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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佛教史研究與高等教育 

——以國立中正大學對於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之

整理與利用為例
∗ 

 

蘇全正＊ 

 

摘要： 

戰後臺灣佛教歷經 1949 年中國佛教會遷臺和復會的影響，走過政

治戒嚴、反共抗俄階段的艱辛與突破困境的努力，以及解嚴後，激盪出

現代臺灣佛教多元與國際化的新佛教文化發展。 

2006年，由於時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淨良法師深感戰後臺灣佛教，

與 1949 年中國佛教會遷臺和復會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加上解

嚴後兩岸佛教的交流與互動日趨頻繁。因此，為期臺灣佛教歷史發展的

實錄與存史，以及增進兩岸佛教交流的互信和瞭解，故與國立中正大學

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的顏尚文、楊維真教授等師生及闞正宗博士合作於

                                                      
＊ 現任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為作者參與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計畫及臺灣佛教通史纂修計畫的研

究成果，承蒙計畫主持人顏尚文教授同意引述部分執行資料，謹此致謝。亦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讓本文得以修訂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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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至 2010 年連續進行該會戰後六十年來，計有三十餘萬件的檔案

之數位掃瞄保存和彙編整理，並於 2010 年發表整理成果及完成戰後中

國佛教會歷屆理監事會會議紀錄的編輯出版，為國內外學術界和兩岸佛

教界所重視。 

以此契機從而讓臺灣佛教研究與國內高等教育結合，除了達到臺灣

佛教檔案史料數位保存的目標，進而培養出多位碩博士研究生以研究臺

灣佛教史為學位論文的發展，注入教史研究的生力軍，開啟臺灣佛教史

研究的新頁。 

 

 

 

 

 

 

關鍵詞：臺灣、佛教、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釋淨良、國立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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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war Taiwanese Buddhist History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on the Doc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File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Relocation to Taiwan 

 

 

Su, Chuan-cheng＊ 

 

ABSTRACT： 

Since the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中國佛教會）relocated to 

Taiwan in 1949, it resumed Buddhist activities, changed its name to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nt through the martial law, 

endured hardship, and broke through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all 

citizens against the Russian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fter martial law 

was lifted, modern Taiwanese Buddhism ventured into a new era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 the association originated from China and out of the progressiv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the cross-strait Buddhist communitie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2006, 

Master Shih Jing-liang （釋淨良）, approached Professors Shang-wen Yen

（顏尚文） and Wei-chen Yang（楊維真） as well as Dr. Cheng-tsung Kan

（闞正宗） for a huge undertaking from 2008-2010 to digitize and study over 

300,000 accounts of material regarding the past six decades of Buddhist 

activities to preserve and document modern Taiwanese Buddhist history.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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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result was published as research papers as well as proceedings of annual 

association meeting minutes since 1949, which were highly valued by 

academia and Buddhis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is project is a perfect collaboration of Taiwanese Buddhist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digitizing Taiwanese Buddhist data, many 

graduate students involved in this project composed theses or dissertations on 

this topic that brought new blood into Buddhist studies and shed new light on 

Taiwanese Buddhist history. 

 

 

 

 

 

Keywords ： Taiwan, Buddhism, Files of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relocation to Taiwan, Ven. Shih Jing-li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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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自中國傳入臺灣約自西元 17 世紀前後，歷荷據、鄭氏治臺時

期、清領、日本殖民統治及戰後，以迄於今，將近四百年。而佛教在臺

的發展與明清漢人移墾社會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聯，不僅展現先民堅

韌的生命力，也建構出臺灣社會特殊的生命觀與價值觀。 

戰後臺灣佛教歷經 1949 年中國佛教會遷臺和復會的影響和政治戒

嚴、反共抗俄階段的艱辛。1960 年代的中國佛教會再經過短暫紛亂和進

行會籍整理和組織重整後，形勢逐漸穩固，會務漸上軌道，而外在的臺

海局勢、政經情勢也趨於穩定，進而確立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地位和奠

定教勢的發展契機。1970 年代，臺灣國際處境轉趨艱鉅，先是 1971 年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接著友邦斷交如潮、也遭遇蔣介石（1887－1975）

