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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 楊惠南 

 

摘要 

日治時期的古典佛詩，由於台灣已經淪為異國殖民地，

再加上由日本間接輸入的西方民主開放的思潮，以及「祖

國」（清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等等的隔岸呼喚下，台灣

佛詩又恢復了詠史的特色，同時也含有「逃禪」的意味。

但這一階段的「逃禪」性格，與第一階段的明清時期不同。

這一階段的「逃禪」詩，作者本身少有「逃禪」者；而是

對明鄭時期「逃禪」者，例如對沈光文、李茂春等人的悲

憐。 

關鍵詞：逃禪；佛寺詩詞 

 

 

 

                                                       
＊  本文是《台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日治時期》一書的部分內容，即將

由正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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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說明： 

本文接續《正觀》96 期，由《台灣佛教古詩選輯：從明鄭到

日治時期》（即將出版）一書中選取部分文段而出，從第

171 首開始，注釋連貫從 1088 開始。本文所缺全文交互參

照的部分，將補充在文後，以利讀者參照。 

 

171.伊東大器〈月眉山靈泉寺 舊作〉1088： 

空山寂歷道心生，跋盡崎嶇上梵城1089。 
縷縷香煙深善念，鏘鏘磬響滅塵情。 

藤蘿素不紳纓美1090，樹裏何無湖水明。 
玄話熟忘1091歸路遠，夜鐘送我月光迎。 

＊作者： 

伊東大器，日籍臨濟宗僧，曾與本圓法師等人共同傳戒。

（1923 年 11 月新北市觀音山淩雲寺首傳大戒，與會四

                                                       
108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月眉山靈泉寺，參見 085 則•作者。 
1089 梵城，指靈泉寺。 
1090 紳纓，腰帶與冠帶。顯赫之人的服飾。 
1091 玄話熟忘：玄話，玄妙的言語。熟忘，徹底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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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戒子達七百人之多。本圓自任傳戒大和尚，由鼓山湧

泉寺來臺之聖恩長老為羯摩和尚，首次來臺之圓瑛法師

為教授和尚，善慧為導戒師，大崗山永定師為授經師，其

他戒師尚有台南開元寺之得圓法師，臺南竹溪寺之捷圓

法師，以及日人鈴木雪應、伊東大器等等，是日治時期空

前之盛大戒會。） 

＊譯文： 

寂寞地走遍空山的小路，禪道之心生了出來。跋涉崎嶇

的山路，來到了清淨的佛寺。 
一縷縷的檀香煙，讓人生起深深的善念。鏗鏘的磬聲，

可以滅除掉塵世的凡情。 
攀爬的蘿藤，從來就不比顯赫之人的服飾。樹林裡哪裡

沒有湖水（反射出來）的亮光！ 
完全忘掉虛玄的道理，回去的道路很遠。傍晚的鐘聲，

送我迎向月光。 

172.林徹妙〈聞鐘〉1092： 

                                                       
109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 



114   正觀第九十七期/二Ο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木杵1093高敲月下鐘，圓音嚮處震山峰。 
耳根聞性1094通心慧，百八清聲降毒龍1095。 

＊作者： 

林徹妙，台南開元寺僧。 

＊譯文： 

月光下，木頭棒子敲響了高掛著的鐘。圓滿的鐘聲，震

撼了山峰。 
耳朵聽聞自己的真如本性，這時，即能通達智慧的心。

一百○八清澈的鐘聲，降伏了心中像毒龍一樣的煩惱。 

173.陳達性〈聞鐘〉1096： 

                                                       
1093 木杵，木棒。 
1094 耳根聞性，用耳朵聽聞自己的真如本性，觀音菩薩修道的法門─

─耳根圓通。典出《楞嚴經•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章》：最初聽聞海

潮音，等到聽到不再有「能」聽者（自己）和「所」聽者（海潮

音）的分別時，就能進一步「聽聞」到「能」與「所」這二者的

根本，乃是真如本性。當證入真如本性時，即是耳根圓通的時候，

也是解脫自在的時候。 
1095 毒龍，指心中的煩惱。 
109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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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子1097敲鐘推月落，韻隨散霧繞高峰。 
聲聲喚醒心中佛，無限天機1098一旦逢。 

＊作者： 

陳達性，桃園市圓光寺僧。（圓光寺，參見 165 則•作

者。） 

＊譯文： 

僧人敲鐘，把月亮都敲落了。鐘聲的餘韻，隨著鬆散的

雲霧，環繞高山。 
（鐘聲）一聲聲喚醒了心中（原本）的佛陀。無限的天

賦禪機，一下子就遇到了。 

174.林法雷〈聞鐘〉1099： 

                                                       
1097 釋子，釋迦牟尼佛的後代弟子，指僧人。 
1098 天機，天賦的禪機。 
1099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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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僧敲月嚮疏鐘1100，韻向空中偃翠峰1101。 
夜半清聲鳴宇宙，三千界1102外逐飛龍。 

＊作者： 

林法雷，未詳。 

＊譯文： 

老僧敲著月亮，敲響了稀稀疏疏的鐘聲。（鐘聲的）餘

韻向空中飄散，把青翠的山峰都遮蔽了。 
半夜，清澈的鐘聲，響遍整個宇宙。（鐘聲）在宇宙之

外，追逐著飛龍。 

175.高瓊宗〈到金剛寺偶作〉1103 

                                                       
1100 敲月嚮疏鐘：嚮，同響。敲著月亮，卻敲響了稀稀疏疏的銅鐘。

這是文學作品常見的倒裝的寫法，其實它的意思是：月光下，稀

稀疏疏地敲響了銅鐘。 
1101 偃翠峰：偃，斂藏。偃翠峰，把青翠的山峰都遮蔽了。 
1102 三千界，三千大千世界，指全宇宙。 
110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金剛寺，參見註釋 562。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71 首〜第 200 首   117 
 
 

金剛古跡絕塵埃，欲斷繁華到此來。 
俗事利名終不管，結跏趺坐1104在禪臺。 

＊作者： 

高瓊宗，苗栗獅頭山金剛寺僧。（金剛寺，見註釋

562。） 

＊譯文： 

沒有一點塵埃的金剛寺古蹟，為了斬斷繁華，來到了這

裡。 
世俗的事情，以及名與利，都不再管它。盤起雙腿，坐

在禪臺上。 

176.高瓊宗〈樂道吟〉1105： 

                                                       
1104 結跏趺坐，雙腿交疊盤起而坐，即禪坐。 
110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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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禪樂道惜時修，靜坐蒲團意自柔。 
頓悟1106無生1107一念淨，歸西1108欲駕一蓮舟1109。1110 

＊作者： 

高瓊宗，見前則•作者。 

＊譯文： 

參究禪法、喜歡禪道，珍惜時間修行。靜坐在蒲團上，

心意自然就柔順。 
即刻悟入無生的道理，心念都清淨了。把蓮花當成舟

船，想要駕著這舟船，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177.高瓊宗〈山居偶作〉1111： 

                                                       
1106 頓悟，即刻悟入，沒有歷程。相對的是漸悟。為六祖惠能一系（南

宗禪）的禪法。而漸悟則是惠能的師兄神會的禪法（北宗禪）。 
1107 無生，佛教主張最高的境界是無生無滅（不生不滅），那是一種

沒有生死，不再輪迴世間的境界。 
1108 歸西，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這是淨土宗的修習法門。 
1109 蓮舟，淨土宗以為，往生者是坐在蓮花上而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1110 這首詩也是一首主張禪（宗）淨（土宗）雙修的作品。 
111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3 號。由林述三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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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究如來不動心，偶然一念入山林。 
嗟余數載金剛宿1112，未覺禪機法淺深。 

