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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聞共學”開展佛法弘傳之路 

～以深滬居士林為例 
 

釋 修 懿 

 

摘 要 

眾所皆知一個團體的組織其形成之主要因素，取決於組織成員擁

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團體才得以健全發展。本文以中國福建省晉江

深滬地區，於 1987年遠從台灣“淨覺之聲”空中佈教的弘法廣播節目

契入學佛因緣，進而組織“同聞共學”小組，並設定“聞思修”三學

為修學佛法的核心主軸；故此，特依“上求佛道之修學、下化眾生之

實踐、發菩提心之闡揚、同聞共學之推廣”等悲智雙修，做為深滬居

士林會務推展之方針，以引導佛友入佛知見，進而推動弘法佈教與慈

善公益志業，詹雅麗林長以“攝受正法”護持佛教之宏願，歷經三十

年悠悠歲月始終不變，值得全球佛教居士團體領導人，進行組織管理

探索與相互觀摩研習。今適逢第四屆世界佛教居士論壇於大馬盛大舉

行，修懿受邀與會交流並提出拙見，盼與各界先進多元交流，分享佛

教徒“攝受正法”與“弘法修學”的經驗，讓浩瀚的佛法意涵之闡揚

發揮最大功效！ 

 

 

關鍵字：淨覺之聲、同聞共學、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佛法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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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淨覺之聲”契出學佛之因 

    1949年台灣與中國大陸因特殊政治情勢，海峽兩岸處於對峙分立

的狀態，自 1980 年末期特殊分立狀態始逐漸緩和。中華民國政府於

1987年開放中國大陸探親之後，兩岸民間交流逐漸展開；鑑此，台灣

與中國大陸在近五十年的緊張對峙，受時空環境因素影響，海峽兩岸

廣播電台之交流可謂互不往來；民間自由收聽彼此廣播節目實屬不

易，更遑論含宗教色彩的弘法節目。 

    然 1986年在中國福建省晉江深滬偏遠的漁村小鎮，一位裁縫師詹

雅麗女士在收聽廣播電台時，無意間竟巧合接收到台灣 淨心長老所創

辦之“淨覺之聲”空中佈教的弘法節目。這種前所未有的心智體驗，

於當時年僅 28歲接觸此殊勝法緣，當下即能“緣起即入”深感法喜；

由於當時學佛風氣尚未風行，在未能取得經本對照之際，只得聚精會

神專注聽聞，往往十句佛法可記上八、九句之多，經深思體會後當天

即復講於左鄰右舍與之分享法喜，這項“聞法佈教”的思慧體驗，對

日後創立居士林起了重大的關鍵作用。 

“淨覺之聲”空中佈教弘法節目創始於 1964年夏，分別於台灣北

部、中部、南部之正聲、中興、鳳鳴等廣播電台，每日清晨以空中佈

教方式，播出一小時的佛法宣揚節目，為聽眾解答學佛釋疑。詹居士

宿世善根深厚得以成就今日聽聞妙法後，當下即能契入了解佛法微妙

境地，經聆聽 淨公長老宣講之妙法蓮華經、大佛頂首楞嚴經、六祖壇

經、佛遺教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勝鬘經…等甚深佛法，即發心成

立“同聞共學”的聞法共修組織，以引導同好者共同薰習佛法。自此，

一個以“攝受正法、善立正念”進而將佛法弘傳於鄰里的居士團體應

緣而生。 

貳、“同聞共學”孕育菩提之道 

一、成立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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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詹居士得遇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淨公長老這位智德具足

的大善知識甚感法喜，於末法期間經由“淨覺之聲”法音宣流的薰

習，深獲浩瀚廣博的法雨滋潤後，隨即於 1989 年發起成立“同聞共

學”小組。成立之初，僅有十五位佛友於鄰里間相互推動，小組成員

皆以共同聽聞“淨覺之聲”演繹之重重無盡妙諦為共修內容；爾後再

經由詹居士於“學教圓解”後集眾複講經義，並藉由鄰里長期間輾轉

薰習，繼而形成以同聞法益的共修組織。日復一日“同聞共修”小組

在多聞薰習中組織日漸茁壯，為倡導“聞思修”三學的正見思想，以

導入佛友入佛知見，進而以“慧解空性”認識佛法的價值觀；特引導

佛友依聞慧而修行→由修行證修慧→以修慧斷煩惱的三慧修學，作為

組織度化眾生的綱要宗旨。 

二、組織管理 

詹居士初聞佛法之啟蒙老師，乃緣自台灣“淨覺之聲”的弘法佈

教節目，深覺於末法得聽聞甚深妙法實屬稀有難得；故此，訂定佛友

每日清晨須克服種種障礙，聽聞 淨公長老宣講之大乘究竟了義妙法；

俟通過一年聞思修的學習考核後，方進入資格檢驗認可。 

鑑此，佛友參加組織的資格訂定為： 

1.於組織寄學一年聞思修學習。 

2.需通過四項考試資格檢驗認可： 

a.上求佛道之修學。 

b.下化眾生之實踐。 

c.發菩提心之闡揚。 

d.同聞共學之推廣。 

     3.檢驗合格者晉升正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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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透過“同聞共學”的啟迪教導，在開啟眾生由“心的信仰”