總統逝世、中美斷交等打擊與頓挫，此時中國佛教會發揮對內穩定佛教

在臺的發展，展開如護教、傳戒、僧材培育、慈善救濟、文化傳播等事

業，對外則積極扮演著推動宗教外交，籌組佛教友好訪問團，及聯繫國

際友我佛教界，反對中共入聯等國際佛教事業的實踐與付出，達到「共

赴國難」和犧牲奉獻的努力。1980 年代後期，隨著臺灣經濟的好轉，以

及政治解嚴後，臺灣社會的活力漸次釋放，也激盪出現代臺灣佛教多元

與國際化的新內涵，其歷程是值得加以探討與定位。 

然而，臺灣佛教相關研究是晚近十餘年才逐漸開展和受重視，並蔚

為成果，但也凸顯出臺灣佛教史料保存不易，論述受到相當侷限，且國

內高等教育體系佛教史課程開設不足，導致研究人才培養緩慢，以及教

界普遍忽視教史研究、紀錄的重要性等困境。尤其早期中國佛教會及所

屬各級分支教會和政府或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在缺乏一手史料

佐證或遭遇到教界持反對開放教會檔案的情形下，相對的是不易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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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也影響到整體臺灣佛教發展更全面性的觀察和討論，同樣也影響

到臺灣佛教史的研究課題與進程的深化。 

因此，本文旨在就 2006 年，時任中國佛教會第 16 屆理事長的淨良

法師（1934？－）深感戰後臺灣佛教，與 1949 年中國佛教會遷臺和復

會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為期中國佛教會遷臺復會 60 年來的檔

案能夠得到保存與運用，翌年經由闞正宗博士居間聯繫得以委託國立中

正大學歷史學系顏尚文教授主持，將 1949 年中國佛教會遷臺復會以來

的三十餘萬件檔案資料整理計畫的歷程，及與高等教育結合，培養運用

教會檔案進行臺灣佛教史研究的新血輪之時代意義加以探討。 

二、戰後中國佛教會遷臺及其檔案史料價值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傳入中國兩千餘年，官方為了有效管理宗

教建立了僧道官體系，惟民間卻缺乏全國性的佛教組織，以致清末民初

面臨諸多政治對佛教的侵害，乏力以對，投訴無門的慘況，為保護寺產，

提振佛教，始有籌組中國佛教會的倡議。 

（一）中國佛教會的創立與遷臺 

中國佛教會的前身，為民國元年（1912 年）4 月 1 日創立於北京的

「中華佛教總會」，首任會長為寄禪法師（？－1912）。1民國 36 年（1947

年）5 月 26 日，中國佛教會在南京毘廬寺召開首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

並正式立案，臺灣地區係由臺南市開元寺的證光法師（1896－1955）代

                                                      
1 1928 年改名為「中國佛教協會」，由太虛法師（1890－1947）出任理事長；

1929 年正式更名為 「中國佛教會」，並由圓瑛法師（1878－1953）當選為理

事長。見釋印順，《太虛大師年譜》（臺北市：天華出版公司，1978），頁 36。

明暘法師主編，《圓瑛大師年譜》（上海市：上海圓明講堂，1989），頁 67。 



戰後臺灣佛教史研究與高等教育 41 

 

 

表參加，章嘉活佛（1891－1957）被推選為戰後中國佛教會的第一屆理

事長。2 

民國 38 年（1949），國共內戰局勢惡化，發生來臺的大陸僧侶被指

控有匪諜嫌疑，造成從南洋應邀來臺開辦佛學院的慈航（1893－1954）、

學僧律航（1887－1960）、道源（1900－1988）、默如（1906－991）、戒

德（1909－2011）、心悟（生卒年不詳）等 20 餘人，無端遭到逮捕拘禁

的事件，後經白聖（1904－1989）、東初（1908－1977）、大同（生卒年

不詳）、臺籍斌宗（1911－1958）、孫張清揚（1913－1992）、李子寬（1882

－1973）、丁俊生（生卒年不詳）、董正之（1910－1989）等僧俗極力

奔走下，最終才被釋放。有鑑於此，因國共內戰轉趨劣勢，國民政府於

當年 11 月遷臺後，白聖、東初、南亭（1900－1982）、李子寬等遂在白

聖法師住持的臺北市十普寺成立「中國佛教會臺北辦事處」，以復會名

義綜理會務，及解決大陸僧侶來臺等諸多問題，並經呈報內政部奉准復

會，並依規定每年舉辦會員代表大會，而全臺各縣市佛教支會也陸續成

立，3使得此後中國佛教會成為戒嚴時期臺灣佛教界的中央級教會，

具指導和支配地位，並配合政府的反共政策，深具影響力與歷史

特殊性。 

（二）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的史料價值 

中國佛教會自 1949 年遷臺復會後累積相當數量的檔案資料，並將

原檔案存放在兩間大小檔案室內，經分門別類並編代表號且有系統的管

理和保存，藉由原檔案目錄和檔案號可以得知：A 大檔案室的檔案內容，

                                                      
2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臺北市：海潮音雜誌社，1995），頁 271。

目前中國佛教會邁向第 19 屆理監事會，由淨耀法師擔任理事長。 
3 釋妙然主編，《民國佛教大事年紀》，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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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國佛教會第 2-14 屆理監事會的會議紀錄、編印的歷年年鑑（民國

