籍的

主張非常類似，這些情況不完全批評卑鄙行為。他獲得了中國籍

後，又加入了雲南同鄉會以及華僑聯合會的會員。加入雲南同鄉

會的理由，是回復國籍時，他提出自己原籍是雲南主張的關係。31 

可見，當時居住於滿洲與上海的有些朝鮮人，為了生存與事業的需

要，不僅加入中國國籍，而且也將自己原籍改於中國籍，這些情況不少，

這亦是不足為怪，何況朝鮮已經滅亡了。由此推測，玉觀彬也為了自己

事業發展和生活上需要，把自己的原籍改為雲南。然此事以後成為發生

悲劇的原因之一。 

玉觀彬遇刺八天後，在上海《申報》（8 月 9 日）上，以韓人除奸團

名義宣布玉觀彬的《罪狀》說：「玉觀彬號新島，韓國平安南道人，即

現充上海法捕房包探玉成彬之徒弟也。後入中國籍時，改名為慧觀……

（六）以韓人身分，領得中國籍時，不曰入籍而曰復籍（詐稱雲南昆明

人），蓋為取信於中國人士之意也。」32 

他們列舉了一共有九條玉觀彬的罪狀中，第六條裡強調玉觀彬入中

國籍時，不說「入籍」，而說「復籍」，自己是雲南昆明籍的主張，是為

                                                                                                                                               

2-3。 
31 金光載，〈玉觀彬的上海亡命與活動〉，《韓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9 集，韓國

近代史學會，2011 年，頁 66-67。 
32〈玉慧觀實為韓人所殺韓人除奸團宣布罪狀〉，《申報》1933 年 8 月 9 日，

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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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取信於中國人士，玉觀彬詐騙中國人的行為。此事為該處置他的罪狀

之一。據此，可知，玉觀彬選擇的「復籍」方式，反而成為韓人除奸團

暗殺他的動機之一。 

另外，「玉成彬之徒弟」為「玉成彬之堂弟」的錯誤。對此今人認

為「這篇《罪狀》對玉觀彬生平敘述，不確之處甚多，如玉觀彬是玉成

彬之堂弟，而非徒弟，兩字諧音，或為道聽途說之誤。」33確實「徒弟」

為「堂弟」的錯誤。因為在韓國將「堂弟」稱為「從弟」，估計報紙登

出文章時，把「從」字，誤認為「徒」字。這種可能性較大。因為在韓

國「堂弟」與「徒弟」根本不是什麼諧音，獨立運動團體暗殺一人，不

可能犯道聽途說之誤。 

其實玉觀彬的國籍問題曾經引起了中國佛教會內部的分裂。如 1931

年 4 月中國佛教會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太虛大師被選為會長，玉觀

彬當選執行委員。當時被落選執行委員的安徽代表黃健六看到玉觀彬大

會上的發言，他的中文不流利，所以公開懷疑玉觀彬的國籍問題34，並

提出指責程序不合法35。其實倘若玉觀彬是第三代華僑，按慣例即使中

文寫作能力差一些，但口語中文算是較流利。另外，他自己說祖籍為「雲

南昆明籍」但是他有以南洋華僑代表身份出席第三屆中國佛教會。這些

例子都不是真正「雲南昆明籍」的旁證。 

總之，如果玉觀彬是韓國人，他出生於平壤府大同郡？還是平安南

                                                             
33 張雪松，〈太虛退出中國佛教會聲明發微水——兼論太虛護法「旅華韓商」

玉觀彬〉，《北大佛學》第 1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107。 
34 金光載，〈玉觀彬的上海亡命與活動〉，《韓國近現代史研究》第 59 集，韓國

近代史學會，2011 年，頁 69-70。 
35 由此圓瑛等保守派人士拒絕繳納會費等不合作的態度，第三屆中國佛教會會

務工作陷於停頓。張雪松之前文，頁 91。然而 1928 年 11 月 9 日玉觀彬已

經獲得了中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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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和？根據，網上地圖資料調查，大同郡本來是平壤府的一部分，至

