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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客還家是主人 

─1958 年前後的游雲山居士與曉雲法師 

釋仁朗 

前言 

所有法師皆由居士轉變而成，綜觀歷代祖師，雖有不少童貞出家者，然在社會上

已有極高成就而後出家者，亦復不在少數；姑不論居士或法師，世人成就之關鍵

所在，當在先天的生命特質，以及後天的念願與作為。 

曉雲法師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於一身，出家前是一位頗富盛名的藝 

術家，出家後不只是藝術家，也是一位教育家，更是般若禪行者。畢生恆念「淑

世難忘德育荒」，不僅著作等身、畫作無數，且願盡形壽獻身命於教育，出家前

後先在港九推動佛教藝文志業、創辦中小學；隨後受聘來台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

藝術、哲學兩研究所，同時創辦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再為兩千年中國

佛教首創第一所社會大學─華梵工學院(已改制為華梵大學)，為佛教貢獻社會樹

立新里程碑。 

法師雖然最終以出家身份成就更大人間事功，實則出家之前已然具足居士根基與

素養，她出身佛教世家，性嗜藝術、文學，自幼好學深思，喜探討人生哲理，閱

讀、沉思與寫作終生不輟，四十七歲出家當時，佛學造詣已極精湛，人生閱歷相

當豐富，且曾多處參方、遊學，尤其既已完成寰宇周行壯舉，對於死生大事的安

排、法身性命的安頓，當然也是透過不斷反觀自照，以及修行自持之後的抉擇，

那是懷抱崇高人生理想的出家。 

本文探討曉雲法師於 1958 年出家前後，由居士而成為法師的心理轉折與過程，

亦即如何以世間有為法而成就出世間的菩薩道，略窺其出家過程與願景，乃至出

家後一切功果，藉此世界佛教居士論壇機會，以此主題表彰一代大師行誼，作為

學佛、修行乃至出家的典範。 

 

壹、 曉雲法師簡介 

曉雲法師(1912-2004 年)，俗名游雲山，別號青峰，廣東南海人，民國 2 年， 

誕生於廣州市近郊花地鄉；乳名阿崧，初學名婉芬，又名韻珊、雲山。法師生長 

於幸福美滿的佛教家庭，幼承庭訓，自幼篤信佛教，從小得父母的鍾愛與呵護， 

從她本身對幼年時代生活的片段追憶，不難窺知其大概，對於與母親之間的互動，

更顯見孝順與親切，濃密親情的刻畫尤其生動。幼年就讀私塾學館，專攻四書古

籍、詩詞、文賦，從《千家詩》到唐宋名家的詩詞，均能引起她對詩境的追求；

畢業於香港麗精美術學院全科及研究所，任教於聖保祿中學、香港麗澤女子中學，並投

入嶺南畫祖高劍父先生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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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抗日戰爭時局動不安，也培養出她的寬廣視野與丈夫氣慨，於 1947-1951 年，歷

經中國廣東、廣西、四川，並經東南亞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而到印度，於

先地尼克坦泰戈爾大學任教四年，並學習印度繪畫藝術，期間曾赴阿姜塔石窟臨摹佛教

壁畫，並參訪佛陀聖地，最後到南印度阿羅頻多學院，靜修十個月之後返回香港；在港

五年期間，創辦原泉出版社、香港雲門學園、慧仁、慧泉小學徙置區學校，任教寶覺女

子中學、東蓮覺院。1956-1958 年自菲律賓啟程，展開環宇周行。 

1966 年應聘返國任教中國文化學院哲學、藝術兩研究所，兼任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自

