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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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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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首開

始，注釋連貫從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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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施青岩〈偕蔡蓋力、許禹得、李水田諸君，

遊基隆靈泉寺感作〉1387： 

 靈山不老印禪房，月影高懸護佛堂。 
泉水有聲鐘氣在，波光然際1388竹風涼。 
此身大地閒雲遠，來日深江千歲長。 
勝景惹人延坐久，大雄寶殿1389御爐1390香。（其一） 

                                                       
138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8 卷第 10 號。詩題中的蔡蓋力、許

禹得、李水田，未詳。基隆靈泉寺，參見 085 則•作者。 
1388 然際：然，同燃。然際，燃燒的時候。 
1389 大雄寶殿，佛寺的主殿。佛寺的主殿通常供奉釋迦牟尼佛，而

釋迦牟尼佛又被尊為大雄，因此主殿稱為大雄寶殿。 
1390 御爐，指大雄寶殿中的主要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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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灣眉月現山莊，菩薩低層露夕陽。 
佛亦無言高位坐，人方多難倒帆張。 
鐘聲百八隨流出，徑國1391萬千護法唱。 
靈水靈心添慧眼，光明放大上遐方1392。（其二） 

＊作者：  

 施青岩，台南市北門將軍人，善詩工書，活動於南部各

詩社。目前台南市開元寺，仍留有他所寫的匾額。 

＊譯文：  

（基隆月眉山這座）不老的靈山上，保留著令人印象深

刻的禪房。月亮高高懸在天空，保護著佛堂。 
泉水的聲音，還有晚鐘的靈氣還在。水波的光芒，照耀

著，竹叢中吹來涼風。 
我站在大地上，遠處有悠閒的白雲。將來，深沉的江

水，還會流瀉一千年。 
殊勝的景色，讓人坐下來欣賞了很久。大雄寶殿的香

爐，散發著檀香。 
（第一首） 
 
一彎眉月出現在山莊的天空上。菩薩的座下，露出了夕

陽。 

                                                       
1391 徑國，小國土。 
1392 遐方，遠方、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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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無言無語地高坐在座位上。人們多災多難，菩薩倒

駕慈般來救度人們。 
一百○八聲的鐘聲，隨著水流響了起來。許許多多國土

中，有萬千護法神，正吟唱著。 
靈驗的泉水和充滿靈氣的心，能夠增長慧眼。光明照射

到遠方。 
（第二首） 

242.施青岩〈贈善慧大和尚〉1393： 

 慈心向上促斯文，佛道研明護彩雲。 
今日喜歡傳大道，覺來先覺脫人群。 

＊作者： 

 施青岩，見前則•作者。 

＊譯文： 

 令人向上的慈悲心，讓人變得斯文。明明白白地研究佛

道，可以像彩雲一樣，護持著人們。 
今天，你歡喜地弘傳大道，才知道先覺你已經超脫了人

群。 

                                                       
139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9 卷第 4 號。詩題中的善慧大和

尚，參見 085•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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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宏宣〈重逢窗兄寬師於臺島，聞師不日又要負

笈求學，感而賦此，聊作再別之紀念，敢呈斧正〉
1394： 

 鷺江1395相別已週年，臺島重逢喜昔緣。 
把手談心悲法連，回頭無語獨觀天。 
英雄有志狂瀾挽，大道未行且自強。 
欣羡我師深抱負，愧吾到處作散仙1396。 

＊作者： 

 宏宣，曾與寬蒼法師，同學於福建廈門南普陀山南普

陀寺。 

＊譯文： 

 在鷺江別離，已經一年了。在台灣重逢，實在高興有過

去的緣份。 
一再把手談心，悲喜交集地談著佛法。回過頭來，獨自

一人無語地看著天空。 
你是有志氣的英雄，想要力挽狂瀾。偉大的佛道還沒有

                                                       
139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9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窗兄，同窗

學長。寬師，寛蒼法師，未詳。 
1395 鷺江，位於福建廈門島和鼓浪嶼之間，又叫做廈鼓海峽。因為

廈門島又稱鷺島，所以人們就把廈鼓海峽叫做鷺江。 
1396 散仙，原為閒散的仙人。這裡指閒散的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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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暫且讓我們自強吧！ 
很羡慕你抱著深深的願望。慚愧我自己，到處作個閒散

