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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联招居士 

姜联招居士简介 

 
姜联招居士对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足以成为全体佛教青年的楷模。姜联

招居土曾经担任马佛青总会全国理事长达十年之久，任期间最高职位为副总会 长。他

目前是马佛青总会的咨询委员及马来西亚佛学院的讲师。姜居士乃一位不可多得的编辑

人材，他负起《佛教文摘》的编辑工作长达二十馀年。其恒心和毅力， 令人钦佩。此

外，姜居士也出版了《不朽的眼》佛学小品文集及三十三本《玉壶佛教少年儿童丛

刊》。 
 
已育有一男二女的姜居士，为人夫，为人父，仅利用业余时间却能足迹遍及全马十三

州、联邦直辖区及汶莱，到过约一百六十个佛教团体，进行超过三百八十场的弘法会。

而弘法只是他的其中一项佛教工作。 
 
曾经是马佛青总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的姜居士，在推动佛教文化的成就也令人括目。他曾

经筹办过多次的《佛教与文艺交流营》及《佛教写作人工作营》促进了大马佛 教界及

文艺界的交流，也间接引领了许多文艺爱好者学佛。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国丰一吟护生

画展》及《槟州卫塞之夜文化展》之筹委会主席。此外，他也协助在全 国各地推动过

不少的佛教青年培训课程。 
 
于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槟城的姜联招居士为马来西亚佛教献心力的同时，却也不忘为其居

住之社区奉献。他十八年来通过创立《普爱学园》，以"自爱爱人"的口号带领丹绒区青

少年及儿童学佛并远离恶习。 
 
值得一提的是，姜居士只受过小学水平的正统教育。他今日的成就，全凭本身的精进努

力。苏曼迦罗奖肯定了他的贡献，也表达了马佛青总会对姜居士的无尽感恩。 
 
摘自《第 103 期》马来西亚佛教青年 
资料整理：尘砂 整理日期：7-10-2003  
  

Bro. Keoh Lean Cheaw  
 
Bro. Keoh Lean Cheaw's contribution to Malaysian Buddhism has made him a role mode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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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Buddhists. He was a National Council member for 10 years and the highest position held 
was the national vice-president.He is at present a consultant of YBAM and a lecturer of the 
Malaysia Buddhist Institute.Besides, he is proficient at editorial work and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editorial work of the Buddhist Diges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is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are indeed commendable. He has also published numerous works, including 33 
children Dharma books. 
 
Bro. Keoh is married with a son and two daughters. During his flee time, he has travelled to all 
the 13 states, as well as to Brunei, giving some 380 Dharma talks to more than 160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nd Dharma propagation was not his only Buddhist work. 
 
When he w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YBAM Culture Committee, he initiated numerous 
activities, such as the Buddhism and Literary Writing Workshop and the Buddhist Writers' 
Workshop. He was also the organizing chairperson for Feng I-Yin Arts Exhibition and Penang 
Wesak Night Cultural Exhibition. In addition, he had also helped in running many youth 
camps. 
 
18 years ago, he initiated an important community work by forming the Pu Ai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helping and guiding the youths and teenager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his 
residence. What raises the admiration of many is the fact that he had only six years of primary 
education, which did not deter him from continuing his pursuit of knowledge. The Sumangalo 
Award re~s his contribution, and at same time, expresses YBAM's appreciation of his many 
sacrifices. 

出污泥而不染 大愿行者――访姜联招 

那是我抵达槟城的第一个下午，坐在一个挂满奖状、表扬状的办公

室里，听姜联招娓娓道来关于「普爱学园」的点点滴滴，像诉说著

自身孩子的成长历程。也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姜联招，就不会有今

天的「普爱学园」了。  

「槟城的『七条路』当年是出名的黑区，这儿的孩子只能天天与睹

博、恶口、打架、游荡为伍，当年我也做了不少坏事。」他这样说

道。 

我 只能在脑海中努力地想像，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让他发

愿留驻此地度化众生。于是，专访完毕后，我们实地走访了新旧 2 处会所。旧会所的所

在地使我联想起 雪兰莪州的吉胆岛，房子与路都是用木板钉起来，起在沼泽地中。正

如他所言，最初的「普爱学园」就起在他家毗邻处的窄小空地——那小小的晒衣场。 

垦荒：心地开拓、菩提广植 
今年就是「普爱学园」的 20 周岁了。当年的姜联招有感当地社区儿童应该要有一个健

康的活动空间，度过有意义、不会受伤害也不搞破坏的童年。因此于 1983 年 10 月，在

马佛青基金会的协助下成立了「自爱学园」，希望当地小朋友在这里学习自爱。 

「七 条路」是个人口密集又缺乏公共设施的地方，属中下层平民区。不足 200 平方尺

的园所是儿童的欢乐园地，在当时电子媒体不普及，区内基本公共设施又严重匮乏 的
情况下，一室儿重读物与游戏文具已足以让园友流连忘返。这群年龄介于 5 至 12 岁的