此即定居台灣，也開創了法師對佛教文化、藝術與教育的貢獻。1970 年於陽明山永明

寺創辦蓮華學佛園，並擔任導師；1974 年創辦「清涼藝展」紀念佛誕，首屆於省立博物

館展出；1980 年創辦華梵佛學研究所，傳揚天台教義；1990 年籌設中國佛教史上第一

所社會大學華梵工學院；1997 年 12 月 29 日榮獲國家最高榮譽行政院文化獎；2004 

年 10 月 15 日，於慈蓮苑般若堂安祥示寂。 

貳、 出家前的經歷 

一、西南行四年（1941─1945 年） 

1940 年之前，法師大多在廣州及香港學畫、教畫，很少遠行，至 1941 年，因中

國對日抗戰，波及香港、九龍，情勢險惡，為了避難，即取道廣州灣，赴廣西至

鬱林、桂林、陽朔等地。 

1942 年春抵四川，特別於南華寺拜謁虛老和尚，再赴湖南南嶽，經長沙返桂林；

再經金城江、貴陽、重慶，年底停留成都。 

1943 年於成都青城山小住時，因得聞其父與兩位妹妹去世消息，故赴靈巖寺月

餘，從嘉定登峨嵋山金頂，經江津，住重慶月餘至貴陽。 

1944 年春，赴桂林寓鬱林，至次年 8 月戰爭結束返回廣州。 

二、東南行六年（1946─1951 年） 

1946 年春，獨居廣州西郊增溪半年，赴崖門兩個月、惠州三個月，秋至龍州國

立華僑三中教書一年半；1947 年秋出鎮南關，經同登、諒山，取道越南河內、

西貢，至緬甸金邊，又赴柬埔寨賞吳哥窟石刻；後經新加坡到馬來西亞，經吉隆

坡至怡保。 

1947 年由檳城搭船至印度，先至加爾各答，再到先地尼克坦，任教於泰戈戈爾

大學，教授中國繪畫，並親近難陀婆藪學習印度繪畫藝術，期間曾赴大吉嶺寫喜

馬拉雅山(雪藏之家)，並赴阿姜塔石窟描寫佛畫月餘，參訪佛陀聖蹟鹿野苑、靈

鷲山及那難陀等地；1951 年抵達南印度阿羅頻多修道院，並停留十一個月，冬

天返回香港。1 

三、1956─1958 年之環宇周行 

由印度返回香港之後，居住了六年，又於 1956 年啟程作寰宇周行之旅，此行約

經三十二個月，遊歷菲律賓、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比利時、英國、荷蘭、

                                                        
1曉雲法師著，《東西南行散記》台北泉出版社，1998 年出版。以下揭列曉雲法師著作，收錄於

「流光集叢書」，皆由法師 1955年未出家前在香港所創辦、1981年在台註冊之原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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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印度、暹邏等十九

國。 

1956 年 5 月 18 日晚間航抵菲律賓；秋，抵東京，9 月 24-28 日東京畫展； 10

月 2 日自橫濱搭船， 10 月 16 日到美國羅省。時間上大約 10 月 23 日三藩市、

11 月 14 日芝加哥、12 月 2-5 日在華盛頓舉辦畫展。1957 年：抵法國，8 月在西

德演講，10 月 18-30 日在巴黎舉行畫展。 

1958年：1月 7至 15日馬德里畫展；6 月 25 日至 7月 2日於比利時畫展，9月

15日〈別了義大利〉；10月遊希臘，5日至 27 在雅典愛琴海；10月 28日赴土耳

其，11月 12日，以即將返國，預將畫作分送，作脫俗出家打算；12月初冬於伊

朗德黑蘭，12月 5日航伊拉克巴格達內亂未入，因意外而降落米索布達，後飛

南印打拉斯經巴勒斯坦到印度，再經暹邏返回香港。2 

    1958 年底，法師在寰宇周行最後的回港行程，經過印度落髮出家，這一年

是游雲山女士，以居士身份經四十七年的歷練而後出家；1958 年也是曉雲法師

以出家身份，開啟了個人修行的更高境界，同時對中國佛教文化、藝術、教育，

作出開創性的許多貢獻。 

 