1914 年分為大同郡。中和郡本來屬於平安南道，至 1963 年隸屬於平壤

市，至 2010 年劃於黃海北道，就是大同郡的位於中和北邊。可說，玉

觀彬為中和和大同境界出身，也可以說平壤府出身，他的籍貫為慶尚南

道宜寧，《宜寧玉氏大同譜》是到目前有關他的原籍方面，可證明的唯

一文獻資料。 

三、太虛大師與玉觀彬之關系 

太虛大師（1890~1947）曾說：「中國歷來之佛徒，皆偏出世，而不

知以此化普通人眾，致為儒者所排。」36 太虛大師「人間佛教（人生佛

教）」的胎動與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有很大的關系37。 因此他

強調儒釋道三教合一觀點，說「建佛法以建信基，用老莊以解世紛，宗

孔孟以全人德，歸佛法以暢生性。」、「今日欲求中華國民性之道德，必

始乎佛法，終乎佛法，捨佛法莫為功也！」38所以應將明清以來的傳統消

極避世的佛教，導入積極入世的道路，提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

                                                             
36 釋太虛：〈論宋明理學〉，《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篇真現實宗用論‧國學》光

碟版（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5 年），頁 34。 
37 台灣佛學界普遍認為新儒家梁漱溟對太虛大師「人間佛教（人生佛教）」思想

之形成有「促成」之功。如侯坤宏說：太虛大師與梁漱溟之關係言，梁漱溟

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太虛作〈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為評正；

梁漱溟《印度哲學概論》，以《楞嚴》為偽，太虛感《楞嚴》之將成問題，

故為之會通；梁漱溟「唯識述義」，右空宗而抑唯識，太虛評謂：「梁君所言，

僅齊三論顯說；其密指者似在禪宗而未能達。」侯坤宏，〈想到梁漱溟〉，《法

光雜誌》第 327 期，2006 年，頁 1。 
38 釋太虛，〈怎樣建設現代中國的文化〉，《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三篇真現實宗

用論‧文化》光碟版（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5 年）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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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興亡，僧伽有責。」39 他認為「國家、社會、眾生是一體的。」40 他不

僅在抗日期間不忘救國，積極投入抗日行列，而且還推動佛教內部改革

運動。 

提到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不可不提及近代韓中佛教交流史中

的核心人物玉觀彬。他與太虛大師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從物質和精

神上大力支持佛教改革運動，同樣太虛大師也非常信賴和信任玉觀彬。 

太虛與玉觀彬之間的相見，在《太虛大師全集》裏面詳細地介紹。

太虛在《佛化教育社與北京南洋講學》中敘述了從 1925 年冬天到 1926

年冬天，1925 年冬天從日本回來，至 1926 年春天在上海虹口租屋設「佛

化教育社」。後來去北京講演，再到新加坡講座，太虛大師再回到上海

後，應尚賢堂的李佳白邀請，在尚賢堂住了三五日，作了一次講演。他

說「當日的尚賢堂講演，有二事可特紀」41： 其中一件事，他說： 

因這一日看見報載我講演，來聽講的也不少，內中即有原籍昆明、

生長朝鮮、時在上海為藥商的玉觀彬，觀彬對耶、回、佛教都有

相當研究，聽我講後大感動，決心皈依佛教。次日專誠叩謁，即

請我為授三皈，作佛弟子，法名慧觀，對我的信心非常忠實，後

來幫助我作了許多佛事。42 

在此，我們至少了解三點：一、太虛大師認為玉觀彬原來是昆明籍

                                                             
39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文化，1995 年），頁 38。 
40 符芝瑛，《傳燈：星雲大師傳》（台北：天下文化，1995 年），頁 39。 
41 印順文教基金會，〈20.佛化教育社與北京南洋講學〉，《太虛大師全集》，2008