的修行人。 

244.寬蒼〈我本來不會吟詩，然既承玉句，亦不得

不綴幾句白話式的答之〉1397： 

 普陀1398共學憶前年，廈離臺逢亦宿緣。 
聚首且談別後事，倚盧繼說1399望為先。 
邪徒撲滅乃當務，正教匡扶必自強。 
尚禱吾師垂塵訓1400，他年攜手禮金仙1401。 

＊作者： 

                                                       
139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9 卷第 6 號。這首詩是前面那首詩

的和詩，獻給前面那首詩的作者──宏宣。 
1398 普陀，福建廈門南普陀山的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始建於唐代

末期，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又在普

陀山以南而得名。是一間在閩南和東南亞有相當影響力的佛

寺。 
1399 倚盧繼說：盧，同壚，土檯子。倚盧繼說，靠在土檯子邊，繼

續說話。 
1400 塵訓，像灰塵一樣，小小的訓詞。 
1401 金仙，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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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蒼，曾與宏宣法師，同學於福建廈門南普陀山南普陀 
寺。 

＊譯文： 

 想起前年，我們在（廈門南普陀山）南普陀寺一起學

習。離開了廈門，來到台灣，我們又相逢了，這是過去

所種下的因緣。 
我們聚在一起，談著離別後的事情。倚靠在土檯子旁，

我們都爭著領先繼續說（著往事）。 
把邪惡之人撲滅，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想要扶持正

教，就必須自強。 
希望你對我說出小小的訓示，改天，我們攜手一起去禮

拜佛陀。 

245.施斌宗〈遊獅頭山開善寺〉1402： 

 獅頭遠望風光雅，勝跡登臨萬物幽。 
地僻峰高埋世態，山青水秀入禪流。 

                                                       
140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0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獅頭山開善

寺，位於苗栗獅頭山南莊，由普宜尼師創建於昭和 2 年（1928）。
正殿主祀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從

祀彌勒佛、韋馱菩薩、伽藍菩薩。後殿則祀有釋迦牟尼佛等七尊

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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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機始識身心淨，樂道方知歲月悠。 
寄語紅塵名利客，好來此處學清修。 

＊作者： 

 施斌宗（1911 - 1958），俗姓施，台灣省彰化縣鹿港鎮人，

台灣少有的知名天臺宗宗師。14 歲，禮苗栗獅頭山金剛

寺閑雲禪師為師，剃度出家。過兩年，出外參訪，到過大

湖、五指山、觀音山、大岡山等處。結果使他大失所望，

原來那個時候的出家人，多以趕經懺為生，連識字的都

不多，更不要說講經弘法了。他下決心到深山結茅，虔修

苦行，發願將來改革台灣的佛教。他找到台中東郊的汴

峰（今台中市太平區頭汴坑），結茅獨居，研究《法華》、

《楞嚴》諸大乘經典。昭和 8 年（1933），內渡中國留學。

先到福建福州鼓山湧泉寺參謁虛雲。離開福建，游廣東

曹溪南華寺、福建廈門南海普陀山、浙江寧波阿育王寺、

寧波天童寺。到天童寺時，適逢天童寺三壇大戒，圓瑛法

師為得戒和尚，正式受具足戒。後轉往浙江天臺山的天

臺佛學院，謁靜權法師。入專修部研究，研讀天臺宗教典

《四教儀》、《天臺教觀》等。昭和 12 年（1937）回台，

至高雄大岡山龍湖庵講《地藏經》。這是他返台後第一次

弘法，首開台灣出家僧人講經的風氣。其後，新竹信眾希

望他在新竹建一所弘法道場，於是興建了法源寺。遺作

有《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佛說阿彌陀經要釋》、《楞

嚴義燈》、《我人生死之由來》等，以及包括十三篇演講文

字的《演講集》，和一冊《雲水詩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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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遠望獅頭山上的獅頭，發覺風光優雅。登上了殊勝的地

方，發覺萬物都很幽靜。 
這地方很偏僻，山峰很高，把世間的情形都深埋起來。

山巒青青，河水秀麗，都進入了禪道當中。 
忘掉了心機，才知道身心都很清淨。喜歡禪道，才知道

歲月非常悠閒。 
敬告那些在紅塵中的好名、好利之人，好好地來到這裡

學習清修吧！ 

246.施斌宗〈遊獅山海會庵〉1403： 

 崎嶇歷盡訪幽人，海會登臨景色新。 
妙悟洞1404中忘歲月，真修世外不秋春1405。 

                                                       
140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0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獅山海會庵，