＊作者： 

高瓊宗，見 175 則•作者。 

＊譯文： 

想要探究什麼是如來的不動心，偶然間，一念走進了山

林。 
感嘆我多年來學習像金剛一樣堅固的禪定，卻沒有察覺

原來禪法的關鍵有淺有深。 

178.林徹妙〈山居〉1113： 

乾坤寬濶誰知音，自喜青山慰意深。 
坐石看雲忘世態，倚松念佛悟真心。 
禪衣破補蓮花葉，木板閑敲寶樹林。 
爭競無能甘守掘1114，偷生素願隱寒岑1115。 

                                                       
1112 金剛宿，猶金剛定。即像金剛一樣堅固的禪定。 
111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4 號。由林述三選刊。 
1114 守掘：掘，同倔，堅強、言語粗直。守掘，堅持自己的看法。 
1115 寒岑，寒冷（清貧）的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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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徹妙，台南開元寺僧。（開元寺，參見註釋 33。） 

＊譯文： 

天地寬廣，誰是它的知音呢？很高興有青山深深地來安

慰自己。 
坐在石頭上看雲，忘記了世間的情形。倚靠在松樹上，

念佛體悟真如本心。 
破舊的禪衣，像是可以綴補破了的蓮葉一樣。在珍貴的

樹林裡，閒敲木板。 
無有能力和人競爭，甘願堅守自己的想法。苟且活著，

從來就希望隱居在寂寞的山林裡。 

179.張宗載〈詩函寄臺灣新僧玠宗師〉1116： 

我自學佛來，見僧如牛毛。 
宏法能覺世，誰操苦海舠1117。 
臺島遇玠宗，少年而英豪。 

                                                       
111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5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詩函，以詩做為信件的意思。新僧，主張改革舊佛教的新派僧

人。玠宗，鼓山湧泉寺圓瑛法師的得意徒弟。曾擔任中國佛教會

台灣分會的秘書長。 
1117 舠，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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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黛唇丹赤，心慈志趣高。 
贈我多珍品，珊瑚白鳳簫。 
傾談動華月1118，吟詩驚龍蛟。 
返國幾半載，念師魂夢勞。 
遙望海上雲，欲度無虹橋。 
滿腹悲天淚，向誰瀉新騷1119。 
今我來星島1120，炎熱如火燒。 
忽得玠宗書，煩惱即時消。 
並賜羽衣紙1121，錦箋佐玉毫1122。 
受之甚慚愧，感之心湧潮。 
瓊琚1123無以報，情高碧雲霄。 
聊寄此詩箋，萬里謝神交。 

＊作者： 

                                                       
1118 本句原註：「佛經云：中華花也，印度月也。」這句詩的大意是：

兩人傾心地談著中國的花和印度的月。即談論著中國和印度的佛

法。 
1119 騷，牢騷。 
1120 星島，新加坡。本詩作者前，冠有地名「南洋」，應該就是寄自

新加坡。 
1121 羽衣紙：羽衣，神仙所穿著衣服。羽衣紙，珍貴的紙張，用以寫

字或畫畫。 
1122 錦箋佐玉毫：錦箋，精緻的紙張。玉毫，白毛筆。佐，加上。 
1123 瓊琚，精美的玉石。指玠宗法師送給作者的信箋和禮品，像精美

的玉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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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載，參見註釋 1010。 

＊譯文： 

自從我學佛以來，見到的僧人就像牛毛一樣多。 
弘揚佛法，能夠讓世界覺悟的人，誰能操作苦海中的小

船呢？ 
台灣島遇到了玠宗，年紀輕輕但卻很英豪。 
他的眉毛黑黑的，嘴唇紅紅的，心很慈悲，志趣很高。 
他送我許多珍貴的物品，有珊瑚，有鑲著白鳳的簫。 
我們兩人盡心談著中國的花和印度的月（無所不談）。

吟唱的詩歌，驚動了蛟龍。 
我（從南洋）回（到中）國已經半年了，想念（玠宗）

法師，在夢中，連靈魂都勞頓了。 
遠望海上的雲，想渡過沒有霓虹的橋。 
滿肚子悲天憫人的淚水，要向誰傾瀉新的牢騷呢？ 
而今，我來到新加坡，天氣熱得像是火燒。 
忽然收到了玠宗的來信，煩惱立即消掉了。 
他還送給我輕柔珍貴的紙張，還有精緻的書箋和白毫

筆。 
收到了（這些禮物），感到很慚愧。心裡，湧出了感動

的浪潮。 
（玠宗）送我的禮物，像美玉一般。他的盛情，就像天

上的碧雲一樣高。 
暫且寄這封信，萬里之外，感謝他和我的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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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張宗載〈贈臨濟宗天田策堂上人〉1124： 

宗派承臨濟1125，相逢啟笑顏。 
華嚴通一唱1126，黃蘗1127透三關1128。 
蓮沼沙鷗狎1129，松巢野鶴閑。 
乘車回首望，剎剎聳圓山1130。 

＊作者： 

                                                       
112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5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天田策堂，參見 056 則•作者。 
1125 天田策堂是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僧人。參見 056 則•作者。 
1126 這句詩中的華嚴，應是華嚴宗或該宗經典《華嚴經》。大約天田

策堂對這一宗或這一經有研究，才有這句詩。 
1127 黃蘗，又作黃檗，指黃蘗希運禪師，或由他弘揚光大的黃蘗宗。

黃蘗宗，唐•貞元 5 年，正幹禪師弘傳禪宗第 6 代祖惠能的禪法，

在福建福清黃檗山，開創此宗。稍後，希運禪師（? - 850）住此，

大振宗法。明•崇禎 9 年，隱元隆琦（1592 – 1673）來住此山，

中興黃檗之道，後應日本僧人之請，於南明•永曆 8 年東渡，在

日本京都創建黃檗山萬佛寺，成為日本黃檗宗之祖。鄭成功領台

後，黃蘗宗也傳入台灣，成為繼福建福州湧泉寺臨濟宗之法脈外，

另一來台弘揚的宗派。 
1128 三關，禪修者必須通過的三個關卡。參見註釋 960。 
1129 狎，親近。 
1130 剎剎聳圓山：圓山，位於臺北市士林、大直間。剎剎，許多佛寺

裡的建築，指圓山山腳下的臨濟寺裡的建築。臨濟寺為日本時期

的重要佛寺，參見註釋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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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載，參見註釋 1010。 

＊譯文： 

（你）繼承了臨濟宗，（和你）相逢時笑了起來。 
（你也）通達《華嚴經》，吟唱起經文。還通達黃蘗宗

的宗旨，通過了禪門三個關卡。 
池裡，沙鷗親近蓮花。松樹上，悠閒的野鶴築著巢。 
坐在車上，回頭看著，（發現）一座座佛寺的院落，聳

立在圓山的山腳下。 

181.達性〈敬呈張君宗載、杜君鵑啼二大居士教正〉
1131： 

君具普賢行1132，人天敢不欽。 
利生悲願切，為法誓宏深。 
妙諦1133驚魔外1134，辯才絕古今。 

                                                       
113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6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張（君）宗載，參見註釋 1010。杜（君）鵑啼，未詳，應該與

張宗載一樣，是從事佛教革新的新派居士。 
1132 普賢，《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中的菩薩，祂曾發下十大願，因

此被佛門尊為大願菩薩。十大願是：(1)禮敬諸佛；(2)稱讚如來；

(3)廣修供養；(4)懺悔業障；(5)隨喜功德；(6)請轉法輪；(7)請佛

住世；(8)常隨佛學；(9)恆順眾生；(10)普皆回向。 
1133 妙諦，美妙的道理。 
1134 魔外，魔指惡魔，外指外道（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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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宣佛化，瀛島1135震獅音1136。 
此日青年者，如兄何處尋。 
無分緇與素1137，希冀結同心。 