提昇至“法的信仰”之同時，無可置疑亦為初學佛者於學佛的過程

中，孕育寬廣的菩提大道。 

參、“上求佛道”開啟修持之門  

清代高僧省庵大師於“勸發菩提心”云：「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

化眾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難度，不生厭倦，…」。悟力

甚高的詹居士得獲湛深妙法，即效法祖師大德廣發悲願，以“上求佛

道”之弘願，修學佛菩薩六度萬行；幾經深思熟慮後，毅然決然放棄

高收入的成衣事業，發願以弘傳佛陀深遠廣博的妙法為終身志願。此

時，同聞共修小組在累積各方具足因緣後，於 1994年向政府正式申請

成立“晉江深滬居士林”，1995年喜獲政府批准註冊成立。此外，並

於 1999年於晉江深滬地區覓地籌建居士林會館。自此，同聞共修小組

於快速拓展時，亦發揮了居士推動社區教化之功能；進而讓深滬居士

林的成立，使佛教徒運用“弘法修持”以推展“慈善公益志業”邁入

新的里程碑。 

一、弘化推動 

晉江深滬居士林於接引初機者學佛的引導方式，則效法佛菩薩度

眾的“權巧方便”法門，以觀機施教並運用相應之善法由淺入深的次

第引導，使其了知因緣果報以啟發正信學佛的正見思惟。故此，在接

引初機者學佛之弘化教育則設定一套作業程序，簡述居士林入會規程

如下： 

1.申請入會需提交一份“入林保證書”。 

2.於大眾中懺悔發願後，需參與旁聽佛法課程。 

3.旁聽學習滿一年表現良好者，方可參加佛學筆試。 

4.考試合格者為“預備林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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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優秀林員方可轉為“正式林員”。 

二、修持體證 

深滬居士林成立因緣乃契為佛法之領納與修持，鑑此，於接引林

員學佛之主軸架構乃以聞法共修為主。故將林員聞法共修課程規劃為

a.初級班 b.中級班 c.高級班三種層級；課程規劃簡述如下： 

班 別 聞法共修課程 

初級班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慈悲

三昧水懺、金山御製梁皇寶懺、覺海慈航、居士須知…

等共修研習。 

中級班 

優婆塞戒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大方廣佛華嚴

經普賢行願品、佛說八大人覺經、佛說四十二章經、

勸發菩提心文…等共修研習。 

高級班 

大佛頂首楞嚴經、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網經、六祖壇經、維摩詰經…

等共修研習。 

居士林以共同聽聞世界佛教華僧會會長 淨公長老宣講之大乘佛

法，啟迪佛友覺悟佛法的真諦妙用，進而精進體證以成就“自淨其意”

的自我體認；其目的旨在與志同道合者於悟證種法益後，能真正安住

於所體認之法，以提昇佛教徒的品格修學。 

肆、“下化眾生”推動組織之運作 

每位入會佛友歷經“上求佛道”的聞法共修體證後，居士林則逐

漸形成一個以“聞學共修”的居士團體體系。長期累積豐沛的佛法基

礎，經年於晉江深滬地區，將佛法廣遠傳播的深滬居士林，目前正式

會員已約兩千多人。為引導廣大佛法信仰者，透過自己的言行修為利

樂有情眾生，深滬居士林對於佛法薰習則以“下化眾生”的自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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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願，進行組織的推動與運作；為開顯“下化眾生” 願行之重要，特

以“眾善奉行”為導向；將組織架構編定為： 

一、組織架構 

居 
 

士  

林 

理事會 常務理事會 

會  長 秘  書 

副會長 副秘書 

三
十
三
片
區
域 

弘法組、文藝組、念佛組、助念組 

法器組、網路組、聯絡組、放生組 

檔案組、衛生組、機動組、文宣組 

慰問組、財務組 

法事登記組、法物管理組 

庫房管理組、大寮管理組 

寺院護持組、道場護法組 

慈善公益組、人事調解組 

愛心護理組、客堂接待組 

殿堂齊堂護持組、消防安全性群組 

二、活動推展 

深滬居士林之會務宗旨，以 a.教理研習 b.佛法實踐 c.護持三寶

的修行風貌為主，並依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之精神，推展聞法共修與慈

善公益志業。簡述活動推展之宏綱如下： 

（一）教理研習 

每月佛法研習會課程 

日  期（農曆） 活 動 項 目 

4 日/7 日/12 日/16 日 22 日

/24 日 
學修班佛法課程研習 

13 日 常務理事會佛法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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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30 日 
全體理事會佛法課程研習 

（上午共十堂課程） 

1 日/6 日/15 日/20 日 25 日 
佛法研習課 

（中午共五堂課程） 

3 日/6 日/10 日/13 日 17 日

20 日/22 日/27 日 29 日 

佛法研習課 

（下午共十堂課程） 

14 日/29 日 誦戒＆研習 

（二）佛法實踐 

（a）每月經典共修研習 

日    期 經 典 共 修 

1 日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慈悲藥師寶懺  共修 

9 日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無量壽經  共修 

8 日/14 日/18 日/23 日 

24 日/28 日/30 日 

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共修 

15 日 慈悲三昧水懺 共修 

25 日 
佛說阿彌陀經 

念佛  共修 

 