位於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六寮。由人稱金山夫人的陳謝阿施捐獻

土地，於昭和 2 年（1927）禮請智文法師來此開山，募化興建道

場。昭和 5 年（1930）落成，由陳謝阿施任第一代住持。主殿供

奉西方三聖，殿內左右兩側功德堂供奉地藏菩薩和目犍連尊者，

大殿外兩側供奉四天王。民國 40 年到 50（1950－1960）年間是

全盛時期，有常住眾三、四十位。 
1404 洞，位於海會寺附近的獅岩洞。 
1405 秋春，即春秋，指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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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鳥有情能接賓，尼僧無意來迎客。 
滿月風光憑眺望，悠然到此（絕）紅塵1406。  

＊作者： 

 施斌宗，見前則•作者。 

＊譯文： 

 走完崎嶇的山路，來拜訪幽隱之人。登上了海會寺，發

覺景色非常新穎。 
來到（可以讓人）美妙體悟（禪道）的（獅岩）洞中，

就忘了是什麼日子。真正修行的人，都在塵世之外，也

不管現在是什麼歲月了。 
山鳥有情，能夠接等來賓；但尼僧（已修行到了以平常

心看待萬物的關係，）無意來歡迎客人。 
滿月了，風光無限，讓人憑欄眺望。悠閒地來到這裡，

一點點紅塵（的沾染）都沒有。 

247.施斌宗〈遊師善寺訪如淨禪師〉1407： 

                                                       
1406 本句缺一字，猜想最後三字是「絕紅塵」。 
140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0 卷第 1 號。詩題中師善寺，原名

師善堂，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清•咸豐 10 年（1860）由甘阿斗創

建，光緒 14 年（1888）甘惠南等重修，大正 11 年（1922）甘惠

南派下及莊內善信捐募 3 萬餘元重建，主祀觀世音菩薩。又，如

淨禪師，未詳。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241 首〜第 270 首    101 
 
 

不辭遠澀1408崎嶇路，為訪高僧到此來。 
獨羨山中無世態，何嫌腳底印蒼苔。 
早知大師真心悟，久厭紅塵俗念灰。 
惟願慈悲開覺路，指明心地好栽梅1409。 

＊作者： 

 施斌宗，見 245 則•作者。 

＊譯文： 

 不惜走崎嶇的遠路，為的是要拜訪高僧，才來到這裡。 
我私底下，羡慕山中沒有世間（喧嘩）的情形。怎麼會

嫌惡腳底印著青苔呢！ 
早就知道大師已經真心悟入禪道了，已經很久就厭棄紅

塵，而俗念也變成灰燼了。 
只希望你慈悲，能為我打開覺悟之路。（能為我）清楚

地指出我本有的心地，這樣，才能栽種（讓人覺悟的）

梅花樹。 

248.施琦文〈題雜誌（托缽僧）〉1410： 

                                                       
1408 遠澀，猶遠涉，走遠路。 
1409 心地好栽梅：修行人依心而行，所以稱為心地。栽梅，在心地

上栽梅，是一種比喻。比喻可以依心而修得解脫。 
141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0 卷第 2 號。詩題「題雜誌」，意

思未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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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1411為家到處遊，可無歡喜可無愁。 
此時姓氏聞三島1412，何日聲名震五洲1413。 
樂道修身期聖哲，安貧知足傲公侯。 
窮通得喪1414任天命，太息1415人生何所求。 

＊作者： 

 施琦文，原刊在作者前冠有「洛江」二字。洛江，福建

泉州轄下的一個地名。想必是施琦文的祖籍，亦或是施

琦文是泉州洛江人。 

＊譯文： 

 把全世界當成自己的家，到處遊覽。沒有什麼可歡喜

的，也沒有什麼可以發愁的。 
這時，大名在全世界都可以聽到。但哪一天，聲名可以

震撼全世界呢？ 
喜歡禪道，因此修行，期望能成為聖哲。安貧知足，比

起公侯還要自傲。 
能夠澈底知道得與失，就任由天命來決定。深深感嘆，

人生有什麼可以追求的！ 

                                                       
1411 四海，東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亦泛指全世界。 
1412 三島，傳說中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在這裡，泛