＊作者： 

達性，見 165 則•作者。 

＊譯文： 

先生具備了普賢菩薩的修行，人間和天上哪敢不欽佩！ 
（先生）利益眾生，慈悲的願行非常貼近。為了（弘

揚）佛法，有宏大深切的誓願。 
（先生說出來的）美妙道理，驚動了惡魔和外道（異教

徒）。辯論的才能，古今的人都不能相比。 
（先生）巡迴整個地球，到處宣揚佛法。（而先生的弘

法）也像獅子吼的聲音一樣，震動了整個台灣島。 
今日的青年人，像兄一樣的，要到哪裡去找呢！ 
不分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希望都能同心協力，團結起

來。 

182.盧元勳〈步余芬蘭暮春題月眉山靈泉寺原韻〉

                                                       
1135 瀛島，台灣島。 
1136 獅音，獅子吼的聲音。 
1137 緇與素，黑和白，指僧俗。僧人衣緇，俗眾服素，故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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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 

萬疊雲峰萬疊環，一重溪水一重山。 
奇花冷艷餘幽徑，衰草參差迷曲灣。 
雁址塔倚空屹屹1139，靈泉流晌1140急潺潺。 
紅塵莫染禪關裡，好對月眉自賦閒。 

＊作者： 

盧元勳，未詳。 

＊譯文： 

萬疊的雲中山峰，萬疊的環繞著。一重溪河，一重山。 
奇妙花朵冷冷的艷色，殘留在彎曲的山徑中。枯萎的青

草，參參差差地長著彎曲的水灣旁，幾乎讓人要迷路

了。 
倚靠在高聳山峰上的寶塔，那是空中雁鳥飛過的地方。

靈妙的泉水流，急潺潺地流著。 

                                                       
113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4 卷第 6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余芬蘭暮春題月眉山靈泉寺（詩）」，應指 128 則中的詩作。

月眉山靈泉寺，參見 085 則•作者。這是一首附和余芬蘭詩的作

品，所以稱為「步…原韻」。 
1139 屹屹，山勢高聳。 
1140 晌，同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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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的紅塵，不要污染的參禪的房間。這樣才能對著一

彎明月，自己悠閒地吟唱詩歌。 

183.伊東大器〈佛生日〉1141： 

藍苑1142降生現妙緣，轟轟振動界三千1143。 
芬花墜下地呈瑞，香雨灌來天示虔。 
王舍城1144光殊赫奕1145，無憂樹1146色更新鮮。 
獨尊獨唱1147聲音大，直到如今響尚傳。 

                                                       
114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 
1142 藍苑，指藍毘尼園。位於古印度拘利與迦毘羅衛之間，乃善覺王

（Suprabuddha）為其夫人藍毘尼所建造的花園，也是釋迦牟尼降

生的地方。釋迦母親摩耶夫人有孕，依習俗，原本要回娘家待產。

但來到半路上的藍毘尼園時，釋迦卻已降生在園中的一棵無憂樹

下。 
1143 三千，三千大千世界，即全宇宙。 
1144 王舍城，古時中印度摩羯陀國的都城。舊址位於恆河中游巴特那

市（Patna）南側比哈爾（Behar）地方之拉查基爾（Rajgir）。為

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等在位時的都城。此城為佛陀傳教中心地

之一。 
1145 赫奕，光輝炫麗。 
1146 無憂樹，參見註釋 1142。 
1147 獨尊獨唱，傳說釋迦剛剛降生時，就走了七步，步步蓮花，然後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唱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見：《修

行本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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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東大器，見 171 則•作者。 

＊譯文： 

（佛陀）在藍毘尼園降生，顯現出美妙的因緣。轟轟烈

烈地震動了整個宇宙。 
芬芳的花朵從天上灑落下來，地上呈現出祥瑞的現象。

香雨從天上灌了下來，顯示天神們的虔誠。 
（佛陀說法的）王舍城（因而）非常光耀，無憂樹的顏

色更加新鮮。 
（佛陀）獨自一人大聲唱說：「（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直到今天，那聲音還一直傳播著。 

184.伊東大器〈又二首〉1148： 

能仁1149何意下雲區1150，欲救精靈溺六衢1151。 
妙道於今播宇內，慈光正見滿天隅。（第一首） 

                                                       
114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這是前

面那首詩的續篇，詩題應該與前首相同：佛生日。 
1149 能仁，釋迦牟尼義譯為：寂寞能仁。 
1150 雲區，祥雲中。 
1151 六衢：衢，道路。六衢，六種道路，指六道，即：天、人、阿修

羅、畜生、餓鬼、地獄。這六種眾生，就像六種道路，未解脫的

眾生死後，必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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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窗百鳥破酣眠，曉日光光罩彩煙。 
回想三千年1152上事，藍毗尼1153裏百花鮮。（第二首） 

＊作者： 

伊東大器。 

＊譯文： 

寂寞能仁（釋迦牟尼）為什麼從（祥瑞的）雲中下生

（到人間）呢？（原來）祂想要救渡沉溺在六道裡的精

靈（眾生）。 
美妙的道理，現在還傳播在宇宙間。慈悲的光芒正充滿

著天邊。 
（第一首） 
 
晴朗的天氣，視窗百鳥（啼叫）叫醒了正在酣睡中的

人。早晨的陽光，籠罩著彩色的煙霧。 
回想三千年前的事情，藍毗尼園裡，百花鮮豔。 
（第二首） 

                                                       
1152 三千年，有說：佛陀誕生於紀元前 977 年，但學界無定論，推算

至作者寫這首詩時，約三千年。 
1153 藍毗尼，參見註釋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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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釋義通〈懷淨土詩即贈文典正士〉1154： 

前身記否是東坡1155，彈指千年1156一剎那。 
月下唫詩1157懷淨土1158，燈前禮佛念彌陀。 

                                                       
115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懷淨土詩》，明‧楚石法師所著，共 110 首，都是闡述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淨土的詩作。本詩則是模仿這些淨土詩而作。正士，

菩薩的另一譯名。文典正士，文典菩薩，乃對文典的尊稱。文典，

名陳沙，與陳衍（1856 – 1937）友，曾留有一首詩：「出遊恰值好

晴天，杯飲欣陪試聖泉。台迥日斜猶映帶，洞幽雲住若周旋。人

登絕頂山皆向，石聳危屏樹半懸。不為催歸風雨急，僧樓題句早

爭傳。」（見《陳衍詩集》7。）陳衍，字叔伊，號石遺老人，福

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緒 8 年（1882）舉人。曾入台灣巡

撫劉銘傳幕。光緒 24 年，在京城，為《戊戌變法榷議》十條，提

倡維新。曾編修《福建通志》，著有《陳衍詩集》。 
1155 東坡，蘇東坡，宋朝詩人。本詩把文典正士比喻為蘇東坡再世。 
1156 千年，蘇東坡生在宋朝，離作者的時代，約一千年。 
1157 唫詩，吟詩。 
1158 淨土，指西方極樂世界。這個世界，黃金為地，沒有人間疾病、

天災、戰亂等的汙穢，所以稱為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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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金仙1159夢，發足超方鐵硯磨1160。 
深願同投文字海1161，宏開般若1162沐恩波。 