（b）年度活動推展 

‧大學院校生規劃大賽與智力競賽 

‧全體會員、青年聯誼會學員文藝活動 

‧男眾居士新春座談會 

‧傳燈法會 

‧詹雅麗林長主持佛法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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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佛齋天與浴佛法會 

‧法師弘法交流會 

‧佛友回顧共修歷程與未來願景規劃 

‧佛友學佛心得彙報及文藝活動 

‧舉辦中小學暑假補習班授課 

‧青少年學佛夏令營 

‧重陽節文藝活動與慰問關懷年老佛友 

‧晉江佛教會弘法組蒞會“弘法大會” 

‧年度佛學研習會考 

‧年度愛心慈善活動 

‧迎新春、送溫暖、慰問活動 

‧禮拜三千佛洪名寶懺共修 

運用悲智雙運共修推展會務，旨在提昇學佛者的人乘正法，經此，

藉由推廣佛法研習與落實佛法實踐，其目的在於普勸居士林佛友廣發

菩提心；換言之，引諸經以長養信心之時，亦期盼佛友觀諸法實相之

理與懺悔六根之罪後，運用身口意三密相應，以引導人乘直趣佛乘，

從而發願續承佛法弘傳的志業。 

伍、“佛法弘傳”奠定慧命之提昇 

佛法高深圓融之妙用，是為引導人類精進參究與實踐，學佛者如

未能自我實踐體驗，則再多的研習亦難獲得慧命增長。鑑此，創立“同

聞共學”之目的旨在提昇慧命之增立，詹雅麗林長稟持此宗旨，遂發

願效法淨公長老以“淨覺之聲”弘化世間之宏願，經年累月盡一切力

量利益有情，應邀於泉州、晉江各道場講解佛法釋疑，期盼居士林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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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續承佛法弘傳志業的使者。簡述居士林規劃詹雅麗林長弘傳佛法行

程如下： 

居士林詹雅麗林長向外弘傳佛法行程表 

日期 （農曆） 地    點 

每月：1 日～28 日 

上午 9：00～晚上 9：00 

 

※每座道場每月佛法 

講座時間皆固定 

紫帽山普照寺  陳埭慈善寺 

東埔東福寺  石獅金沙庵  石獅古峰寺 

石獅福安寺  石獅慎誠寺  深滬慧濟寺 

晉江天竺庵  永甯梅福寺  惠安楞嚴寺 

邵厝福蓮寺  泉港雲門寺  後坑法濟寺 

安海雲水寺  永甯居士林  石井大慈林 

祥芝祥溪寺  高湖天壽寺  金井淨心寺 

石井妙蓮法苑  祥芝居士林  惠安嶺頭古寺 

攝受正法並巧妙運用於佛菩薩的六度萬行，從而契機施教逐步成

功地將浩瀚的佛法妙理廣遠推展，令佛友從中得到佛法裨益；始為深

滬居士林為提昇學佛者慧命之增立的願行！ 

結  語 

佛教遠從印度弘傳至中土，悠悠數千年光華歲月之遠播，俾使深

滬居士林運用廣播電台無遠拂屆的傳播功能，並藉由台灣“淨覺之

聲”的佛法演繹；改變了一群晉江深滬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也間接

影響社會的結構與秩序，更開展晉江深滬地區居士學佛之風。 

三十年的光陰歲月，一路走來始終推崇「悲智雙修、理智雙證、

定慧雙運」的詹雅麗居士，從自身觸境聞法之際，領納了世界華僧 淨

公長老隔空的佛法傳佈法緣；從精闢的經典論述，有系統地引導眾生

了解人生的因緣果報及佛菩薩的妙理思想，進而引導同好修學者成為

大智慧的佛法探索者，由此足證，此善益為舉的修學宏願於末法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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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屬難為！ 

走筆至此，衷心感謝淨公長老以八十六年高德劭之齡，於末法時

期仍不辭辛勞為眾生宣講佛法之悲願精神令人讚揚；同時，亦祝願詹

雅麗居士以女眾在家學佛者，克服種種困難帶領深滬居士林，為闡揚

“同聞共學”開創佛法弘傳之際；未來在教育方面，亦規劃添置一座

教學大樓，以提供佛友長期研習佛法的環境，除此舉凡規劃設置義診

室、圖書館、靜修院…等悲願可謂功不唐捐！ 

最後誠摯期盼未來或現今發願“依解起行”以推動續佛慧命的志

願服務者，或運用“弘法與修持、文化與教育、慈善與福利、家庭與

社會、心靈與環保”…等之宏綱，進行弘傳佛法的佛教團體組織，透

過第四屆世界佛教居士論壇之召開，於交流與觀摹的互動下，效法佛

菩薩“觀空無常”仍不捨大悲度眾的精神，共為佛法源源弘傳的艱巨

工程，開啟“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的菩提大願之時，能盡未來

際發勇猛心永不縮願，寂然而往、泊然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