指全世界。 
1413 五洲，亞洲、歐洲、非洲、澳洲和美洲。 
1414 得喪，得失。 
1415 太息，深深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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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施斌宗〈在家僧〉1416： 

 學佛豈徒求出家，利生何必著袈裟。 
若能參得維摩法1417，勝過山僧度歲華。（一） 
 
要行吾佛利生法，不學避塵遁跡僧。 
演教欲求摩教理，在家何異出家能。（二） 
 
不圖自利避塵跡，須學維摩教理興。 
倘使深山空厭世，何如弘法在家僧。（三） 
 
鬧市道中教易興，不圖厭世百無能。 
在家若學維摩法，勝彼避塵遁跡僧。（四） 

＊作者： 

 施斌宗，見 245 則•作者。 

＊譯文： 

 想要學佛，哪裡需要出家呢！想要利益眾生，何必要穿

袈裟呢！ 

                                                       
141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1 號。 
1417 維摩法：維摩，維摩詰的略稱。維摩詰，《維摩詰所說經》裡的

主角。經裡說到古印度毘耶離城中，有一位在家居士，名叫維摩

詰。他雖然是在家居士，但他卻到處講經說法，救度眾生：「入治

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

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方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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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參究維摩詰的禪法，那就勝過出家僧人，住在

山上虛度光陰。

（第一首）

如要想要實踐佛陀利生的道理，那就不要學習那些逃遁

塵世，避入出家眾中的人。

想要宣揚佛教，只要求得維摩詰的教理，那麼，在家和

出家所能做的，又有什麼差別呢！

（第二首）

如果不想自己得到利益而去逃避塵世，那就必須學習維

摩詰的教理。

倘使因為厭世而躲到深山，那怎麼能跟在家僧人那樣弘

揚佛法呢？

（第三首）

在鬧市中傳道，更容易讓佛道興盛。不要想厭世，變得

什麼都不能。

在家如果能學習維摩詰的禪法，那就勝過那些逃避塵

世，遁跡僧眾的人。

（第四首）

250.陳鐘琦〈落慶式呈善慧和尚〉1418：

141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落慶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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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法娑婆劫火侵1419，醒迷唯佛大悲心。 
渺茫人世虛生死，浩蕩江山自古今。 
月嶺鐘聲提幻夢，雲岩泉韻演圓音。 
善公便俱能人願，導眾憑施法雨深。 

＊作者： 

 陳鐘琦，未詳。 

＊譯文： 

 末法時期的娑婆世界，有劫火的侵襲。眾生不管是清醒

或是迷糊，只有佛陀才具有悲心。 
渺茫的人世間，生和死都是虛幻的。浩浩蕩蕩的江山，

                                                       
落成典禮，但不知是什麼落成典禮？善慧和尚，參見 085 則•

作者。 
1419 本句中的末法，指佛法已衰之時期。佛教以為，佛法的傳承可以

分為四期：（1）正法時期，佛法純正，沒有變質。（2）像法時期，

佛法已變質，但還像純正的佛法。（3）末法時期，佛法已大變，

失去了純正性。（4）滅法時期，佛法因為變質，而完全消滅。又，

我人所住的娑婆世界（宇宙），依其演化，也可以分成四期：（1）
成劫，宇宙剛形成的時期。（劫，很長的一段時間。）（2）住劫，

宇宙生成後，還沒有什麼變化的時期。（3）壞劫，宇宙開始變化、

毀壞的時期。（4）空劫，宇宙完全消滅的時期。宇宙的四期，仍

依所住眾生的德性而分。（因此正法乃至滅法等四期有關。）隨著

人類作惡的增多，宇宙即從成劫進入壞劫乃至空劫。而在壞劫時

（末法時期），宇宙會有水、火、刀兵等災難。那時的火災，稱為

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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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都是這樣。