年，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年7月20日取用。 
42 印順文教基金會，〈20.佛化教育社與北京南洋講學〉，《太虛大師全集》，2008

年，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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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而生長於朝鮮；二、當時玉觀彬經營藥商，同時他對基督教、

回教、佛教方面具備豐富的素養和知識；三、從「對我的信心非常忠實」、

「幫助我作了很多佛事」中，可以了解太虛大師對他的信任和玉觀彬對

太虛的幫助。此演講為 1926 年 11 月 14 日，演講題目為〈佛法應如何

普及今世〉，當時玉觀彬聽了說法後，深受感動，並決定皈依受戒，太

虛授予法名「慧觀」。43從「當日的尚賢堂講演，有二事可特紀」句中，

看出太虛也非常重視與玉觀彬的見面。玉觀彬也高度評價太虛大師說： 

弱肉強食，進化之學說，優勝劣敗，侵略主義橫行宇內，正法晦

冥，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真宗，廣種善根，何以救末法

時代的眾生，安得拯二十世紀之蒸民，惟我太虛上人……重光佛

日，東方文化從此重興，佛教正派，由是維新，翹足可待。44 

玉觀彬認為太虛大師是能解救飽受苦痛的眾生，同時復興東方文化，

革新佛教正派的哲人。在這兩位互信基礎上，玉觀彬在經濟方面成為太

虛上人 為主要的支持者。對此，太虛大師在〈法苑與南普陀寺閩南佛

學院〉亦有詳細說明： 

（民國十五年冬）樊鍾秀焚毀少林寺，馮玉祥沒收相國寺，在河

南既有不少的關於佛教驚人消息。……江浙佛徒處此政潮教難的

狂濤駭浪中，不勝周慞惶布！青年的顯教、大醒、悅安等，集詢

應付方法，我因有僧制今論的宣布。就在這時候，玉慧觀表示：

如我在上海作何佛教新運動，願為經濟上的援助。我因思宜從適

                                                             
43 釋印順編著，《太虛法師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頁 125。

「感於太虛大師所講授之佛法，玉慧觀致信太虛，請求皈依受戒。」此 2 封

信件見《海潮音》第 7 年，第 12 期，1927 年 1 月，頁 9-10。 
44 《海潮音》第 7 年，第 12 期，1927 年 1 月，頁 19。 



                                玉觀彬與太虛大師及民國時期韓中佛教交流 19 

應上海商市情況，先立一經濟基礎，以作新僧運動，乃根據昔年

的整理僧制論，辦一法苑，從改良各種佛教法事，以應時俗所需；

改制簡潔的冠服，仿用日本方便袈裟為常禮服，一新世人對於僧

徒的觀感。45 

可知，當時軍閥混亂，佛教財產被威脅的時刻，有了玉觀彬的經濟

上的援助，才可以實行了新僧運動，辦了「法苑」等，包括改制冠服等

改革措施。此外， 

在臘月間，租定了大華飯店對面之一大廈，招集默庵、悅安、幻

生等從事籌備，遂於十六年舊歷元旦舉行正式開幕禮。是日、章

太炎、王一亭、謝鑄陳、王森甫、陳維東等咸臨講演。日常在苑

中布施醫藥，設備蔬食，流通經書，並隨時舉行講經會、演說會、

念佛七會、祈禱和平會等，哄傳全市，影響甚弘。46 

有了經濟上的援助，不僅可以租定了一個大廈，同時推進「布施醫

藥，設備蔬食」等救濟事業，隨時舉行講經會、演說會，此外流通經書

等。可知，不僅對太虛大師推動佛教改革運動方面，幫了一大忙，而且

還推動了弘揚佛法，救濟事業等，由此逐漸擴大太虛大師的對佛教界的

影響力，「哄傳全市，影響甚弘」。由此導致了「與上海之玉佛寺等，對

於法苑同深嫉忌，謠為共產黨機關，隱圖加害於我。」47受到了其他寺廟

                                                             
45 印順文教基金會，〈21.法苑與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太虛大師全集》，2008