38～87 年）、教會行政的人事組織、會務、會籍、財務、稅務、寺產整

理、傳戒法務、弘法衛教、申請出入境證明、國際佛教往來，及推行教

育文化、慈善公益、社會活動、佛教禮儀、其他等，共計 18 大類，有

檔案 304 卷。其中有教會人事、寺產整理、中國佛教會及所屬各分支會

概況簡介、傳戒名冊與戒牒補發；團體或個人會籍申請、仁王獎學金申

請資料等檔案較具特色。又如反共聯盟資料，反映出中國佛教會在戒嚴

時期扮演著重要的反共先鋒角色，樂觀（1902－1987）、道安（1907－

1977）、白聖等成為知名的愛國反共僧人，常應邀出席亞盟、世盟反共

大會致詞演說。4  

B 小檔案室所典藏的檔案，經整理結果得知：包括中國佛教會第 13

～15 屆理監事會的會議紀錄、編印第 2 至 15 屆理監事簡歷冊；教會行

政的組織、人事、會務、會籍、財務、稅務；寺產整理、傳戒法務、弘

法衛教、所屬教會、國際佛教往來，及推行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社會

活動、佛教禮儀、其他等，共計 18 大類，有檔案 382 卷。其中較具特

色的：有國際佛教的檔案、有戒嚴時期推動世界佛教友誼會友我國家的

結盟；鞏固邦交的中日、韓、印、馬、泰、菲、美、英等國佛教文化交

流；解嚴後的兩岸佛教文化交流、大陸地區宗教組織及相關機構現況分

析之研究、達賴喇嘛（1935－）來臺弘法活動全案、佛教與天主教文化

交流剪報資料等。慈善公益類檔案有 921 震災後有關處理事務專案、辦

理冬令救濟活動、支援大陸同胞民主及捐獻運動、救助衣索匹亞災民運

                                                      
4 釋樂觀，《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臺北縣：釋樂觀，1978），頁 171-176。道

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道安法師遺集（十一）》（臺北市：道安法師紀念會，

1980），頁 3096；3152。闞正宗，《中國佛教會在臺灣——漢傳佛教的延續與

開展》（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09），頁 35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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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等。而推行社會活動類檔案則有：推舉好人好事運動文件、舉辦愛國捐

獻勞軍活動、參加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三民主義統一大同盟。弘法

佈教類有：舉辦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50 週年啟建冥陽兩利大法會、啟建

仁王護國大法會、組團赴東南亞弘法訪問、慶祝佛誕節活動等。教育文

化類檔案，如籌設佛教大學案、外籍人士來臺就讀佛學院之簽證居留問

題案等（見表 1：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的典藏和類別一覽表）。5 

大、小檔案室共有 692 卷檔案，總頁數達 30 萬餘張。是瞭解與研

究臺灣社會從政治戒嚴時期到解嚴之後，中國佛教會及所屬直轄市、縣

（市）各佛教分支會於推動會務發展和影響，並從依附黨政關係，支持

反共、戮力宗教外交推動，再到自主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6 

表 1：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的典藏和類別一覽表 

                                                      
5 蘇全正參加執行〈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計畫案工作紀錄〉，（未刊稿，2007

年），頁 1-2。 
6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頁

347-357。 

A 大檔案室 B 小檔案室 

類別編號 類別 類別編號 類別 

01 組織 01 組織 

02 人事 02 人事 

03 總務 03 總務 

04 會務 04 會務 

05 出入境證明 05 所屬教會 

06 弘法佈教 06 弘法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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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據蘇全正參加執行〈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計畫案工作

紀錄〉，（未刊稿，2007 年）。蘇全正整理製表。 

三、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與中國佛教會遷臺

檔案整理研究成果 

面對浩瀚龐雜的檔案，其實在沒有相關檔案整理、解讀經驗下，尤

其是罕見且全世界唯一的一套，中國佛教會遷臺 60 年的教會檔案，是

既令人期待且憂心的，所以參與整理過程無不戰戰兢兢，承受時間與任

務壓力，並體現「做中學」的意涵。 

（一）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數位化計畫案的緣起與開展 

07 教育文化 07 教育文化 

08 衛教 08 衛教 

09 寺產整理 09 寺產整理 

10 慈善公益 10 慈善公益 

11 國際佛教 11 國際佛教 

12 推行社會活動 12 推行社會活動 

13 佛教禮儀 13 佛教禮儀 

14 會籍 14 會籍 

15 財務 15 財務 

16 法務 16 法務 

17 稅務 17 稅務 

18 其他 18 其他 

數量 304 卷 數量 38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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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數位化計畫案，是在 2006 年淨良法師7擔