參、 出家動機發萌與因緣 

法師因從小好靜、喜沉思，秉持獨立特行之特質，由於對藝術、詩詞世界的喜好，

培養人生高遠超逸之境界；尤其從小家庭即有佛教信仰背景，培養了對佛菩薩堅

定的信念。她提到信仰有不可思議的支持力量，每當心一難過、一有什麼可怕時，

就念觀音菩薩，當時真是心心不離觀音菩薩，觀想觀音菩薩有柳枝淨水，有了這

信心，走路時如繞佛念佛，雖然覺得很累，但是我當做修行。讀到高僧傳便知所

謂「芒鞋踏破」；在畫論也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雖未讀萬卷書，但是我也

得學行萬里路。佛教說信、願、行，的確可以改換人的個性，也可改造環境，可

以堅定人的心念，可以創造人的生活。改變的個性幾乎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感

覺有了正信的宗教信仰，無論什麼艱難，比較易於度過，換句話說「化難為易」

的觀念可以堅定自己的心力、行力、願力。深深感受，這娑婆世界順逆境皆有。

不過，人總要含藏，好景時不要自誇，逆境時也需忍耐。3 

由於對佛教的信念，她也一心準備去佛國，並相信將來一定會依止佛門，做一真

真正正的出家人，心裏早已有所皈依， 

法師對於前輩高僧大德極其敬仰，常稱弘一大師為前行者，對於前賢的風 

範十分讚揚，曾經提到對出家的不同想法，如是說： 

 

                                                        
2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前後》。 
 
3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前後‧ 戰火連天的西南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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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雲老和尚當年出家是逃父命的；弘一大師是割愛逃禪，我又何可留連半

點牽繫，蓋我已早斷早割一切矣！雖然不斷有關心我要出家的朋友來信，

勸切勿放下居士身，以任此時宏法任務。但我必有一主宰，現什麼身份，

其志不移者。4 

 

法師真正發心出家的念頭，並作確切的打算是 1941 年之時，當時因抗日流離，

逃至西南半壁的大後方，國難流離使人神傷，由於在曲江南華寺參拜虛雲老和尚

的經歷，發起內心的法喜；然而深感人生無常，桂林山水甲天下，時時遊行於山

澗崖下，法師深愛藝術，尤其喜讀禪詩，常以「自從識得曹溪路，了如生死不相

干」，〈永嘉證道歌〉禪偈謹記在心中，似可認路還家之感。5 

民國三十一年到四川成都，忽聞父亡雙妹死之悲痛；離開四川前，經由梁又銘畫

家陪同到當地大道場十方堂，偶一觸機，即日便皈依住持昌圓老法師，當時皈依

戒牒亦由隆蓮女法師填寫。十方堂為成都大叢林之一，昌老為四川佛教會主席，

戒行精嚴、年七十餘，健步山行，弟子數萬。6 

皈依後在靈嚴山寺小住，該處確屬幽靜道場，但多數為男眾之修行處所，於是被

安頓在居士所住的木房子，離大殿僧房稍遠處。一日因讀《憨山年譜》，翻到憨

山大師的詩：「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

從起滅。」忽然聽見大殿傳來悠揚鐘磬聲，內外湛然，頓時大為感動，當下決定

了將來要出家，但內心感到那不是消極的出家，而是矢志為推動佛教教育文化事

業獻出身命。7 

法師出家之前，於中國半壁江山東西南行，遊目騁懷，總不免家國之憂；驟失親

人，更思無常之慟，加上本身特質愛靜、喜深思，於四川發萌剃脫一念，往後旅

途，開始計畫出家。 

 

肆、對出家的抉擇與願景 

從法師平日言談與等身遺著之中，可以窺知其出家的抉擇與願景，絕非消極遯世，

而是要有更積極作為的人生，懷抱的是光明遠大的願景。她曾說： 

 

談及今後人生之態度，是盡於宗教文化而終其生，此真從心竅透出之話 

也。我未於形式上出家，實已與出家（出家人）一樣的生涯。原來， 

                                                        
4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前後‧ 峨嵋天下秀》。 
 
5曉雲法師著，《逝水年華‧ 認路還家》。 
 
6曉雲法師著，《東西南行散記‧ 在成都的一段不尋常生活》。 
 
7曉雲法師著，《東西南行散記‧ 廣西龍州》、《東西南行散記‧ 十方堂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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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心行上不一定在乎出家的形式，但我有一股非如此而行不清楚 

的意願，故我決如此做了，其實亦再沒有可考慮之事也。8 

 

近於生死問題中，擒拿得住些許來龍去脈，要在此得著手處才有「了」得 

之時。世俗上一切有形有聲之時、之事、之物，真玩把戲似的，隨他人笑， 

隨他人哭，此外還有什麼了不得、了不起之東西?「長江默默水悠悠，雲 

淡星稀月似鉤」，這是靜靜的、盈盈的江水，這是無盡的、是不顯的，是 

含缺憾似的天空！一切源於自然而生、而滅、而變化、而循環，我們最好 

靜觀！9 

 