年，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

用。 
46 印順文教基金會，〈21.法苑與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太虛大師全集》，2008

年，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

用。 
47 印順文教基金會，〈21.法苑與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太虛大師全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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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嫉妒也產生了許多不利的言論。 

由此可見，1926 年年底、1927 年年初，玉觀彬極力協助太虛大師

商議，建立「佛法僧苑」48展開了名為「新僧運動」。正式在玉觀彬的經

濟支持之下，佛教的改革運動可以推動起來。此外，還推動了弘揚佛法，

救濟事業等，這些事情完全符合「普濟眾生、弘揚佛化」49的玉觀彬的

佛教哲學與理念。 

另外，玉觀彬還積極支持太虛大師佛教改革的先鋒，就是佛教雜誌

《海潮音》。它不僅財政上大力支持，而且太虛大師 1927 年春開始廈門

南普陀寺駐錫閩南佛學院而離開上海，《海潮音》遂面臨停刊的境地50，

玉觀彬直接接受雜誌，就任社長，代替太虛大師管理和發行雜誌約有 1

年51。 

1933 年 8 月 1 日，玉觀彬被刺殺，第二天在廬山的太虛大師接到了

來電。「噩耗傳來，大師悲甚」，書函指示各地弟子們念佛超度並追悼他。

8 月 10 日漢口和上海舉辦了隆重的追悼會52。太虛大師的弟子芝峰法師

                                                                                                                                               

年，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

用。 
48 馮明政，〈玉慧觀先生略歷〉，《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特載，1933 年 9

月。 
49 〈佛教制藥公司簡章〉，〈佛教匯報〉，《佛教》第 31 號，佛教社，1927 年 1

月，頁 87。 
50 金光載前文，頁 65-66。 
51 1926 年 12 月開始約 1 年間玉觀彬將《海潮音》雜誌社遷往三德洋行並繼續

出版。「這一年的海潮音，由悅安就在玉慧觀三德洋行編發。我因要出洋遠

遊，並感維持困難，宣言如沒有人接辦即停版……」印順文教基金會，〈21.

法 苑 與 南 普 陀 寺 閩 南 佛 學 院 〉，《 太 虛 大 師 全 集 》， 2008 年 ，

http://www.nanputuo.com/nptzt/2017/taixu/pc/book/ 2019 年 7 月 20 日取用。 
52 黃心川前文，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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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玉觀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一名忠誠的佛教徒，並說「玉居士為