＊作者： 

釋義通，未詳。 

＊譯文： 

記得你的前世是蘇東坡嗎？彈指之間，一千年像是一剎

那一樣，就過去了。 
在月光下吟詩，心中想著清淨的國土。在燈火前禮佛，

念著阿彌陀佛。 
（你）親自說法，心中懷著成為金仙（成佛）的夢。奮

發超過別人，像研磨鐵製硯台一樣的努力。 
深深的祈願，（我們兩人）一起投入像海一樣寬廣的文

字寫作當中。打開宏大的般若（智慧），沐浴在（佛陀

或般若）的恩澤當中。 

                                                       
1159 金仙，指佛陀。 
1160 鐵硯磨，在鐵製的硯臺上研磨，比喻修行的辛苦。 
1161 同投文字海，一起投入像海一樣寬廣的文字寫作當中。即一同從

事吟詩作賦的工作。 
1162 般若，譯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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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釋義通〈懷淨土詩二首〉1163： 

詩名也自助清禪，法喜1164為妻笑並肩。 
眷屬菩提1165結唫侶1166，蓮華勝友拓紅箋1167。（第一

首） 
 
詩才無礙出塵緣，文字莊嚴極樂天1168。 
我也以詩鳴濁世，指歸淨土化紅蓮1169。（第二首） 

＊作者： 

釋義通，未詳。 

＊譯文： 

                                                       
1163 同註釋 1154。 
1164 法喜，因遵行佛法而心生歡喜。 
1165 菩提，義譯為覺悟。 
1166 唫侶，吟詩的伴侶。 
1167 拓紅箋：拓，拾取。紅箋，紅色的紙張，大多用來寫詩。唐•白

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斜行題粉壁，短卷寫紅牋

（箋）。」 
1168 極樂天，西方極樂世界。 
1169 化紅蓮，淨土宗以為，臨終虔誠念佛，即有紅蓮花來接引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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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作的名字（懷淨土詩）也能夠幫助清淨的禪法。對於

佛法的歡喜，讓妻子笑著和我站在一起。 
（她是我的）菩提（覺悟）道上的眷屬，而且結成了吟

詩的伴侶。（西方極槳世界的）蓮花勝過了友人拿來的

紅箋（寫著詩句的紅色紙張）。 
（第一首） 
 
作詩的才能沒有障礙，超出了塵世的因緣。文字很莊

嚴，像西方極樂世界一樣的快樂。 
我也用詩句，來提醒混濁的世間。指向清淨的國土（西

方極樂世界），（往生時）化成（坐在）紅蓮花（上）。 
（第二首） 

187.釋義通〈病中念佛〉1170： 

病中念佛益多多，不滅不生超愛河。 
願度眾生離苦海，眾香國1171裏禮維摩1172。（第一首） 

                                                       
117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 
1171 眾香國，佛經所說的一個世界。《維摩經•香積佛品》：「上方界

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 
1172 維摩，全名維摩詰，譯為淨名或無垢稱。古印度毘耶離城的一位

大乘居士。曾以稱病為由，向釋迦遣來問候的弟子舍利弗和文殊

師利菩薩等，宣揚教義。為佛典中現身說法、辯才無礙的代表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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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念佛更殷勤，能所雙忘1173拜釋尊1174。 
寂滅1175現前空五蘊1176，只餘千首舊詩存。（第二首） 

＊作者： 

釋義通，未詳。 

＊譯文： 

生病的時候念佛，有好多好處。不生不滅，能超越欲愛

的河流。 
希望能度眾生離開生死苦海。在眾香國裡，禮敬維摩詰

居士。 
（第一首） 
生病的時候念佛，更加殷勤了。能念佛者和所念佛號，

全都忘了，只是禮拜釋迦牟尼佛。 
涅槃現前了，五蘊也空了。只剩下一千首的舊時所寫的

詩。 
（第二首） 

                                                       
1173 能所雙忘，「能」唸佛者和「所」唸佛號，溶而為一，不分「能」

和「所」。一種甚深的禪定。 
1174 釋尊，尊貴的釋迦牟尼。 
1175 寂滅，音譯涅槃。成佛時所進入的最高修行境界。 
1176 空五蘊：把五蘊都空掉了。五蘊，組成我人身心的五種元素，即：

色（物質）、受（感受）、想（思想）、行（意志）、識（認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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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陳沙〈和義通師贈詩原韻〉1177： 

敢比了元1178尋老坡1179，喜聞說偈1180悟禪那1181。 
數篇詩自酌1182吟侶，一串珠猶念佛陀。 
有趣琴書常撫玩，無情歲月任消磨。 
只今人海多塵劫，似藉慈航渡濁波。 

＊作者： 

陳沙，見註釋 1154。 

＊譯文： 

膽敢把你（義通法師）比擬為了元禪師正在找尋蘇東

坡。歡喜聽到你說著偈語、體悟了禪法。 
寫幾篇詩文，來讓吟詩的伴侶欣賞。（手上拿著）一串

念珠，念著佛號。 
                                                       
117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義通師，未詳。這首詩是前面第 185 首的和詩，所以詩題說：

「和…原韻。」 
1178 了元，即佛印（1032 - 1098）禪師。俗姓林，名了元，字覺老，

一說姓謝名端卿，北宋饒州浮梁（今江西）人。與詩人蘇東坡友

好。 
1179 老坡，指北宋詩人蘇東坡。 
1180 偈，佛詩，通常四句一偈。 
1181 禪那，禪定的另一譯名。 
1182 酌，原為飲酒的意思。在這裡則作欣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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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常常撫玩著琴和書。讓無情的歳月消磨掉。 
只因為現今像海水一樣眾多人，有許多凡塵的劫難。好

似要藉著（佛菩薩）的慈航，來渡過汙濁的水波。 

189.陳沙〈和義通師寄懷原韻〉1183： 

早證金剛不壞身1184，惠通真個個中人。 
煙霞語更含疏筍1185，好向騷壇1186共唱呻。（第一首）
1187 

                                                       
118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義通師，未詳。這三首詩是前面第 186 二首的和詩，所以詩題

說：「和…原韻。」 
1184 金剛不壞身，像金剛一樣，不會損壞的身體，指佛身。《大般涅

槃經》卷上：「過去諸如來，金剛不壞身……。」 
1185 煙霞，像煙一樣的雲霞，指超凡入聖的氣概。疏筍：疏，即蔬，

蔬菜。蔬筍，清淡高雅的意味，即無酸腐味。參見註釋 1187。 
1186 騷壇，詩壇。 
1187 這首詩後有原註：「東坡贈惠通云：『語有煙霞從古少，氣含疏

（蔬）筍到公無。』」其中，東坡，即北宋詩人蘇東坡。惠通，

即道通（731 - 813），唐代僧。廬江（安徽）人，俗姓何。幼年

出家，從學於馬祖道一。馬祖示寂後，往謁石頭希遷，並與伏牛

自在（741 - 821）遊歷京師，至唐州（河南）紫玉山，結菴而居，

譽聞遐邇，僧眾雲集，遂成禪居。又蘇東坡贈惠通詩中的「蔬筍」，

蘇東坡曾自己解釋：「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

（見：宋•葉夢得《石林詩話》。）也就是說，蘇東坡讚美惠通僧

的詩作，只有超凡入聖的「煙霞」氣概，而且也有「蔬筍」味，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171 首〜第 200 首   137 
 
 

難遺浮生不了身1188，上人也作苦吟人。 
相逢莫問滄桑事，問到滄桑輒嘅呻1189。（第二首） 
無相1190且忘清淨身1191，苦瓜何苦作詩人。 
禪機早透非非想1192，那管寒螿1193耳外呻。（第三首） 