任中國佛教會第 16 屆理事長任內，鑒於中國佛教會遷臺已屆 60 年，這

段史實成為戰後臺灣史的一環及兩岸開放後佛教交流的重要見證，也是

臺灣佛教從政治戒嚴時期到解嚴之後，由依附到自主發展，並朝國際發

展的完整記錄。因此，基於保存史料與教史研究，決定全面加以整理和

掃描數位化。起初，淨良法師是要委由，當時在中國佛教會協助會務工

作的，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闞正宗先生，進行檔案整理

工作，但基於檔案數量龐大，考量需要對檔案史料的整理作業熟悉，又

需具備佛教研究專長及相當人力、物力投入，遂舉薦委託當時任教於國

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專研中國中古佛教史與臺灣佛教史的顏

尚文教授承接是項計畫。顏尚文教授在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開設有「臺

灣宗教社會史專題（一）、（二）」、「臺灣宗教史料導讀（一）、（二）」、「臺

灣宗教史專題（一）、（二）」等課程，及指導多位碩博士研究生撰寫宗

教史研究的相關論文。8 

國立中正大學文學院於 2006 年，榮獲教育部第一梯次「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的補助，成立以歷史系為主導的「臺灣

                                                      
7 淨良法師，法名果忠，字淨良，號壽光樓主、逸雲山人。福建福安人。1946

年出家，1949 年來臺。曾任中國佛教會第 15-16 屆理事長、臺北縣佛教會理

事長、北投彌陀寺、三重佛教講堂、高雄佛教道場住持、財團法人彌陀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人文佛教出版社創辦人等職。現為退居和尚，其在中佛會理

事長任內推動《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計畫》，並致力於兩岸佛教的交流與進行

人文佛教的推展。參見堅如編撰，〈歷屆理事長：淨良長老〉，《中國佛教會

95 年度網站專輯》（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09），頁 50-51。 
8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http://depthis.ccu.edu.tw/research_essay.html，

檢索日期：2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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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中心」，致力於臺灣雲嘉地區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遷移」及「族

群互動與文化認同」兩大研究主軸，顏尚文教授亦基於前述臺灣佛教發

展的特殊性，召集所指導的碩、博士研究生而成立研究社群，與蒐集眾

多宗教文獻史料，成為重要典藏和研究特色之一。故於 2007 年 11 月 30

日舉辦「臺灣宗教史學術研討會」暨「臺灣傳統宗教書畫精選展」，深

受各界矚目和肯定。 

以此基礎，淨良法師為期臺灣佛教歷史發展的實錄與存史，以及增

進兩岸佛教交流的互信和瞭解，遂與國立中正大學歷史學系暨研究所顏

尚文、楊維真教授及闞正宗博士，師生共計 9 人參與合作，並正式簽約

委託於 2008 年至 2010 年連續三期進行該會戰後 60 年來，計有 30 餘萬

件的檔案之數位掃瞄保存和彙編整理工作。9 

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數位化計畫的進行分成三大階段。首先，

由助理 1 人派駐中國佛教會，帶領義工進行大、小檔案室，共計 692 卷

檔案，每一頁之翻拍工作。其次，將全數翻拍完成的影像檔資料送回國

立中正大學歷史學系，由助理按原大、小檔案室的檔案編號順序，將數

位檔案對應到新檔案編碼後，由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進行逐頁標題下

定義的登錄繕打工作。初步完成的每件檔案主標題下標資料，再由參與

研究團隊的研究生，進行詞條複閱與修訂作業；為確保計畫順利執行，

團隊成員每週召開工作會議，報告複閱時遇到的問題和工作進度。第三

階段是以選擇主題方式彙編檔案專輯，如以歷屆理監事會檔案的彙編工

作，每個人負責兩屆次的檔案整理與校對，編排後依每屆次檔案內容與

特色撰寫〈導言〉，完成檔案影像彙編和目錄製作。 

                                                      
9 參見顏尚文計畫主持、楊維真協同主持，《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計畫‧第 1、

2、3 期》（臺北市：中國佛教會委託，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執行，

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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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精進團隊的研究能量和對臺灣佛教發展史的認識，向教育

部申請《道安法師日記經典研讀計畫》通過，每個月進行研讀《道安法

師遺集》計畫。10綜觀，團隊整體的整理和編纂過程是相當繁瑣與艱辛，

藉由編修過程教學相長並累積實務經驗，以奠定佛教檔案史料的研讀考

訂之基礎能力。 

（二）《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計畫案》之檔案整理數位化成果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的計畫團隊執行期間，自 2009 年 2 月 28 日