掛著明月的山嶺上，鐘聲喚醒了人們的虛幻的美夢。浮

著雲霧的岩石，還有山泉的聲音，似乎都有宣說著圓滿

的道理。

善慧具有讓人如願的能力，你所施予的深奧佛法，像雨

水一樣，能導引眾生。

251.陳鐘琦〈偕友遊目眉山〉1420：

為求般若到禪樓，水秀山靈曲徑幽。

一耳晨鐘鳴百八，頓開塵念卻千愁。

＊作者：

陳鐘琦，未詳。

＊譯文：

為了取得般若（智慧），來到禪樓。這裡水秀山靈，彎

曲的山徑非常幽雅。

整個耳朵裡，都是一百八十聲的鐘鳴之聲。頓時把執著

塵世的念頭，都打開了，讓我卸下了所有的愁苦。

142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目眉山，應

是月眉山之誤。月眉山，位於基隆，上有善慧法師所創立的靈

泉寺。（參見 085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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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齋明玄諦〈敬和陳君瑤韻〉1421： 

閑來偕友入禪樓，石古澗深景色幽。 
貝葉經1422聲響漏盡1423，一番隨喜1424轉生愁。（一） 
攜朋帶酒靈泉1425遊，密佈修篁1426塵外幽。 
滿耳梵音1427嘹喨曲，幾番清興樂忘憂。（二） 

＊作者： 

齋明玄諦，齋明寺僧人，生平未詳。齋明寺，原名齋名堂，

位於桃園市大溪區，最早是屬於日治時期在家佛教──

齋教的龍華派齋堂。清•道光 30 年（1850），本地農民

李阿甲，法號性悅，自福建廈門南普陀山法雨寺出家受

戒返台後，在此地結草庵而修，供奉南普陀山請回的觀

音菩薩，名為福份宮。清•同治 12 年（1873），福份宮住

                                                       
142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陳君，即前

詩的作者陳鐘琦。這是兩首前面那首詩的和詩。 
1422 貝葉經，用貝葉寫的佛經。貝葉，貝葉棕樹的葉子。經文寫在

貝葉上，即貝葉經。在這裡，則指一般的佛經，不一定寫在貝

葉上。 
1423 漏盡：漏，古時的計時器，銅制有孔，可以滴水或漏沙，有刻

度標誌以計時。漏盡，漏器當中的水或沙，已經漏完，表示整

個夜晚都過了。 
1424 隨喜，見人行善，隨之歡喜。 
1425 靈泉，靈泉寺，位於基隆月眉山。參見 085 則•作者。 
1426 修篁，細長的竹子。 
1427 梵音，誦唱經咒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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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及當地仕紳集資改建廟宇，易名為齋明堂。大正元年

（1912）擴建正殿與兩側廂房完竣，並舉行盛大的落成

典禮。昭和 12 年（1937），日本政府進行「宗教整理」，

第 5 代住持江澄坤居士（法號普乾），為保存齋明堂的完

整，乃與日本曹洞宗連絡，並更名為齋明寺。主祀觀音菩

薩外，另配祀金童玉女、哪吒太子、韋馱菩薩、五顯靈官

大帝等。 

＊譯文： 

閒來和朋友進入禪樓。石頭是古老的，澗水很深，景色

幽美。 
誦經的聲音，響盡整個夜晚。心中一陣隨喜，卻轉而生

起了憂愁。 
（第一首） 
 
和朋友一起帶著酒，來到靈泉寺遊覽。稠密的修長竹

子，讓人感覺到塵世外的幽靜。 
整個耳朵充滿了嘹亮的經咒聲。幾次清淨的歡喜，讓人

忘了憂愁。 
（第二首） 

253.陳鐘琦〈和韻〉1428： 

                                                       
142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本詩是前一首詩的和

詩。描寫的還是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遊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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躡屐1429登高塵外遊，春晴隨處景清幽。 
眉山1430特有禪風味，坐靜時參絕俗憂。 

＊作者： 

陳鐘琦，未詳。 

＊譯文： 

穿著木屐登上的高山，來到塵世之外遊覽。晴朗的春

天，隨處都是清幽的景色。 
月眉山有著特有的禪風味道。靜靜坐下來參禪時，可以

杜絕世俗的憂愁。 

254.詹昭河〈遊觀音山淩雲禪寺〉1431： 

遊來佛地觀音山，喜見淩雲靄1432寺間。 
遍佈多方光瑞彩，本圓自在透禪關。 

＊作者： 

                                                       
1429 躡屐，穿著木屐。 
1430 眉山，基隆月眉山。 
143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觀音山淩雲

禪寺，參見註釋 365。 
1432 靄，雲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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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昭河，種福堂的信徒（僧人？）。種福堂，又稱為觀音