她認為佛法僧三寶的成就，是當時印度最不可思議的寶藏。佛，是福德智慧達到

究竟圓滿的解脫者，稱爲佛寶；法，是能引導世人轉化貪瞋癡三毒，達到圓滿戒

定慧三無漏學的清淨功德，而獲得正等正覺的真理，稱爲法寶；僧，是代表佛教

威儀與宣揚佛法，一生奉承佛法之出家修學者，稱爲僧寶。就因爲他們能捨離一

切自私的貪求，以精神力量而貢獻於人類，因此出家並不是徒然消極的態度，實

在正是一種最積極救世的抱負者。不過在形式上，剃除鬚髮、披上袈裟，是一種

儀式上所必然的表徵而已。其實真正的出家功德，是「心」的出家、思想的出家、

心身的解脫，從生命的解脫中契入生命的無限，而與宇宙一切生命交流，故慈悲

喜捨善護人羣，這才是真正具有佛教的菩薩精神，對佛教的般若思想有了真切的

正確認識。10 

然則佛教出家人應做些什麼?答曰：量材施用；能耕者則務農，能織者則務織，

深具知識者則研究經典、設辦教育機構任教席、撰寫弘揚佛法之報導等論述，總

以修持「內學」與外學之調整。但不祇忙於工作，更可擬定時間作修行攝養，要

做到修行不礙工作，工作不礙修行，故禪門中有「非行非坐三昧」，即此義，如

此則資生道糧亦可自給，善信之供養更可為善信多種福田；將淨資能做更多有利

人羣事業。11 

她認為出家乃丈夫之志，能屈能伸，以佛門寶藏，提供淑世教育資糧，實乃

出家人所當為。禪門以頂天立地精神，為眾生拔苦與樂皆是好漢；同時佛教也應

參加社會工作，培養工業人才，此即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故以大

乘佛教能不厭離，亦不貪求取捨，是如法的；何況有心推廣僧伽教育及社會教育

二部並進之佛教教育。 

出家之後，終生關注的教育志業，範疇更擴大，她認為向來從事人文思想、

                                                        
8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 今後人生之態度》。 
 
9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 此志不移》。 
10曉雲法師著，《佛學獻詞‧ 釋迦文佛聖誔紀念》。 
 
11曉雲法師著，《佛學散論‧ 出家乃丈夫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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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禪學與欲想負荷佛陀如來家業，誓願終身研究與推揚佛陀覺之教育者，好像

老牛重負，對浩如煙海之佛陀遺教，無一不是啟發吾人精神思想之寶藏，此乃佛

性教育、終身教育、精神培養之和諧教育、人際關係之四攝法教育，實盡其一生

也無法罄其所學與盡其所職；當然有了此種意願和適應環境之方便施為，自然就

有不少工技學者與熱心貢獻佛教教育發展之佛門弟子，與隨喜功德之發心人共事

耕耘。12 

 

伍、平時修持與本身特質 

法師是一個最能於熱鬧中或熱烘烘之處，而感到最冷靜的人，可算是莊嚴華貴中

而不失熱鬧；心中所保持的寧靜，又無異於居常讀經、寫作的時候；她總覺得捨

棄世間的一切而為僧、為尼，去真實無異地過出家的生涯，並不是因消極無可奈

而出家，反是從積極之熱鬧中而特能跳脫出來的，即不是為沒有辦法才走入空門

的，真的是看透世界等空花，而當有一最事實不異的歸宿，唯一的辦法即索性跳

出那圈子，使精神寄於另一個世界裡而活著！13 

雖然許多工作不容易退讓，自然會影響了自己修學之時間，但是於忙中怎樣

教導自己安問起來，這是法師多年來已學習得到的經驗了。古人云「若待問中可

讀書，則一生無書可讀；若待有餘而濟眾，則一生無善可施」。所以說忙中能研

究經典，讀書參究，才是真受用。工作是與生俱來的，因為「它」就是生活之一

部分，而動參力學而無疲厭的，這種是生活的中心，為要充實這生活中心，尤其

是一個出家人，對於研究佛學是不能有理由放下的。14 

法師曾說其實歐遊後，是否真的能到檳城擔任校長一職實難預料，當時不免

有些耽心，但似乎不好說什麼，因爲當時歐遊計畫是要在外國多看些，以增廣學

識，然後才依止佛陀，爲佛教教育盡心力；可是生活環境改變了，不宜馬上再擔

當職事，依我先前所想，出家後必須躲起來一段時間，好使自己在靜中觀想，對

世出世法，對腳跟下一大事因緣，好好地展開思量與檢討；而且披剃時，已經是

她歐遊時期延長至三年多之後。15 

 