起，至中國佛教會辦理該會文獻檔案編審委員會編輯小組第一次工作會

議暨 2 月份讀書會，並完成第 1 屆至第 13 屆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編

輯解讀完成。11為展現計畫團隊檔案整理部分成果和研究能量，同年 7

月 18-19 日，應邀參加中國佛教會假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主辦的，「中

國佛教會遷臺 60 週年──民國高僧學術研討會」，計有闞正宗、楊書濠、

蘇全正、陳雯宜、鍾志誠、羅玫讌及助理黃慧茹共 7 人發表論文，計畫

主持人顏尚文教授則專題演講：「中國佛教會遷臺及其發展初探

（1949-2008）」，初步展現團隊堅實的研究能力。12 

                                                      
10 顏尚文計畫主持、楊維真、蘇全正、楊書濠、陳雯宜共同主持，《道安法師

日記經典研讀計畫》（臺北市：教育部核定補助【99 年度「教育部補助推動

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A 類計畫」】，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執行，

2010.08-2011.01.31）。 
11 參見堅如編撰，〈本會文獻檔案編審召開首次研讀會議〉，《中國佛教會 98 年

度網站專輯》（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頁 40-41。 
12 闞正宗，〈本圓和尚與凌雲禪寺〉；楊書濠，〈白聖法師與在台復會後之中國

佛教會〉；蘇全正，〈任重道遠、雲淡風清——以道源長老擔任中國佛教會第

五屆理事長為中心之探討〉；陳雯宜，〈第十九世章嘉大師與戰後中國佛教會

的發展〉；鍾志誠，〈斌宗法師與臺灣佛教〉；羅玫讌，〈覺力禪師與臺灣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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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編纂計畫工作，已接近完成，為展現

歷經 3 年的檔案整理、研讀之豐碩成果，遂於 2010 年 6 月 13 日，在中

國佛教會 3 樓舉辦「2010 中國佛教會檔案成果學術研討會」，由計畫主

持人顏尚文發表專題演說：「中國佛教會檔案的整理與臺灣佛教的永續

發展」，團隊成員闞正宗、鍾志誠、陳雯宜、戴竹筠、蘇全正、楊書濠

等人分別發表論文〈玄奘頂骨來臺與玄奘寺建寺〉、〈嘉義縣支會與地區

寺廟發展概論〉、〈戰後臺灣的中國佛教會會址之建立〉、〈解嚴後中國佛

教會對書刊報紙及影劇的護教行動〉、〈霧峰林家與臺灣佛教〉、〈解嚴前

後國民黨在人民團體內的活動〉等議題，邀請多位各縣市理監事、宗教

界代表、學者與談，如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圓宗法師、常務理事本覺法

師、臺北市佛教會理事長明光法師、屏東縣佛教會理事長見引法師及一

貫道蕭秘書長也應邀出席；13學界則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

教授等擔任與談人等，整理成果深受教界內外和學界所重視。 

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整理數位化計畫工作，總共編修四個主題，即

歷屆理監事會議紀錄系列，自第 1 屆至第 14 屆共輯錄 28 冊及正式出版。

（參見圖 1）另三個主題為〈仁王護國法會〉和〈申請仁王獎學金〉，及

〈921 震災相關公文與會議記錄資料〉，但最後三件專輯卻因故均未能出

版。14     

                                                                                                                             

法雲禪寺〉；黃慧茹，〈廣欽法師的生平、行持、理念及其延續〉，參見堅如

編撰，〈本會遷台六十周年  特舉辦學術研討會〉，《中國佛教會 98 年度網站

專輯》（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頁 93-109。 
13 佛衛電視台，http://rsbc.ehosting.com.tw/bts/news10-06.htm，檢索日期：

2020.04.30。 
14 出版前夕，中國佛教會遭遇到來自地方教會的行文反對出版。幾經協調，最

後僅剩歷屆會議  紀錄系列，將涉及到教界不名譽事件或個人隱私的部分，

作遮蓋處理後才付梓，並由第 16 屆理監事會議做出決議，將檔案銷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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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發表整理成果及完成戰後中國佛教會，歷屆理監事會會議紀

錄的編輯出版，為國內外學術界和兩岸佛教界所重視。 

 

 

 

 

 

 

 

 

 