我們導師的真正信徒，自從皈依三寶後，非特忠實於我們的導師，且為

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 忠實而奉行教義的弟子。」53甚至於他把玉觀彬來

比喻釋迦摩尼十大弟子中 為神通的目連尊者被人打死的事例54，表達

對他的高度贊揚。太虛大師的在家弟子王森甫評價：「（玉觀彬皈依後）

其在這七八年的長時間中，對於謀（太虛大師）振興佛教的事業，從未

稍輟；且導師在滬積極運動佛教新事業時，他極力擁護幫忙。」55 「凡

關導師所欲為之佛教事業，無不極力贊助。」56 「其對於大師指導下之

《海潮音》月刊，精神與物質，亦曾予以相當的幫助。」57 

從中可知，在太虛大師的改革運動中玉觀彬之重要地位和當時中國

佛教界對於玉觀彬的評價。當時的追悼詞都強調振興佛教和解救眾生兩

個方面歸納玉觀彬對於佛教的貢獻。實際上玉觀彬通過生前的事業努力

實踐著這兩個理念。可以說，有了玉觀彬的大力支持，太虛大師對中國

佛教界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更有力地推動佛教改革運動。在中國佛教界

太虛大師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並於 1931 年 4 月中國佛教會第三次全國

代表大會上當選會長，玉觀彬在其中功不可沒。 

另外，前面已經提及太虛大師對玉觀彬的高度評價：「觀彬對耶、

回、佛教都有相當研究。」所以玉觀彬曾經寫了不少論著，如《批比較

宗教學對於佛教之一段》58、《中國佛教振興策》59，還寫了《論胡適的

                                                             
53 守志，〈芝峰法師演詞〉，〈特載·追悼玉慧觀居士大會紀事〉，《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9 月，頁 130。 
54 守志，〈芝峰法師演詞〉，〈追悼玉慧觀居士大會紀事〉前文，頁 131。 
55 守志，〈王森甫主席致詞〉，〈追悼玉慧觀居士大會紀事〉前文，頁 129-130。 
56 守志，〈王森甫主席致詞〉，〈追悼玉慧觀居士大會紀事〉前文，頁 130。 
57 同上。 
58 玉觀彬，〈批比較宗教學對於佛教之一段〉，《海潮音》第 8 年，第 9 期，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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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與科學》60、《中國回教振興策》61等，還留下上海佛學書局發行的

《釋尊之歷史與教法》遺著。根據此書介紹，太虛大師評價此書「可謂

知本者矣」62，歐陽竟無也親筆題為「四十九年行化事跡」63。可知，玉

觀彬不僅具備佛法方面知識，同時確實具有文筆。至 1932 年重陽節之

前一天，他應太虛大師之邀請，將參加其卓錫雪竇寺之典禮，因此留下

有〈浙東名山雪竇寺記遊〉64。當時他記錄了個人「遊覽名山大川，以

曠胸襟」的感慨之外，也記錄當時國民黨軍隊維護之下進行的典禮的情

況，也記載了太虛大師留下的法語。 

步抵山門下，說法語云：「八字打開，一塵不立，四明第一山，中

道從容入」暨向彌勒佛又說法語云：「攝化閻浮，應居兜率，時時

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復又轉入彌勒佛龕後，向韋馱菩薩說法語

云：「戡天縮地逢今日，護法安僧仗將軍！」 

後至大雄寶殿，參禮釋迦牟尼及諸佛菩薩，又說法語云：「巍巍堂

堂，眾聖中王，現身雪竇，不離華藏。」 

                                                                                                                                               

年 9 月，頁 29-30。 
59 玉觀彬，〈中國佛教振興策〉，《海潮音》第 8 年，第 11 期，12 期，1928

年 1 月，頁 1-5。 
60 玉觀彬，〈論胡適的佛法與科學〉，《海潮音》第 12 卷，第 11 號，1931

年 11 年，頁 15-19。 
61 玉觀彬，〈中國回教振興策〉，《回光》創刊號，1924 年 10 月，頁 55-58. 
62 〈釋尊之歷史與教法〉介紹欄，《海潮音》第 14 卷，第 9 號，1933 年 9 月，

頁 8。 
63 同上。 
64 玉觀彬，〈浙東名山雪竇寺記遊〉，《海潮音》第 14 卷，第 2 號，1933

年 2 月，頁 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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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行至方丈，即升座云：「禪門艷稱雪竇頌，海外猶傅碧巖集，今