陸、出家後回香港 

法師與香港嶼山因緣：始於西紀 1951 年，甫從天竺南歸，當時大陸河山色變，

只得困居港島；香港向為人烟稠密之地，少寬曠之環境以放足登臨，有些郊區亦

                                                        
12曉雲法師著，《佛學散論‧ 出家乃丈夫之志》。 
13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晨間散步有感》。 
 
14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 環宇周行後感》。 
 
15曉雲法師著，《佛學獻詞‧ 王弄書居士逝世週年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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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市鎮，頗有桃源何處有之憾！然自此始，攀登嶼山即覺心神為之一爽。當時雖

是小病初愈，尚未健步，然山景宜人，彷彿南嶽半面，行數里，抵達地塘仔而不

知困。天地之空靈，減人間之重負，可信之，自那次遊嶼山後，每有暇日即飄然

往返，雖盛暑行山亦不知苦，自知有嶼山，則研學潛修亦得其所，故云不復以居

港為彈丸之困耳。 

出家前，東南行後回到香島，每一冬季禪七金剛窟跑香坐禪，雖然當時有髮未曾

過僧人生活，住沙田淨苑，常思嶼山小隱，每於假日即提簡單行李上山；村童熟

悉，一見游老師離船登岸，遂趨前幫提小行李，小孩沿著山路陪著我談談話、吃

菓子，一下子便過了兩小時，才到達嶼山東面的地塘仔，住進圓光寺。每到山上，

頓感身經有翼，留港四年中，除住淨苑、東苑，其他時間多數是上嶼山；從地塘

仔步行至昂平，心中有種海天遼闊之境界，實為培養禪思慧命之資糧。16 

自歐返港(出家後)，第二天即上嶼山昂平止靜，一日行散海天門，坐牌坊下，是

日雲淡風輕，疏枝搖曳，不禁微抒一口氣：「半生過矣！唯如此日真清閒！」慰

勞三年勞頓之旅中風塵，日後退淨苑，即開始作研究經典之準備計劃，細細披閱

藏經總目，並潛思參究，以往所學及未來應學，當今應學之各種經典，於是先擇

錄要義，以便尋研。以後當機隨分請教大德法師，亦需隨佛學之願實行也。17 

可見法師生長於香島，出家前即長養慧命於沙田淨苑，心中常思嶼山小隱；環宇

周行之後，依止倓虛老人湛山門下出家，更如魚之遊於淵，潛跡嶼山東岸，心身

頓捨，久客還家之感，當時心境有詩描繪： 

〈愉快〉 

我已易服脫落烏絲羅漢履行刻刻慎之 

莫于悽惻平流順適融此一生原無生滅 

 

〈佛光〉(二首) 

佛光普照善人家新綠蒔花映朝霞不問春歸何處去此身常佩祖袈裟 

佛光普照善人家淨水雲飛玩物華春草年年同一綠額前灰鬢已斑斕 

 

〈淨苑關房〉 

借住關房滿七年竹梢窗下晚風煙夜來抽暇依燈課講述經中般若禪18 

 

當時心境顯然即是「久客歸家是主人，寂寂空堂，花香鳥語，窗前除漫草，松菊

猶存，梅花撲鼻香。」修學之人，時時在境中體察，境之示現，乃學人應知業緣

                                                        
16曉雲法師著，《逝水年華‧ 嶼山法喜》。 
 
17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 環宇周行後感》。 
 
18曉雲法師著，《清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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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而別之；歷境驗心，尤為真修實學之梯徑。亦如古德所言「不受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環宇周行三載後，返回僑居地香江，本以為即上嶼山息影山林，但先返沙田淨苑；