圖 1：《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一） 會議紀錄系列（三）第二冊 中

國佛教會第六屆會議記錄（上）》書影，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年

9 月。蘇全正提供、拍攝。 

（三）檔案整理計畫研究能量的延續與臺灣佛教史研究人才

培育 

2009 年淨良法師辭卸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後，仍持續關懷臺灣佛教發

展及兩岸佛教交流，其為彰顯佛法立足臺灣四百餘年、進而弘揚至世界

的歷程。遂於 2011 年經由其主持的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繼續委

託顏尚文教授及其領導的原中國佛教會檔案整理小組為基礎籌組撰寫

小組，著手編寫臺灣首部《臺灣佛教通史》，原編纂計畫初擬之體例是

                                                                                                                             

才平息風波。〈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計畫團隊工作會議聯繫紀錄〉（未刊稿，

20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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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六卷。其後，因體例架構和各主題，經團隊多次討論後內容擴大，並

向外邀請國內佛教史研究學者——侯坤宏、黃運喜、李玉珍、陳劍鍠、

陳清香、黃英傑等人加入團隊參與撰寫，並定期於北投彌陀寺召開工作

會議，進行討論和進度報告。最後，《臺灣佛教通史》確定全帙規模共

八卷，比照志書纂修規制，由淨良法師擔任發行人，北投彌陀寺住持釋

堅如為主修，顏尚文為總編纂，副總編纂為楊維真、闞正宗，各卷主編

者為編纂，各卷撰稿人為協纂（參見表 2）。 

表 2：《臺灣佛教通史》各卷主編一覽表 

資料來源：顏尚文提供、蘇全正整理製表。 

    研究團隊經過討論之後，為了精進研究能量和傳達彼此最新研究

動態及創見的訊息分享，決定參考日本學界，如印度學、東亞佛教或東

卷數 主題 主編者 

中國佛教會

檔案整理編

纂成員 

第一卷 明清時期漢傳佛教的傳入 闞正宗 是 

第二卷 日本佛教宗派的傳入與本土法派

的崛起 

闞正宗 是 

第三卷 日本殖民社會下佛教的轉型 闞正宗 是 

第四卷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運作 黃運喜、蘇全正 否/是 

第五卷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開展 蘇全正、楊書濠 是/是 

第六卷 臺灣顯密南傳佛教暨寺院經濟 蘇全正 是 

第七卷 當代臺灣漢傳佛教的寺院與人物 李玉珍 否 

第八卷 當代臺灣佛教的多元發展 侯坤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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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史學研究等學術社群，定期發行研究通訊，提供社群成員發表各自的

研究現況或最新的研究觀點、議題、新史料、出版及活動等資訊的交流

與分享，議決將此刊物定名為《臺灣佛教研究》（參見圖 2），研究旨趣

為以「研究近代東亞佛教發展，特別是與臺灣有交涉之佛教史」，主要

內容包括史料史學、關鍵研究、教界活動、學刊介紹、書評導讀、田野

報告、學術活動等。15並採半年刊方式，於一年的 6 月、12 月出版兩期，

由團隊成員輪流擔任主編，經費來源則由研究同仁贊助；而為了海內外

研究者、教內僧俗及有興趣的讀者投稿或索閱的聯繫，暫時以闞正宗博

士負責的菩提長青雜誌社作為通訊地址。初期編輯委員有臺灣的佛教研

究學者——顏尚文、闞正宗、侯坤宏、黃運喜、江燦騰、陳劍鍠等 11

人，日本方面的佛教研究學者，有大谷榮一、五十嵐真子、松金公正、

坂井田夕起子、柴田幹夫、槻木瑞生等 11 人。16至 2016 年，編輯委員

陣容擴大，計有臺灣的學者 12 位，日本研究者有 12 名、韓國學者 1 人、

中國學者 1 人17，對於近代東亞佛教發展的研究和訊息流通，有著一定

的影響和貢獻。茲將《臺灣佛教研究》各卷期主編和出版日期整理製表，

如下表 3： 

 

 

                                                      
15 參見闞正宗主編，〈本刊啟事〉，《臺灣佛教研究》第一卷第一期（新北市：菩

提長青雜誌社，2012 年 6 月），頁 36。 
16 參見闞正宗主編，〈本研究編輯委員〉，《臺灣佛教研究》第一卷第一期（2012

年 6 月），頁 35。 
17 中國學者趙東明博士為由臺灣赴華東師範大學任教。闞正宗主編，〈本研究

編輯委員〉，《臺灣佛教研究》第五卷第二期（2016 年 12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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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灣佛教研究》書影。蘇全正提供、拍攝。 

表 3：《臺灣佛教研究》各期主編一覽表 

卷期 主編 發行日期

中國佛教

會檔案整

理計畫成

員 

臺灣佛教

通史纂修

計畫成員

國內外編

輯委員 

第一卷 

第一期 
闞正宗 2012.06 是 是 國內 

第一卷 

第二期 
闞正宗 2012.12 是 是 國內 

第二卷 

第一期 
侯坤宏 2013.06 否 是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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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二期 
侯坤宏 2013.12 否 是 國內 