小朋友在享受丰富的精神粮食之余，也逐步地接受了佛曲、诵经、佛学班的 薰陶，从

此种下菩提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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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普爱学园」 园长的姜联招表示：「当初一开始时，也只有一些儿童读物，都是

向大众募捐来的，除了庆祝卫塞节之外，佛教色彩也不浓。因为我们只是单纯地想让孩

子除了混在 一起做坏事外，还有另一个可去之处。后来，渐渐有孩子提出希望能办起

佛曲班、诵经班等，才有了现在百花齐放的活动。」 

本著「让您的孩子在自爱爱人的佛化环境中成长」的理念，「自爱学园」成立 5 年后易

名为「普爱学园」，强调除了自爱也要爱人的慈心悲愿。「爱心服务队」随之成立，姜

联招带著一群少年佛友跑遍槟威吉玻霹，将慈悲的讯息散发出去，让小小年纪的佛友们

感受到布施的意义及喜悦。 

「将他们带到老人院、孤儿院等地方去，会让他们体悟到本身虽然家境贫穷，但比起那

些孤儿、残障儿童，自己还是幸运的。我相信若懂得广植爱心并普及给其他人的孩子，

是不会变坏的。因为我本身也在同样的环境下长大，在那儿，要变坏实在太容易了。」 

在这神坛林立的社区，「普爱学园」是第 l 间，也是稍具规模的正信佛教组织。唯 2、3
年前发生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区内 40 多间木屋，许多人因此无家可归，80%的居民都

搬迁离开此地，普爱会员严重流失。 

那时候，有人提议将「普爱学园」搬迁至别的地方，而且还提供一块地作为会所。姜联

招却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心里清楚明白，这个地区的孩子太需要一个引导他们向善的

团体与空间。生于斯，长于斯，于是也发愿回馈于这里。 

最后，在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及槟城发展机构的协助下，以优惠价格购得五

条路一块面积逾 l 万方尺的地段，准备筹建「普爱四恩楼与药师如来殿」，以便得以更

全面地发挥其教育功能。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许多在这里度过童年大部份时间的孩子，现已为人父母，却

都懂得回来给予支持与协助。我办的佛教活动一直都是以儿童为主，因为幼苗需要我们

的关注，越早给他们佛法的薰陶，在度化上也就越容易。」 

转化：自学自修、相辅相成 
在姜联招还小的时候，并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终日流连在不良活动中。小学 6 年级毕

业后，由于家境贫穷，身为长子的他理所当然地扛起小当家的重任。出来工作 几个月

后，发现自己连报纸也无法完全看懂，于是复学的念头悄悄萌起。家计不可不担，于是

他到处打听那儿有免费的夜校可就读。结果，在因缘的牵引下，他找到 佛教义学，一

念就念了 4 年。 

「这 4 年成为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捩点。因为失学而到夜校上课，却因此认识佛法，在我

来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笑说，在佛教义学，不只在知识上得到提升，更重 要
的是奠定了他一生的人格发展。佛法的薰陶，让他决心改变自小的恶习，也因此体验到

不管出生的环境如何，最重要的是自己懂得自爱。 

佛教义学就成了他的第 2 个家，在那里得到滋养身心发展的养份。在校内投身佛学研究

会组织工作，担任主席多年，毕业之后，他也曾担任佛教义学校友全会长及佛义董事，

以回馈这个让他得到良好启发的「家」。 

他以过来人的心情表示，学佛学不好是自我的心理障碍作祟，埋怨学了却做不到的人是

自己缺乏信心。出身的地方让他在学佛路上碰到很多障碍，但就他而言，这些都是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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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缘，只要懂得转化、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 

因 为就住在海边，钓鱼不只是一种习惯及嗜好，更是经济来源之一。小小年纪的他，

就学会自己赚取零用钱，钓到多少鱼就有多少的零用钱。终日与海为伴的日子，连 玩
具也是海中得来的，那时当然也不觉得有何不妥之处。直至学佛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

自己从小就做了不少恶业，不知道杀害了多少众生。 

「老 师说，若要继续好好地学佛，就一定要下定决心改掉恶习，不然学了也徒然是知

识而已，并非真正的有所收获。听了这句话，我就暗自下了决心要尽力改变自己的恶 
习，希望能把佛法运用在生活中，作出调适。」多年的习惯，说改就改，的确不容易做

到。姜联招说：「要耐得寂寞!」在转型的初期，一直受到以前那一群朋友的 诱惑、影

响，但他有个很强的信念要坚持下去，「于是要有牺牲，比如看著友伴一个一个离你而

去的寂寞，必须忍受。」 

有 时候，真的需要努力给自己建立一个好的学佛环境，甚至须持一些戒律，才能在习

性上作出改变。一天，他毅然拿起锤子和钉子，将床边地板上的那个洞封死。因为 这
个洞的下面就是海，通过这个洞来捉鱼、虾及其他生物都太方便了，他却不想让自己给

这个「方便」引诱，而去不断重复明知是不对的恶习。 

「只要够坚持，不再流连在以前的恶习中，后来就慢慢结交了一群佛友，与他们之间建

立起一股共修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怎样将佛法实践在生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