次晨智林主持師父領至大殿拜佛上供，與諸師歡聚，皆大歡喜，住淨苑三日，使

上大嶼山昂平掩方便關，小住逾月；住山將半月矣，午間人靜行散「菩提路」或

過「襟海亭」。一日午過「海天一境」牌坊下，默然趺坐，頓感雲山兩無語，了

了無礙，視察宇宙人生，平等齊觀；然有所知所見，亦夢境也，隨筆「山居託夢」。

昔憨山禪師夢遊百卷，噫！世之人而知夢者幾人耶！19 

大嶼山位於香港之西，四面環海，其面積比香港大一倍。嶼山形勢：東至銀礦灣，

南至唐福水口，西至大澳，北至東涌，東北角伸至汲水門，西嶼角接長洲，其最

高主山名鳳凰嶺，海拔三千零六十五英尺，若於晨曦暮色坐在鳳凰山下「海天一

境」之牌坊石柱旁向北望，山海之間，則見一片峰巒，閒雲過嶺，頓息塵心之感。

因思 

 

「午過，行到海天門。潛默坐，對山巒。朵朵白雲留住，雲山兩無語，領 

略一番風趣，又飄然而去，陣陣清風吹禪袂！」 

 

此為當日歐遊後剃脫易服歸港後次日，即上昂平住之情景。又一日薄暮，步上「法

華塔」旁（此塔乃寶蓮寺建）之山石小坐西望，山外青山海外海，層層景色，雲

水蒼茫：而有 

 

「黃日西垂，風吹枯草沙沙，「法華塔」畔，盤石趺跏，舊日閒情不記； 

山海外；猶隱約風帆。」20 

 

法師時常往返港嶼之間，自然經過鄉野田畦，山溪行徑，看見不少牛糞泥濘之淤

積，可是俯仰天海之間，便覺「天地景物如山間之空翠，水上之漣漪，潭中之雲

影，草際之烟光......若有若無，半真半幻，最足以悅人心目，而豁人性靈......」（菜

根譚）。21 

法師於香港大嶼山沉潛期間，對於既往之修學與行持，大有今是昨非之感喟，其

所鑽研佛法與修持法門，顯然依循兩大主軸在進行： 

 

一、 天台止觀為本 

溯自三十七年前自佛國回僑居地，因緣所致，法師以居士身即得親炙教澤於

東北三老，而啟其天台學恩師倓公湛山老人開法華大義，涉獵教觀相彰，而止觀

                                                        
19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 山居記夢》。 
20此為曉雲法師有名〈海天門〉與〈隱約風帆〉歌詞，後由名音樂家李中和教授譜曲。 
21曉雲法師著，《環宇周行散記‧ 嶼山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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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功，頓然有省。反觀向往，祇醉心於話頭公案，自謂獨步而可飛騰，但每拾前

人牙慧，彷佛自己門風，誰知「捨動求靜不可養道，棄教參禪不可得道……樂簡

畏繁不可明道」(藕益大師寒笳集)；自是潛心止觀，更瞭解達摩祖師禪法「藉教

悟宗」之深厚法益。 

前後五載或單止於郊區慈航淨苑依山關房(昔為虛雲禪匠曾駐錫之處)，勤求

天台教觀與止觀法要，似有省，於是心力轉化，向以「深山一個洞，足以安坐而

有餘」之二乘所願，而轉念眾生苦，痛宿志未宏，於是畫夜奮恒，除講學授課後，

晨昏經教，禪行刻苦，每於夜間，渡海乘輪，輾轉舟車為聽經聞法，身心俱勞，

但法樂盈胸，自謂此生之入佛，漸見光彩，尤對天台教觀與止觀，典定初基，而

依止佛陀亦堅決是念。22 

 

二、 般若禪佛心宗 

法師曾經不知道多少個晨昏，在般若禪苑趺坐，佛前思惟，在這個時代應該

用什麼力量、提出什麼東西，來推展佛教教育工作和社會文教，以使人群和諧；

經過好多的參究，她決定要固本尋源，提倡佛教精神，「道心」就是佛教精神，

學佛真正的道心是提出根本精神，以符合時代的需要，配合今天的佛教趨勢，來

推展佛教教化事業，這才是開講禪源的真正用意。倓虛大師說，佛教的大事業，

要我們出家人去負擔的，道心從那裡來？從「佛心禪」來培養，所謂「般若禪佛

心宗」，般若禪的「原始般若」與「根本般若」是適合這個時代的，因為它是禪

教並重、教觀雙修、禪戒合一的佛教根本精神，讓心有宗旨，匯通原始佛教禪法。
23 

 