第三卷 

第一期 
蘇全正 2014.06 是 是 國內 

第三卷 

第二期 
蘇全正 2014.12 是 是 國內 

第四卷 

第一期 
黃運喜 2015.06 否 是 國內 

第四卷 

第二期 
黃運喜 2015.12 否 是 國內 

第五卷 

第一期 
闞正宗 2016.06 是 是 國內 

第五卷 

第二期 
闞正宗 2016.12 是 是 國內 

第六卷 

第一期 
闞正宗 2017.06 是 是 國內 

第六卷 

第二期 
闞正宗 2017.12 是 是 國內 

第七卷 

第一期 
闞正宗 2018.06 是 是 國內 

第七卷 

第二期 
闞正宗 2018.12 是 是 國內 

第八卷 

第一期 
闞正宗 2019.06 是 是 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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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第二期 
闞正宗 2019.12 是 是 國內 

第九卷 

第一期 
闞正宗 2020.06 是 是 國內 

資料來源：蘇全正整理製表 2020.07.07。 

    其後經過數年努力，《臺灣佛教通史》撰寫工作已累積相當研究成

果，原編撰小組的研究生亦陸續完成與臺灣佛教史研究有關的博、碩士

學位論文（參見表 4）。其中 2009 年，楊書濠通過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學位口試的論文〈從戒嚴到解嚴──中國佛教會在臺灣政教關係中

的挑戰與發展〉，是研究群第一本充分運用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所完成

的博士論文，隨後於翌年獲得中國佛教會正式出版的專書。18其次，2014

年陳雯宜的博士論文〈中國佛教會在臺灣的組織發展（1949-2010）〉、2015

年鍾智誠的博士論文〈臺灣佛教興辦中等以上學校的發展（1915-2013）〉，

都是接續使用中國佛教會檔案整理所完成的博士論文。其餘的碩、博士

論文內容則或多或少，有參考中國佛教會檔案的部分資料。19 

表 4：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運用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研究博碩士論

文一覽表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畢業日期 論文類別 檔案成員 

楊書濠 

從戒嚴到解嚴──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

政教關係中的挑戰

顏尚文 2009.07 博士論文 是 

                                                      
18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19 見〈表 4：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運用中國佛教會遷臺檔案研究博碩士論

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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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 

蘇全正 

臺 灣 佛 教 與 家 族

──以霧峰林家為

中心之研究 

顏尚文 2011.07 博士論文 是 

李佳振 

臺灣佛教寺院、僧

尼分布的發展與變

遷──以《同戒錄》

為中心

（1949-1987） 

顏尚文、

楊維真
2014.01 博士論文 是 

陳雯宜 

中國佛教會在臺灣

的組織發展

（1949-2010） 

顏尚文、

楊維真
2014.07 博士論文 是 

鍾智誠 

臺灣佛教興辦中等

以上學校的發展

（1915-2013） 

顏尚文 2015.07 博士論文 是 

羅玫讌 

臺灣大湖法雲寺派

的發展

（1908-1960） 

顏尚文 2009.07 碩士論文

否/道安

日記讀書

會成員 

戴竹筠 

中國佛教界對「戒

淫思想」的弘揚與

維護（1949-1990）

顏尚文 2011.07 碩士論文 是 

黃慧茹 

白聖法師與中國佛

教會在臺灣的經營

（1949-1963） 

顏尚文 2012.07 碩士論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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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蘇全正整理自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http://depthis.ccu.edu.tw/research_essay.html，檢索日期：2020/4/5。 

    有鑑於前述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陸續培養出，相關臺灣佛教研究人

力和參與纂修的《臺灣佛教通史》已達一定進度的成果，遂於 2014 年 6

月 27 日，假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佛教──歷史

與人物」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團隊成員 14 人就臺灣佛教的，歷史與人

物發表研究論文（參見表 5），並邀請淨良法師發表專題演講，題目為：

「兩岸佛教交流與發展的歷史展望」，會中各篇論文的與談人及僧俗二

眾學員討論熱烈，獲得廣大迴響。其後為力求研究內容的嚴謹覈實和配

合《臺灣佛教通史》各卷撰述，經送請匿名雙重外審後及五年的充分修

訂努力，《臺灣佛教的歷史與人物》全書始修訂完竣。 

  本書計收錄淨良法師的專題演講特稿和 13 篇論文，並依撰述內容

分為上篇歷史篇和下篇人物篇，將臺灣佛教百年來的教史、教理、教會

組織、佛教女性、佛教高等教育、寺院經濟、兩岸佛教互動及南傳佛教

禪修活動，在臺的發展和傳佈等議題做一完整的源流整理與探討，並開

啟佛教僧俗人物的思想、行誼與事蹟、影響等研究的新頁。20 

表 5：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主辦「臺灣佛教──歷史與人物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一覽表（以論文發表先後排序） 