＊作者： 

陳沙，見註釋 1154。 

＊譯文： 

                                                       
也就是沒有酸腐的「酸餡氣」。而在這首詩中，作者陳沙則引蘇

東坡贈惠通詩，說明義通法師的詩作，也和惠通詩一樣，不但具

有超凡入聖的「煙霞」氣概，而且也有「蔬筍」味，也就是沒有

酸腐的「酸餡氣」。 
1188 難遺浮生不了身：浮生不了身，指凡世中尚未解脫的身體。本句

詩的大意：很難留下尚未解脫的身體，亦即留下的是已經解脫的

身體。這是作者讚美義通法師已經解脫。 
1189 輒嘅呻：輒，總是。嘅呻，感慨呻吟。 
1190 無相，沒有任何形像。即一切皆空。 
1191 清淨身，指已經解脫煩惱的佛身。 
1192 非非想，非有想非無想。佛教把禪定分為三種：欲界定、色界定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無色界定。其中無色界定又分：色

無邊界定、空無邊界定、無所有界定、非有想非非無想定。其中，

非有想非無想定，是這些分類當中，最高深的禪定。 
1193 寒螿，即寒蟬，蟬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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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證得金剛不壞的佛身了，惠通是其中之一。 
他的詩語，不但像煙霞一樣，超凡入聖，而且也有蔬筍

的淡雅味。（他的詩）可以讓詩壇中的詩人，一同吟

唱。 
（第一首） 
雖然難以留下凡世中尚未解脫的身體，但上人卻和常人

一樣，做個痛苦吟詩的人。 
（我們兩人）相逢在一起，不要問起滄桑的事情。如果

問起滄桑的事情，總是讓人感慨萬千。 
（第二首） 
一切皆空，沒有任何形相，就暫且忘掉清淨的身體（佛

身）吧！何苦像苦瓜一樣，當（個痛苦吟詩的）詩人

呢！ 
禪機已經參透，早就達到了非想非非想定的功夫了。哪

裡還要去管寒蟬在耳外鳴叫呢！ 
（第三首） 

190.寬仁〈持名念佛〉1194： 

                                                       
119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持名念佛，指口中（或心中）念著「阿彌陀佛」這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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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名念佛1195法如何，四字真言1196宛轉1197歌。 
二六時1198中吟不斷，臨終1199解脫識神1200窠。 

＊作者： 

寬仁，未詳。 

＊譯文： 

怎麼樣念著阿彌陀佛的名字呢？那就是把「阿彌陀佛」

四個字，宛轉地唸著。 
整天不間斷地唸著，到了逝世前，就能超脫識神的窠臼

（不再輪迴）。 

191.籃淵〈過龍山寺懷古〉1201： 

                                                       
1195 持名念佛，參見前註。 
1196 四字真言，真言，又譯為咒語。這裡指「阿彌陀佛」四個字。 
1197 宛轉，含蓄。 
1198 二六時，十二時辰。古時將一天分割成十二時辰，即：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199 臨終，去逝前的一刻。 
1200 識神，指死後去輪迴的精魂。這個精魂，佛教稱為阿賴耶識（藏

識）。 
120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2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龍山寺，不知是哪裡的龍山寺，因為台灣共有五座龍山寺，由

北而南依序為新北市淡水龍山寺（清咸豐 8 年，1858 年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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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月高懸雪滿軒，鳳門1202茅草長階前。 
晨鐘未見僧人擊，唯有寒鴉1203宿夜眠。 

＊作者： 

籃淵，未詳。 

＊譯文： 

像碧玉一樣的月亮，高掛在積滿白雪的窗前。雕著鳳凰

的大門口，茅草長在它的台階前。 
清晨的銅鐘，看不到僧人敲擊它。只有寒鴉正在睡眠。 

192.善慧〈吊靜修院德理清姑〉1204： 

                                                       
臺北市萬華龍山寺（清乾隆 3 年，1738 年創建）、彰化縣鹿港龍

山寺、台南市龍山寺（二者皆清•雍正年間創建），以及高雄市鳳

山龍山寺（清乾隆年間創建）。 
1202 鳳門，雕有鳳凰的門。 
1203 寒鴉，烏鴉的一種。又稱慈鴉、慈烏、孝烏、小山老鴰。 
120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4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靜修院，位於新北市汐止區的一座齋教（日治時期的台灣在家

佛教）齋堂（菜堂），建於明治 44 年（1911）。由於蘇松茂（人

稱蘇大老）在汐止街上開茶行，也做「營官」（負責地方武備和治

安的官吏），娶了六個太太，大太太「大老娘仔」，看蘇大老娶妻

多，起了修行的念頭。於是叫大兒子蘇爾民，在自家的秀峰山蓋

了齋堂，因為私人要靜修，故稱「靜修院」。戰後，原為女眾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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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靈山1205拜上方1206，只知悟卻了無常。 
靜修院裏還修道，不覺南柯一夢1207埸。 

＊作者： 

善慧，見 085 則•作者。 

＊；譯文： 

獨自一人來到靈山，禮拜上面的佛菩薩。只知道已經悟

到了無常的道理。 
在靜修院裡修道，不知不覺像大夢一場。 

193.蔡敦輝〈登基隆月眉山題靈泉寺〉1208： 

                                                       
的寺院，轉由隨國民政府自中國大陸來台的男眾慈航法師駐錫。

清姑，清修的菜姑。德理清姑，猜想是蘇松茂的大太太。這是一

首弔（吊）念往生者的詩作。 
1205 靈山，指靜修院所在的秀峰山。參見前註。 
1206 上方，指佛菩薩。 
1207 南柯一夢：南柯，朝南的樹枝。南柯一夢，指一場大夢，或比喻

一場空歡喜。宋•黃庭堅《戲答荊州王充道烹茶四首》之 3：「香

從靈堅隴上發，味自白石源中生。為公喚覺荊州夢；可待南柯一

夢成。」 
120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5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基隆月眉山題靈泉寺，參見 085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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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心無掛1209礙，詩思自清新。欲作逍遙客，來尋脫俗人。 
不談名利事，只說去來因。見佛殷勤拜，認他假作真。 
三塔欲摩空，登臨興不窮。鳥飛天地外，人在有無中。 
雙腳穿雲冷，群山帶雨濠。雞籠1210何處是，招手問樵童。 
酷愛靈泉寺，禪房草木閒。談經猿解聽，入定鶴知還。 
地僻塵難到，林深夏亦寒。憑欄不歸去，明月照空山。 
古寺風霜久，孤鐘扣夕陰。雲封千嶂白，雨霽1211一林深。 
明月為詩料，靈泉當海音。不知僧睡後，寺外獨行吟。  

＊作者：  

蔡敦輝，見 055 則•作者。 

＊譯文： 

禪心沒有挂礙。吟詩的心，很清新。想做逍遙的訪客，來

尋找脫俗的人。 
不談名利的事情，只說過去和現在的因果。見到佛像就

殷勤禮拜，把這假佛看成是真佛。 
三個佛塔，高得幾乎碰到了天頂。登上塔頂的興致沒有

                                                       
1209 挂，同掛。 
1210 雞籠，雞籠山（基隆山）。位於新北市瑞芳區。從海上正看山形

似雞籠，故舊時稱為「雞籠山」。側看則似一位橫臥的孕婦，故又

有「大肚美人山」之美名。從瑞金公路看又似富士山，故又有「基

隆富士山」之別稱。 
1211 霽，雨或雪停止，放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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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盡。鳥兒飛到了天地之外，人則在似有若無之中。 
兩支腳浸在冷雲裡，群山正下著濠雨。雞籠山在哪裡？