柒、出家修行與貢獻教育文化 

曉雲法師出家之後，以僧人身份行世，更加重視佛法上的修持，表現在教育、文

化、藝術等種種事業上事功彪炳，在港台兩地創辦僧俗教育，以覺之教育為核心；

藝術方面，自民國 63 年起，每年舉辦清涼藝展，推展現代經變藝術，為佛教藝

術奉獻心力；文化上，創辦原泉出版流光集叢書，終生志業包括藝術、佛法、文

學、教育四大領域。 

法師常說如來「大家當大事業」，應有「大心、大志、大力、大行者當之」；自揣

出家眾應能負荷如來家業，似不宜循眾作當家，任主持，於是發願披剃後，誓不

建寺，不任住持，畢生志力研究佛陀遺教，以發揚佛教教育文化事業，於是抱志

上誓。先於「環宇周行」參觀訪問世界各大學府、文化藝術機構，藉畫藝以結識

                                                        
22曉雲法師著，《天台宗論集第一輯‧ 天台法脈之參研與抒發覺性教育之探討(代

序)》。 
 
23曉雲法師著，《佛禪之源‧ 原始佛教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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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人士，作為日後興辦佛教文教事業之聯繫與諮詢；寰宇三載完成己志後，依

止天台祖師倓公湛山老人，創香港佛教文化藝術協會，興辦慧海中學及慧人、慧

泉徏置區天台學校(此為收容大陸逃港難民子弟之慈善學校)，前後十載，創辦原

泉出版社，印行原泉雜誌，設雲門學園，每月定期講座，開始對天台之撰論多屬

腹稿。1968 年秋，港地動亂，田園養疴，再應聘為文化大學(前文化學院)哲學、

藝術二研究所講授佛教哲學及佛教藝術二門課程，於講課題材，亦精心注意天台

所重之般若大系，但從不以自承天台法脈而勉學主亦修天台學。24 

她曾提議先設兩年制之伽藍內學院，一方面可以觀察發心出家青年是否適應及是

否真有道心。夜靜思惟，臺灣發心女衆很多，而民國五十二年的臺灣真正使她很

感動，治安良好，報紙甚多可讀的文章，也感到充滿中華文化氣息，佛教有此遺

風在臺灣，所以當時乃遵照白聖長老的交代，專心誠一爲臺灣伽藍內學院設想計

畫，25所以 1970 年蓮華學佛園；1980 年華梵佛學研究所，皆為僧侶教育而創設，

乃至後來 1990 年華梵工學院設立，擴展至僧俗二部並進的教育。 

這是法師應邀來台之後四十年間，對佛教教育與文化、藝術工作之諸多貢獻，為

台灣佛教界創辦了歷史上第一所社會大學，建立了里程碑；法師出身、出家，對

自己修行之成就與對社會人類之貢，皆起於在家居士身時所建立的基礎。 

 

結語 

曉雲法師除先天本具的優異生命氣質，喜清愛、好深思，常懷悲天憫人之心外，

也時時惕厲自己的日常云為，於俯仰之間，常透露出不凡的生命訊息；讀萬卷書

而又行萬里路之餘，選擇出家是經過深思熟慮與慎重準備的。當她以居士身份行

世時，其實早已過著與僧人無異的生活，綜觀整個人生歷程，是在家時候即在文

化、藝術方面已經有登峰造極的成就；而由居士身更懷抱出家之願景，法師是採

積極入世的態度，所以將其在家時所秉持、積蘊的才華、能力更加投入建設佛教，

為社會、為人類作出更多的服務與貢獻，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正是人間菩薩的

寫照，不論是居士或是法師，兩種身份都是圓滿的成就。法師是由在家居士階段

之後的再開創，也是居士轉型法師的成功實例，雖哲人已遠，然典型常在，對於

後世人人，無論學佛、修行乃至出家，真不愧為永恆的人天師範。 

 

 

 

                                                        
24曉雲法師著，《天台宗論集第一輯‧ 天台法脈之參研與抒發覺性教育之探討(代序)》。 
25曉雲法師著，《佛學獻詞‧ 悼念深懷戒法之白聖老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