日當場拈出時，清風匝地起何極。」65 

《太虛大師全集》裏面有了「（玉慧觀記，見海刊十四卷二期，附

註）本文自〈浙東名山雪竇寺記遊〉中錄出」記載。由此可知，此文來

自於《海潮音》第十四卷，第二號登載的玉觀彬的〈浙東名山雪竇寺記

遊〉。 

另外，太虛大師留下的有關玉觀彬的詩作來看，足以證明他們兩個

親密的關係，譬如：太虛大師為了哀悼玉慧觀居士留下有「應勤勇精進

佛教之新事業，以繼續慧觀居士之願行，證法身無量壽，當處凈土。」（〈悼

玉慧觀居士並勉正信會員〉）到了玉觀彬被暗殺第二年，太虛又遇到在

家弟子王森甫死亡，因此太虛寫了一首詩作慰問他們的靈魂：「去年今

夏盧山上，兩度驚看噩電來。滬玉漢王相繼逝，化生願各在蓮臺。」至

第三周年時，太虛又寫了一首紀念詩：「慧證真如，乘願再來興佛教；

觀成自在，隨機四眾會青年。」（〈玉慧觀逝世三周年紀念〉）。 

此外，太虛大師曾與玉觀彬一起訪問四川成都的草堂寺，發出：「攜

將海上優遊侶，來訪山中高隱廬；熱惱清涼一心造，娑婆極樂不分居。」

（〈偕玉慧觀訪卍字草堂盧居士〉）。煩惱心和清涼心皆為一個心，故發

出「娑婆世界與極樂世界本來不分的」的感慨。可見，他們兩個人在佛

法的面前，無比高興。 

四、玉觀彬的佛教實踐與理念 

1927 年 1 月韓國發行的《佛教》雜誌第三十一號登載的《佛教匯報》

中， 留下了有關玉觀彬推動「設立佛教製藥公司」的背景66：「玉氏（玉

                                                             
65 〈浙東名山雪竇寺記遊〉，《海潮音》第 14卷，第 2號,，1933年 2月，頁 112-114。 
66 但是當初合作對象中國佛化新青年會會長張宗載和太虛大師路線和意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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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彬）與中國佛教教徒一起合作事業，……附設慈悲醫院，以施診施藥

來救濟無產同胞，佛化弘揚的事業的目的，布教堂建設計劃」67換而言

之，佛教製藥公司的宗旨是救濟事業，救助平民，弘揚佛法為核心。其

後《佛教製藥公司簡章》中所述，佛教製藥公司設立目的：「本慈悲心

製藥施醫普濟眾生弘揚佛化。」68 可以說是「為了眾生，依托佛法，現

世佛教」，可見玉觀彬的佛教哲學和理念，即體現出太虛大師「人間佛

教」的理念和精神。 

依據前文所言，玉觀彬對於佛教運動比任何人更要積極，尤其是對

佛教改革派太虛大師十分支持和幫助。根據前面太虛大師弟子們的證言

中可以了解，他是一位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從他遺留下的旨趣中，了解

他對於佛教與眾不同的熱情與實踐。因此，他在重建高麗寺的事業中所

表現出的，也並非一個佛教徒的功名心與愛國心，而是為了繼承大覺國

師的遺言，同時也反映著解救眾生與弘揚佛法的玉觀彬的理念和願望。 

在此簡單地介紹玉觀彬提出的重建高麗寺的目的：首先是繼承大覺

國師報恩與弘法的遺志，通過高麗寺的重建，使之作為韓中佛教交流源

流與傳授的道場，同時希望高麗寺可以成為未來韓中佛教交流的的中心

機構。他在《佛教》云： 

杭州為在中原天地佛教勢力最集中的地區，如果我們完全依靠我

們的力量重修高麗寺而保全它，同時能將它作為未來與中國聯絡

                                                                                                                                               

一致，兩人遂分道揚鑣，合作公司一事也不了了之。參考曹永祿〈日治時期

杭州高麗寺的再發現與重建籌備會〉前文，頁 59。 
67 〈佛教制藥公司簡章〉，《佛教匯報》，《佛教》第 31 號，1927 年 1 月，佛教

社，頁 87。 
6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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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萬一將來三十一本山做什麽事業時，可以通過高麗寺來互