佛教徒。」姜联招总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在有生之年接触佛法，从此改变了一位

「七条路的孩子」的命运。 

这 一份感恩之情，让他发愿要将法益传播给更多有需要的众生，与大家分享佛法中浩

瀚的慈悲与智慧。他第一次弘法就去了木蔻山——槟城一间扣留所。「当时虽然是 第
一次，但也并不害怕，我自己懂多少，就老老实实地与大家分享多少啊!我相信有施，

才会有所得。当我愈讲愈多时，就会希望自己可以与他人分享更多的佛法， 于是这成

为一股推动的力量，让我更精进地深入经藏。」弘法之路让他本身不断地成长，这些都

是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行脚：增广见闻、普及众生 
弘法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只有一边做一边学。现在的姜联招，全马各地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悬挂著一幅大马地图，上面插满了好多好多的图钉， 代表著

他曾去弘法的地方。每走一步，都是让智慧增长的机会，于是就走得愈来愈欢喜了。 

除了马来西亚半岛，他也到汶莱及东马沙巴、砂劳越去，舟车劳顿地到了许多偏远的地

方。那儿的居民都非常珍惜、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很少弘法人员会愿意到那么 偏远的

地区去弘扬佛法，有些地方甚至只能乘船到达。只要有人要听法的地方，再辛苦他都要

去，因为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提升自己、增广见闻的好机会。 

「弘 法是件快乐的事情，可以与大家分享经验与心得，是很值得珍惜的机会。尤其是

我的个人生活经历丰富，从恶劣的环境中走过来，因此可以分享的心得就更多了!」 生
活中的逆境，往往成了弘法工作上的因缘。姜联招尤其在度化犯罪者时比别人更占优

势，因为懂得说说江湖术语，所以会让对方感觉特别亲切，同道中人所说的话 当然就

比较容易入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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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弘法的路上，也碰到了一些障碍，姜联招说：「也许是累世的冤亲债主吧！」刚开

始发心弘法时，障碍就现前了。第 1 次准备到外地弘法，就遇到了车祸；第 2 次却在启

程前忽然发病，足足 2 个月，下不了床。后来，经过不断的忏悔，也就慢慢突破了这些

障碍。 

弘 法初期的那 3 年，无论去哪里都必须带著止痛药，到中国去朝山时也要随身携带，

以备不时之需。经过一段时间的真诚忏悔后，一切才渐渐有了改善，就不再有此困 扰
了。「我从这件事中，更加明白只要有决心与诚意，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克服的。」他总

是一次又——次地印证了佛法中的教义。  

除 了创办「普爱学园」及各地奔走地弘法，姜联招曾在 6 年前担任马来西亚佛教青年

总会的副总会长，目前任教于马来西亚佛学院，教授「中国佛教史」、「弘法技 巧」

等课程。23 年前，他已是《佛教文摘》季刊的编辑，一直到去年方才从主编一职卸任

下来。《佛教文摘》季刊从 13 期至 100 期的这个过程，满满负载著他 的呵护。姜联招

的魄力及坚持，是用时间来证明的，真的叫人敬佩不已。 

因为相信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他也身兼「王壶文化中心社」，从 1989 年开始出版一

系列的《玉壶佛教少年儿童丛刊》，至今已出版了 36 期。从找资料、打字、编辑、排

版，到设计，主要都是他一个人在承担，家人朋友偶尔也会伸出援手，从旁协助。 

这条路，无疑走得有点孤单，但他还是义不容辞地往前走去。「我希望儿童丛书可以永

远做下去，因为适合儿童阅读的佛学刊物非常少，而儿童却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刊物陪著

他们成长。我受的正统教育不多，但我却愿意从失败中学习，从经验中提升自己。」 

弘愿：持之以恒、有愿必成 
在佛教界那么多年，姜联招觉得大马佛教各个单位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为佛教贡献良多，

却也必须结合彼此的力量，为大马佛教尽一份全力。 

他也表示：「有时候，太随缘也不好，要把握及创造因缘尽量播种，收成如何才视因缘

而定。当有人发苦提心时，最重要的是有人从旁给予鼓励，才能在遇到障碍时欢喜超越

它。人与人之间就是存有这种奥妙的关系。」 

今 天，他愿意与我们分享自己走过的路，只想告诉大家，他从一个「七条路的孩子」

怎样成为今天的弘法人员。他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姜联招用他一生的经 历身

体力行地让我们知道，因缘要好好把握，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你愿意，只要

你坚持，很多事情自会梦想成真。 

 
姜联招招办的佛教活动一直都是以儿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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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觉得幼苗需要我们的关注 
 

 
姜联招向许子根博士提呈《普爱四恩楼与药师如来殿》申请书 

 

 
姜联招与《佛教文摘》风雨同路 22 载，经于 2002 年荣休 

 
参访台湾佛光山普门中学时摄 

  
汪劭徽/专访 姜联招/照片提供 《普门》第 40 期 2003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