                                                      
20 淨良長老等撰稿，淨良長老、楊維真、蘇全正主編，《臺灣佛教的歷史與人

物》（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財團法人彌陀文教基金會、人文佛

教出版社共同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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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論文題目 

中國佛教會

檔案整理編

纂成員 

臺灣佛教通

史纂修成員

校內/外身

分 

侯坤宏 

從敵對到和解：

兩岸佛教關係發

展（1949–2014）

否 是 校外 

陳劍鍠 

彌 陀 淨 土 法 門

「帶業」與「消

業」往生的論爭

否 是 校外 

李玉珍 

戰後臺灣比丘尼

身分的發展與定

位 

否 是 校外 

黃英傑 

南傳佛教在臺灣

的發展──兼論

其禪法特色 

否 是 校外 

楊書濠 
道安法師與《獅

子吼》 
是 是 校內 

陳雯宜 

中國佛教會來臺

初期的領導群與

組織（1949-1960）

是 是 校內 

鍾智誠 

中國佛教會與臺

灣 高 等 教 育 發

展：以玄奘大學

成立為例 

是 是 校內 

李佳振、 

徐茂炫 

臺灣佛寺建造與

經濟發展之關係

（1945-1987） 

是/否 是/否 校內/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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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蘇全正整理製表。 

四、結論 

    戰後中國佛教會在臺灣復會，逐步建構中央到地方的教會行政體系

與運作機制。而臺灣佛教歷經反共抗俄時代的政治戒嚴體制，無法置身

事外，被動參與「共赴國難」及堅決反共立場，扮演反共先鋒的角色。

尤其執政者透過黨團組織運作掌控中國佛教會的會務運作，形成解嚴前

依附、從屬的發展特色。21因此，對內擁護「仁王」和舉辦護國息災法

會，對外推動宗教外交的努力，遂成為中國佛教會與臺灣佛教界在臺灣

國際處境艱難之際，配合時局的宗教團結與忠誠的展現，目的是在宗教

                                                      
21 參見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臺北市：中國佛教會，2010），

頁 229-278。 

蘇全正 連橫的佛教研究 是 是 校內 

闞正宗 
兒玉源太郎與臨

濟、真宗僧侶 
是 是 校外 

陳清香 
妙禪法師的生平

履歷再考 
否 是 校外 

楊維真 
趙恆惕居士與戰

後臺灣佛教 
是 是 校內 

顏尚文 

懺雲法師《大乘

起信論》的「科

判架構」初探 

是 是 校內 

黃運喜 

會性法師講座中

所流露的生平史

料 

否 是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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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限縮管控下，換取最大的自由與運作空間，但並非全然失去自我。22 

    綜觀臺灣佛教走過艱難的 1960-1970 年代，在動盪不安的兩岸對峙

的政治局勢中，站在關鍵年代的中國佛教會引領和見證了戰後臺灣佛教

發展的艱辛與突破困境的努力。整體上中國佛教會在國內的政治處境，

處於被動和受支配的從屬角色，也突顯出戒嚴時期中國佛教會在教勢發

展方面，缺乏自主性的內在困境，尤其在 1987 年臺灣政治解嚴之後，

中國佛教會在教界的聲譽和領導地位，卻備受來自教界內部的挑戰而趨

向式微。23 

    因此，中國佛教會的會務推動和社會參與，可說是與戰後臺灣的歷

史發展相表裡，應當有其該有的歷史評價和定位，而中國佛教會在臺灣

復會 60 餘年的檔案之整理彙編工作，即在喚起大家對這段歷史的重視。

雖然最終遭到教界保守勢力的阻撓，檔案被迫聲明銷毀，卻凸顯出教史   

研究的刻不容緩及臺灣佛教史的特殊性。此外，中國佛教會的檔案整理

彙編計畫，也促進高等教育體系中臺灣佛教史的研究人才培育，其專業

學術社群的形成與跨領域研究則持續發展中，值得後續觀察研究。 

 

 

 

 

 

                                                      
22 白聖長老，《白聖長老日記（一）：民國五十四年八月至十二月；民國五十五

年元月至十二月》（臺北市：白聖長老紀念會，2009 年修訂再版），頁 391-472。 
23 楊書濠，《從戒嚴到解嚴的中國佛教會》，頁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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