相聯系，那麽中國佛教徒也能幫助我們的事業。69 

在韓國發行的《佛教》雜誌，發行日為 1927 年 1 月，那麼玉觀彬

發願重建高麗寺，是之前的事情。在此，他明確的表示他要重建高麗寺

的目的，是「未來韓中佛教界交流聯絡機關」、「韓中佛教界交流事業」70。

他又在〈西湖高麗寺重建發願文〉說： 

竊念鹿苑之風不振已五百年，鷲嶺之弦沈音於三千里。嗟我槿域

世運衰而道馳，教綱墮而魔聚，當此佛日雲闇，邪氣之風行之秋，

如非高張法幢，橫磨慧劍，何以催邪顯正，度世救生。慧觀自忘

譾陋，焚香誓願，期重建高麗寺，先積立私財三千元，以作基金。71 

朝鮮五百年間佛法的衰微，由此世運衰弱，同時背道而馳，邪氣之

風覆蓋朝鮮。現在朝鮮「佛日雲闇」的關鍵時刻，為了高張法幢，橫磨

慧劍，需要重建高麗寺，同時達到催邪顯正的目的，儲蓄三千元的私

財。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玉觀彬通過國內外多種渠道尋求幫助，向太虛

大師等中國佛教界有名望的人介紹其意，號召人們續韓中佛教之舊緣，

                                                             
69 玉觀彬，〈杭州高麗寺重建籌備에 對하야〉，〈玉觀彬先生의 書信（其一）〉，

《佛教》第 31 號，1927 年 1 月，佛教社，頁 79。 
70 曹永祿教授主張玉觀彬重建高麗寺的主要目的，在於因為玉觀彬的玉姓，為

建立高麗王朝的王建後裔。因此作為高麗王族王姓的後裔玉觀彬，他對高麗

寺重建具有歷史責任感，由此積極推動高麗王子義天大師有關的高麗寺的重

建。 曹永祿〈日帝強占期杭州高麗寺的再發現與重建籌備會〉前文，頁 57、

69。 
71 玉觀彬，〈西湖高麗寺重建發願文〉，《海潮音》第 7 卷，第 12 期，1927 年 1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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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未來在高麗寺重建過程中韓中佛教的緊密協作與交流而努力72。 

對此，太虛大師演講「大致謂唯佛教無宗族國界之分……故形式上

雖有國界之名，而實際則久已打成一片云云。」73即強調韓中佛教的一致

性，韓中皆為一個佛國土，與玉觀彬之主張相互呼應。玉觀彬強調韓中

佛教界幫助太虛大師解救末法時代的眾生而努力。故玉觀彬誓言說，在

重建高麗寺方面，萬一韓國國內形勢不如人意，難以獲得資金上的支持，

本人一生托缽行乞亦要實現這一事業的信念74。這一誓言 終雖然沒有

實現，然而從中可以理解玉觀彬對於重建高麗寺的堅定決心，韓中佛教

界之間緊密交流的願望。 

玉觀彬重建高麗寺的計劃和信念，並非一時興起的決定。玉觀彬至

少 1926 年 9 月 6 日之前開始就立志要重建杭州高麗寺75。一方面作為計

劃中的一環而準備巡禮計劃，向中國居士購買土地，同時準備籌備委員

會並率先捐贈財產作為重建基金。為了海印寺的經典，奉藏於高麗寺，

向韓國方面要求印刷經費的初步結算單，這些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一

步步推進重建計劃的實施。至於玉觀彬為何有停止高麗寺的重建呢？與

現有的研究相同，他幫助太虛大師法苑的建立時，投入了過多的經費，

                                                             
72 〈本埠消息：在滬韓國佛教徒歡迎太虛大師之盛況〉，《海潮音》第 7 卷，第

12 期，1927 年 1 月，頁 19。 
73 同上。 
74 玉觀彬，〈杭州高麗寺重建籌備에 對하야〉，〈玉觀彬先生의 書信（其一）〉，

《佛教》第 31 號，1927 年 1 月，佛教社，頁 79。 
75 曹永祿教授說玉觀彬發願重建高麗寺開始是 1927 年以後的事情。曹永祿，

〈日帝強占期杭州高麗寺的再發現與重建籌備會〉前文，頁 67。然而至 1926

年 11 月 24 日玉觀彬在太虛大師歡迎會上已經公佈重建高麗寺的發願，同時

他與太虛大師商量此事。另外，玉觀彬撰寫《西湖高麗寺重建發願文》也登

載於 1927 年 1 月發行的《海潮音》第 7 卷，第 12 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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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幫助他的重建計劃的邊東華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因素等等76。 