招手問著打柴的童子。 
非常喜愛靈泉寺。寺中的禪房，就在看起來很閒暇的草

木當中。談論佛經裡的道理，猿猴像是聽得懂似的。禪定

中，鶴鳥還知道飛回來。 
這個地方很偏僻，塵世的喧囂無法到這裡。樹林很深密，

即使是夏天，也感到很涼爽。靠在欄杆旁，不忍回去。明

月照著空靈的青山。 
古寺已經歷盡風霜，孤伶伶的鐘聲，在黃昏時敲打著。白

雲把許許多多的山巖都封住了。下雨過後，樹林顯得很

深密。 
明月是我作詩的材料，就把靈泉當作是海浪的聲音吧！

不知道僧人已經睡醒了，獨自一人在寺外吟唱詩歌。 

194.金藏沙門〈寄懷瑞奇淨侶〉1212： 

發菩提心1213入佛家，以心契佛笑拈花1214。 
智刀割斷塵情網，慧劍揮成玅法華1215。 

                                                       
121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5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瑞奇淨侶，未詳。（淨侶，清淨的道侶。） 
1213 發菩提心，發起覺悟成佛之心。 
1214 笑拈花，指體悟不立文字的最高禪法。參見註釋 820。 
1215 玅法華，即《妙法蓮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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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淨雙脩如虎角1216，自他兩利駕牛車1217。 
知師悟一為無量，入海憐他徒算沙1218。（第一首） 
 
捨家棄欲作沙門1219，萬佛以來種善根。 
行願度生開慧日，離塵脫俗覆慈雲。 
有心傳佛三迦葉1220，無量化身億釋尊1221。 

                                                       
1216 禪淨雙脩（修）如虎角：明、清的中國佛教，主張禪宗和主張念

佛往生極樂世界的淨土宗，不相違背，並發展出禪宗和淨土宗雙

修的法門。（參見註釋 1077。）又，唐末五代僧永明延壽，曾作

有〈四料簡〉：（1）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

作佛祖。（2）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

悟。（3）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

（4）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 
1217 駕牛車：牛車，指最高的修行法門，即大乘佛教。《法華經•譬

喻品》所說三車之一。三車：聲聞乘比喻為羊車，緣覺乘比喻為

鹿車，菩薩乘則比喻為牛車或大白牛車。 
1218 這兩句詩的大意：（瑞奇）法師能因為悟到一個法門，而知道無

量的其他法門。不像那些愚笨的人，入了大海，卻想細數海中無

量沙子的數目。 
1219 沙門，意譯勤勞、貧道等。出家僧人的總稱。 
1220 三迦葉，毘婆尸佛時，有三個人，一同修行。後世感應，三人成

為兄弟，都叫做迦葉。三人是：（1）優樓頻螺迦葉；（2）那提

迦葉；（3）伽耶迦葉。這三人原本都是拜火教的信徒，各有徒眾

五百、三百、二百人。釋迦牟尼成道後不久，三人即皈依佛陀。 
1221 釋尊：釋，釋迦牟尼。尊，世人所尊敬者。在這裡，釋尊泛指佛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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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世隨機常說法，不言而化我知君。（第二首） 
 
萬德洪名1222世所尊，執持聖號1223日慇懃。 
唯心淨土1224非他悟，自性彌陀1225能反聞1226。 
宏法1227利生心正切，存誠主敬意方殷。 
學他悲體戒雷震1228，慈意也如玅1229大雲。（第三首） 
 
上同下合仰觀音，結眾生緣契佛心。 

                                                       
1222 洪名，指「阿彌陀佛」這個名字。 
1223 執持聖號：執持，用心把握著。聖號，指「阿彌陀佛」這四個字。

執持聖號，用心念著「阿彌陀佛」這四個字。 
1224 唯心淨土，極樂世界這個淨土，就在心中，不必一定在心外的西

方。 
1225 自性彌陀，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必一定

是遠在心外的西方極樂世界。「唯心淨土，自性彌陀」是明、清

中國佛教的普遍主張。 
1226 反聞，從口唸阿彌陀佛的聲音入手。接著體悟「能」唸者（自己）

和「所」唸阿彌陀佛的聲音，二者無所分別，也就是「能」、「所」

合一。最後進一步悟到阿彌陀佛就是自己的真如本心。這和《楞

嚴經•觀音菩薩耳根圓通章》中所說觀音「反聞自性」的法門相

同。參見註釋 1094。 
1227 宏法，即弘法，宣揚佛法。 
1228 悲體戒雷震，語出《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悲體戒

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燄。」悲體戒雷震，

以慈悲的心來守戒律，就像打雷一樣，擁有巨大的功德。 
1229 玅，同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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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拋甎1230能引玉，願君點銕忽成金1231。 
一門1232超出莊嚴路，大眾圓成功德林1233。 
水月道場1234清淨甚，導師蓮駕1235降光臨。（第四首） 

＊作者： 

金藏沙門，未詳。 

＊譯文： 

發下要覺悟成佛的誓願，因此進入了佛門。用真心，體

悟佛法中，拈花微笑的道理。 
用智慧的刀子，割斷留戀塵世的情網。揮舞智慧的劍，

使塵世變成像《妙法蓮華經》一樣的聖潔。 
禪宗和淨土宗雙修，就像老虎的頭上長出角來一樣（，

                                                       
1230 甎，同磚。 
1231 點銕成金：銕，同鐵。點鐵成金，把鐵變成了金子。比喻化腐朽

為神奇。典出宋•黃庭堅《答洪駒父書》：「古之能為文章者，真

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也。」 
1232 一門，指一心念佛。 
1233 功德林，像森林一樣深廣的功德。 
1234 水月道場，以水中月的幻化無窮，來提醒世人，人生幻化，似幻

非真，世事虛幻無常。 
1235 導師蓮駕：導師，指阿彌陀佛。蓮駕，坐在蓮花臺上，來到人間，

接引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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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猛烈地達到解脫境界）。就像大菩薩駕著大白牛車

來渡化眾生一樣，可以自利又能利他。 
知道（瑞奇）法師，能夠體悟一個法門變成體悟無量法

門。到海裡，憐惜他人，（愚笨地而且）沒有用地想要

數盡海中的沙子。 
（第一首） 
捨掉了家庭生活，放棄了塵世的欲望，出家作僧人。從

一萬尊佛以來，（瑞奇法師）就種下了善根。 
實行渡化眾生的本願，打開了智慧的太陽。脫離了塵

俗，讓慈悲的祥雲覆蓋在天上。 
（你）就像有心弘傳佛法的三迦葉一樣。你有無量的化

身，是億萬佛陀的化身。 
（你）感應在世間，隨著機緣，常常說法。雖然不說一

句話來教化我，而我也知道你的心意。 
（第二首） 
 
具有億萬功德的廣大名字（――阿彌陀佛），是世人所

尊敬的。用心念著（阿彌陀佛這個）聖號，每天都勤奮

念著。 
淨土就在自己的真如本心當中，不要以為它在他方。自

己的真如本心就是阿彌陀佛，（知道這個道理，）就能

夠由此而反聞自己的真如本心。 
心中非常殷切地想要借著弘揚佛法，來利益眾生。心中

存著誠懇和敬意，心意才能殷切。 
學習他人以慈悲心來守戒律，那就像打雷一樣，具有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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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德。慈悲也像美妙的大雲一樣（，能夠蔽陰眾

生）。 
（第三首） 
 
不管是向上，或是向下，都誠心仰望觀世音菩薩。和眾

生結下好因緣，並且契入佛心。 
讓我拋磚引玉，但願你能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 
一門深入（一心念佛），能夠超越莊嚴的修道之路。大

家都能圓滿成就像森林一樣廣大的功德。像水中月一樣

虛幻不實的修行場所，非常清淨。導師（阿彌陀佛）會

坐在蓮臺上降臨（人間）。 
（第四首） 

195.瓊宗〈樂道吟〉1236： 

為明本覺1237絕塵埃，自性1238圓融不去來。 
萬妄歸真明聖理，蒲團座上亦蓮臺1239。 

                                                       
123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5 號。由林述三選刊。 
1237 本覺，佛教以為我人的真心，原本是光明智慧的真如本心，只因

煩惱所覆，因此失去了光明智慧，流落輪迴深淵。本覺即真如本

心。 
1238 自性，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心）。 
1239 蓮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都坐在蓮臺上。又，佛菩薩都是

坐在蓮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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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瓊宗，未詳。 

＊譯文： 

為了明瞭本來覺悟的真如本心，沒有煩惱塵埃，就必須

明瞭自己的真如本性（心）是圓融，而且沒有去來的永

恆不變。 
眾多的虛妄煩惱，都化歸到真實明瞭的神聖道理。坐在

蒲團上，也像是坐在佛菩薩所坐的蓮臺上一樣。 

196.施能〈和曉鐘〉1240： 

五夜漏深1241欲曙天1242，晨鐘百八響鏗然。 
魚聲1243覺覺喚橋月，磬韻沉沉破曉煙。 

                                                       
124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5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和」字，是附和的意思。也就是，這是一首聽到寺鐘的聲音，

而附和鐘聲寫出的詩作。 
1241 五夜漏深：五夜，五更。一夜共有五更，五夜（五更）即第五更，

夜深天將亮時。漏，古代計時器，銅制有孔，可以滴水或漏沙，

有刻度標誌以計時間。漏深，即夜深。 
1242 曙天，黎明。 
1243 魚聲，佛寺法會時，敲打木魚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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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冷有情添客思，星殘無意出愁眠。 
聞經入妙聽清越1244，不禁來參一指禪1245。 

＊作者： 

施能，苗栗獅頭山金剛寺僧。 

＊譯文： 

已經五更天，夜很深了，天就快要亮了。晨鐘鏗鏘地響

了一百○八聲。 

                                                       
1244 清越，清脆高揚。 
1245 一指禪，俱胝禪師的故事。俱胝禪師在寺庵禪坐時，有一位名叫

實際的女尼頭戴斗笠，手持禪杖來訪。她一邊繞著俱胝禪坐的地

方，一邊說：「如果你能說幾句話，我就把我的斗笠摘下來。」

像這樣，繞了三遍，俱胝還是無法回答她的問題。於是，實際女

尼失望地離開。俱胝心想：「我是個男子漢，怎麼連個女尼都比

不上！」於是決定明天就放棄禪坐修行，離開寺庵，到處行腳。

那夜，他夢見土地神來托夢說：「幾天後，會有一個高人來到這

裡，你可以把女尼的事情向他請教，他會給你滿意的答案。」於

是俱胝留了下來。果然，幾天後，有位名叫天龍的禪師，來到寺

庵。俱胝把碰到女尼的事情，拿來請教天龍禪師。天龍聽了之後，

一句話也沒說，只是舉起一隻手指。俱胝見了，因而大澈大悟。

從此，只要有人來請教俱胝禪法，他都一句話不說，只舉一隻手

指。臨終時，俱胝為信徒們說：「我得到了天龍禪師的一指禪之

後，終生受用不盡！」（見：《指月錄［卷 13］•婺州金華山俱

胝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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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魚的聲音，讓人覺醒，它呼喚著橋邊的月亮。而沉沉

的磬聲，則響破了清晨的雲煙。 
露水冷冷的，卻像有情人一樣，讓訪客憑添心思。幾顆

星星，無意間，讓人從憂愁的睡眠中醒來。 
聽到誦經美妙高昂的聲音，禁不起，就來參一參一指禪

吧！ 

197.釋寬仁〈讀石屋詩有「日日騎牛不識牛」之佳

句，頗含禪味，愚見之有得，將是句成連珠體

七言四絕，伏望海內外高僧開士進而教之〉1246： 

                                                       
124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6 號。由林述三選刊。詩題中

的石屋，指石屋清珙禪師（1272 - 1352），元代僧人，俗姓溫，字

石屋，蘇州常熟人。為禪門曹洞宗一代名師。連珠體，文體名，

興盛於漢代，辭麗而文約，不直指事情，藉串連事例或比喻，用

來傳達微旨，使讀者領悟，所以稱為「連珠體」。七言四絕，四首

七言絕句。（絕句，四句一首，是唐朝流行起來的詩歌體裁。）

詩題說到這是四首開頭是「日日騎牛不識牛」的七言（七個字）

絕句。但是，可能是編排出了問題，所以只刊出三首。開士，菩

薩的義譯。又，自宋朝以來，佛門常用牧牛來比喻修行的過程。

例如宋•廓庵禪師即以十圖，來比喻這個過程。廓庵及其後的十

圖，後世稱為《十牛圖》。廓庵的十牛圖即：尋牛、見跡、見牛、

得牛、牧牛、騎牛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還源、入鄽

垂手（入鄽，是進入塵世；垂手則是渡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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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騎牛不識牛1247： 
何須向外苦尋求，應知信手功能力。 
淨土為牛1248善自修，昏蒙道眼1249最堪憂。 
 
日日騎牛不識牛： 
莫嘆當前無見地，明師直指扭繩頭。 
磨磚既已難成鏡，調琢坐禪何作聖。 
 
日日騎牛不識牛： 
迷人又見加迷性1250，手把芒繩撚一頭。 
牽來樹下且拘留，持鞭自策昏迷性。 
 
日日騎牛不識牛： 
（下缺） 

＊作者： 

釋寬仁，未詳。 

                                                       
1247 這句詩的大意是：人人本來是佛（牛），不必到外面去尋佛（牛）。

如果到外面去尋佛，就像已經騎在牛背上，卻到處去尋牛一樣的

愚蠢。 
1248 淨土為牛，念阿彌陀佛往生淨土（西方極樂世界）的法門，就是

令人解脫的「牛」，不必要向外尋找。 
1249 道眼，認清佛道的智慧。 
1250 迷性，迷我自己的真如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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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天天騎著牛，卻不認識牛： 
何必向外去尋求（牛）呢！應該知道，隨手就有獲得成

功的力量。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就是牛，要好好地自修。最

怕是認識佛道的智慧被昏迷了。 
 
天天騎著牛，卻不認識牛： 
不要嘆息眼前沒有正確的看法，好的師父會直接教你把

（牽牛的）繩頭捉緊。 
磨磚既然難以磨成鏡子，（那麼）刻意調整（修行而）

坐禪，哪裡還能成為聖人呢！ 
 
天天騎著牛，卻不認識牛： 
迷惑的人，再加上迷失了真如本性，那就用手把芒繩頭

捉緊吧！ 
（把牛）牽到樹下來，暫時把牠拘留在樹下，然後拿起

鞭子，鞭策自己昏迷的真如本性。 
 
天天騎著牛，卻不認識牛： 
（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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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釋寬仁〈牽牛〉1251： 

識得唯心淨土1252牛，山童信手挽回頭。 
牽歸故里1253加鞭力，一到蓮邦1254性自柔。 

＊作者： 

釋寬仁，未詳。 

＊譯文： 

認識真如本心就是（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的牛

隻，那麼隨手就能把（往前亂衝的）牛隻牽回頭。 
加上一鞭，把牛牽回故里。一到了蓮邦，牛的心性自然

就柔順了。 

199. 釋寬仁〈調牛〉1255： 

                                                       
125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牽牛，即修道

的第一步。參見前則。 
1252 唯心淨土，西方極樂世界淨土就在心中，不必向外遠求。參見註

釋 1222、1223。 
1253 故里，佛教常把真如本心稱為故鄉或故里。因為 
1254 蓮邦，指極樂世界。因為往生極樂世界者，都是坐在蓮花上。 
125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調牛，是調教

牛隻的意思。即剛剛開始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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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士牛兮淨土牛，云何步步犯田疇1256。 
而今若不隨余去，這把長鞭策汝頭。 