然而玉觀彬不得不暫停高麗寺的重建工作的主要原因，上述的原因

之外，筆者認為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韓國方面的消極反應。玉觀彬對

於高麗寺的重建，早在 1926 年 9 月 6 日之前就已立誌重建，從當日的

書信，以及 9 月 23 日、10 月 4 日、11 月 26 日、12 月 1 日、12 月 14

日等，至少 6 次以上的通過書信希望得到韓國方面的支持，但是卻沒有

看到給與支持的回信。或可以推斷玉觀彬對於韓國國內反應的失望。其

次，韓國方面一直認為把他看作韓奸，以及與韓橋社會各種的沖突，導

致他暫時放下與韓國的因緣，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製藥廠的經營，和太

虛大師的中國佛教改革中去，而得不到國內呼應的高麗寺重建工程只能

暫時中止。 

此外，玉觀彬認為中國佛教面臨危機，為了佛教的發展，還提出了

《中國佛教振興策》，其重點有三：「力謀組織上的統一」、「從事參加社

會文化運動」、「確定生活之自立」77。也就是強調了佛教組織上的統一

及教育的重視；學校的建立和圖書館的建立，由此積極參與社會文化運

動；追求僧團和佛教徒生活上的自立。其結論之部分又強調了「佛教徒

大家聯合起來」、「行佛教救人救世的真正運動」、「將佛法普及到社會國

家世界去」、「糾正民眾對於佛的信仰」、「大乘佛法萬歲」等。這些措施

完全符合「人間佛教」的理念。可說，他是近代韓國第一位人間佛教理

念的倡導者。 

五、結語 

                                                             
76 金光載前文，頁 65。 
77 玉觀彬，〈中國佛教振興策〉，《海潮音》第 8 年，第 11、12 期合刊，1928 年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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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觀彬（1891-1933）出生於平壤（中和），韓國人，不是中國人，也

不是華僑。1926 年 11 月 14 日，玉觀彬聽了太虛大師〈佛法應如何普及

今世〉的演講，深受感動，並皈依受戒，太虛授予法名「慧觀」。由此

他們認識了。此事，對此太虛認為「尚賢堂講演，有二事可特紀」中之

一。有了玉慧觀經濟上的援助，太虛在上海作新僧運動，辦一法苑，由

此推動佛教新運動。並於 1931 年 4 月中國佛教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就任會長，玉觀彬在其中功不可沒。從中可知在太虛大師的改革運動中

玉觀彬之重要地位。  

另外，玉觀彬「為了眾生，依托佛法，現世佛教」，建立佛教製藥

公司「佛慈藥廠」，即體現出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和精神。此

外，至 1927 年末，玉觀彬還寫了〈中國佛教振興策〉：「力謀組織上的

統一」、「從事參加社會文化運動」、「確定生活之自立」等，此後 1929

年中國首次成立全國性的佛教組織「中國佛教會」。他為了實踐韓中佛

教界交流事業，未來韓中佛教界交流聯絡機關，積極推動杭州高麗寺的

重建而奮鬥努力。 

總之，玉觀彬在近現代歷史漩渦中，19 世紀末出生於平壤（中和）

的朝鮮人。曾經貢獻於韓國獨立運動的一位獨立運動家、記者、實業家、

佛教居士，生活於韓國與中國跨國生活。他擁有多元化的思維，他涉及

到基督教、回教、佛教、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正是他貢獻於近代中國

佛教的發展階段，被同胞的手裡暗殺了。不可否認，玉觀彬是近現代韓

中佛教交流史中的核心人物，他不僅僅在太虛大師佛教改革運動中，經

濟方面的大力支持者，同時他對於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理念和實踐方

面貢獻更大。可說，他是在近現代韓國第一位「人間佛教」理念的倡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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