＊作者： 

釋寬仁，未詳。 

＊譯文： 

淨土牛呀，淨土牛！為何在田地上亂跑亂踩呢？ 
如今如果你不隨我去，那就用長鞭抽打你的頭呀！ 

200.釋寬仁〈耕田〉1257： 

淨土牛耕淨土田，蓮池德水1258助因緣。 
菩提寶樹1259增榮長，佛念聲中慶悟禪。 

                                                       
1256 田疇，田地。 
125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耕田，即正在

認真修行。 
1258 蓮池德水，蓮花池中的功德水。《佛說阿彌陀經》：「極樂國土

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

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赤珠、琉璃、

硨磲、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

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 
1259 菩提寶樹，西方極樂世界中的覺悟之樹。《佛說阿彌陀經》：「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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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釋寬仁，未詳。 

＊譯文： 

淨土牛，耕種淨土田。（西方極樂世界）蓮花池中的八

功德水，可以做為幫助耕種（修行）的條件。 
覺悟的寶樹，增長了欣欣向榮。慶賀在念佛聲中悟到了

禪法。 

 
 
 

全文交互參照的作者和注釋： 

作者： 

055 則，蔡敦輝，臺北稻江（大稻埕，臺北市大同區西南

部）人，林馨蘭（1870-1923）的學生。林馨蘭，日治時

期台灣傳統詩社南社和瀛社的社員，萃英吟社的創社社

長。逝世後，蔡敦輝輯其遺詩為《湘沅吟草》。又，南社

創立於 1906 年（明治 39 年），由連橫、陳渭川等人所創

立。台南開元寺是社員最常聚會的場所。瀛社，創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與櫟社、南社為台灣日治時期三大詩

                                                       
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樂，

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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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之一。 

056 則，天田策堂，日治時期，日本京都臨濟宗大本山妙

心寺的日籍僧人。曾來台灣布教。昭和 4 年（1930），妙

禪法師赴日本，在他的推薦下，獲京都臨濟宗大本山妙

心寺管長，授與開授使之職，並榮任南瀛佛教會教師一

職。妙心寺派開始傳入台灣是在明治 32 年（1899）。當

時該派布教師梅山玄秀在臺北圓山劍潭寺駐錫、傳教。

明治 44 年（1911），該派在當時的圓山公園內所建的鎮

南山臨濟護國禪寺，完成了本堂（大殿）、庫裡與山門。

次年，該派代理管長（「管長」為該派主持人的職稱）氣

上宗詮，蒞台主持落成法會。其後，又有天田策堂、長谷

慈圓、高林玄寶、森元成、飯塚江嶽等人來臺灣布教。另，

妙禪法師（1886-1965），字閒雲，號臥虛，俗名張奐年，

新竹縣北埔鄉出生的客家人，日治時期佛教著名台籍僧

侶。明治 44 年（1911），於苗栗創辦獅頭山金剛寺與水

濂洞二寺，成為開山祖師。大正 11 年（1922），於新竹

北埔鄉南埔村，創辦金剛寺，又稱南山精舍，在此駐錫。

昭和 2 年（1927），創辦台中寶覺寺。 

085 則，江善慧（1881-1945），俗名江清俊，法名常覺，

別號露堂，臺北州基隆市人。明治 29 年(1896 年)，由齋

教基隆源齋堂張賜歡引進龍華派，法名普傑。明治 33 年

（1900），福建鼓山湧泉寺僧妙密和善智，來台弘法。江

善慧和二位僧人多所親近。明治 35 年（1902）在善智法

師帶領下，來到湧泉寺，禮景峰和尚受戒出家，法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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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返台後他於基隆月眉山創建靈泉寺，為日治時期台

灣佛教四大派系之一月眉山派的創立者，也是台灣佛教

中學林（今臺北市泰北中學）的創立者。明治 40 年（1907），
善慧入日本曹洞宗，並為靈泉寺住持。明治 44 年（1910）
赴日本東京研究大藏經，並領受為日本曹洞宗布教使。

歷任曹洞宗台灣中學林長、南瀛佛教理事、台灣佛教青

年會幹事。大正 10 年（1921），日本當局召集江善慧（代

表台灣曹洞宗）、林本圓（代表台灣臨濟宗）、陳火（臺北

大稻埕龍雲寺住持）、黃監（臺北大稻埕齋教至善堂堂主）

等人，商討籌組成立「南瀛佛教會」的全島性佛教組織，

並於隔年（1922）正式成立時，江善慧被推為會長。同年

（1922），江善慧受戒出家 20 年，受振光法師之聘，赴

福建鼓山湧泉寺及怡山西禪寺傳戒。 

165 則，陳達性，桃園圓光寺僧。［圓光寺，位於桃園市

中壢區，創建於大正 5 年（1916），為日治時期佛教四大

法脈之──苗栗大湖法雲寺派下最重要寺院。法雲寺落

成於大正 3 年（1914），由覺力法師（1881 - 1933）與大

弟子妙果法師創建。覺力法師來自福建鼓山湧泉寺，為

四大法脈靈魂人物中唯一來自中國的僧人。其派下寺院

數量甚多，如中壢圓光禪寺、臺北圓通禪寺、台中毘盧禪

寺等等。］ 

 

註釋 
註釋 562 金剛寺座落在獅頭山後山的半山腰，建於大正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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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由北埔妙禪法師所創建。昭和 10 年（1935）毀於大地

震，民國 38 年（1949）始重建。原稱「滌心堂」，後稱「金剛

寺 」，也稱「妙禪寺」。 
 
註釋 808 臨濟寺，位於臺北市圓山。全名臨濟護國禪寺，屬於禪宗

分支臨濟宗妙心寺派，始建於明治 33 年（1900）。昭和 20 年（1945），
終戰後日本人撤離，臨濟寺暫由同屬臨濟宗妙心寺派下的觀音山淩

雲禪寺本圓法師接管，1947 年臺北市政府派林恭平居士代管。1948
年改由盛滿法師擔任住持。此時禪寺遭國軍強佔轉為軍事用地，並

設高射炮，大殿甚至被士兵充作打桌球之場所長達近十年。 
 
註釋 820 拈花悟旨，大梵天王以金色蓮花供佛，佛拈花在手上，迦

葉尊者微笑。佛說：「我已把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最高禪法，傳

給了迦葉尊者。」（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拈花微笑是禪

門一則公案，體悟這則公案的意旨，即能頓悟成佛。 
 
註釋 960 祖關，祖師所立下的參禪關卡。這種關卡，都是為了讓參

禪的弟子，頓悟禪道無所言語。通常有過三關，即破三關，才能

開悟解脫。破三關是：破本參、破重關、破牢關。這三關相對於

空、假、中三種道理。空即一切皆空，參禪者必須徹底體悟一切

皆空，即破本參。但一切皆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的虛無，於是進入

第二破重關，參究一切皆空中的萬事萬物，都是（虛幻地──假

有地）存在著。這即是假關。最後參究中道，即空中妙有。而

「何謂祖師西來意？」即是一個參禪的關卡，必須破除，才能開

悟解脫。 
 
註釋 1010  張（君）宗載（1896 - ?），太虛大師（1890 - 1947）的學

生，中國近現代「佛化新青年會」創始人，主張佛教必須大力改革，

與傳統僧人對立起來。因而觸怒湖南主席唐生智之師顧淨緣，張宗

載被捕下獄，佛化新青年會也被迫解散。甯（君）達蘊（1901- ?），

太虛大師的學生，與張宗載共同成立佛化新青年會。張宗載和甯達

蘊都是武昌佛學院的學生。武昌佛學院，位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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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區，是中國最早的佛學院，由太虛大師創建於 1922 年。倡導「人

生佛教」，批判傳統佛教專為「死人」服務的經懺佛教。又，張宗載

和甯達蘊都曾來過台灣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