堂、尖山菜堂。原為日治時期台灣在家佛教──齋教的

齋堂，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建於清•同治 6 年

（1867）。原先，新竹北埔薑振義出任管理人，後來朱欽

居士以茅草結蘆為堂，主祀釋迦牟尼佛與觀音菩薩。 

＊譯文： 

來到觀音山遊覽。歡喜地見到淩雲禪寺，在雲霧之中。 
遍佈著許多祥瑞的彩光。原本的圓滿自在，透澈地充遍

在禪坐的關房裡。 

255.河間子〈遊寶山種福堂〉1433： 

寶山勝境沙湖1434深，德水均沾世古今。 
種福堂前攀五指1435，麗然羅漢1436繞禪林。 

＊作者： 

河間子，未詳。 

＊譯文： 

                                                       
143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寶山種福

堂，參見 254 則•作者。 
1434 沙湖，積沙的湖，在種福堂的前面，現已開發成寶山水庫。 
1435 五指，五指山，從種福堂可以遠眺。 
1436 羅漢，阿羅漢，意譯為殺賊、應供等，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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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竹）寶山鄉的殊勝境界。在這裡，積沙的湖水

很深。 
在種福堂的前面，可以攀登五指山。非常美麗，就像阿

羅漢圍繞著禪林一樣。 

256.荒世〈感懷〉1437： 

非邁古德聖賢言，暴氣亂來惹訟冤。 
世上聲聲勝負辯，人開句句偽真喧。 
無如本性彌陀1438念，有待吾心自在吞。 
獨向禪床安坐臥，寶山淨境1439吐清泉。 

＊作者： 

荒世，種福堂的信徒（僧人？）。（種福堂，參見 314
則•作者。） 

＊譯文： 

如果不邁向古德聖賢所說的話，而且暴氣亂來的話，那

就會惹上訴訟的冤屈。 
在這世上，一聲聲或勝或敗的辯論，人們開口說了一句

句的話，有真有假，真是喧鬧。 

                                                       
143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 
1438 本性彌陀，阿彌陀佛在自己的真如本性之中，並不在西方。這

是明、清兩朝許多淨土宗大師的主張。參見註釋 1222、1223 。 
1439 寶山淨境，指位在新竹寶山鄉的種福堂。參見 254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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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都）不如唱唸自己真如本性中的阿彌陀佛。

正等待著自己的心，自自在在地含吞下去。 
獨自一人，向禪床安靜地或坐或臥。（新竹）寶山鄉的

清淨境界（種福堂），正吐著清涼的泉水呢！ 

257.荒世〈夢覺〉1440： 

百歲光陰剎那間，猶如蟻夢入城關1441。 
心懽1442未足愓憂垢1443，魄落生飛怖覺刪1444。 
不念凡情將理悟，允隨道友結僧班。 
皈依大士1445塵無染，坐臥圓明福慧山1446。 

                                                       
144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 
1441 蟻夢入城關：「南柯一夢」的典故。蟻夢，指夢境或虛幻的事情。

城關，指夢中的槐安國南柯城。唐朝時，有個名叫淳於棼的人，

夢到自己到了槐安國，國王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並任命他當南

柯太守。後來出征失敗，公主也死了，他被遣送回來。夢醒後，

見槐樹下有蟻穴，正是夢中所經歷的槐安國。而南柯，則是槐樹

枝下的另一蟻穴。（見：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後人以「蟻

夢」指夢境或比喻虛幻的事情。 
1442 懽，同歡。 
1443 愓憂垢：不憂。 
1444 覺刪，覺悟被刪除，即尚未覺悟。 
1445 大士，指觀音大士。 
1446 福慧山，像山一樣高的幸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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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荒世，見前則•作者。 

＊譯文： 

一百年的光陰，只是一剎那。就像南柯一夢一樣的虛

幻。 
心中高興，不足以表示就沒有煩惱。魂魄墜落了，生命

也不存在了，就會害怕還沒有覺悟。 
不要懷念凡情，而悟入道理。要誠信地隨著道友，成為

僧人。 
皈依觀音菩薩，不要被塵世所污染。坐臥在圓滿光明，

像山一樣高的幸福和智慧之上。 

258.詹昭河〈遊觀音山開山院〉1447： 

                                                       
144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觀音山開山

院，位於新北市五股區，淩雲寺和西雲寺之間。由沈本圓法師

（1883 - 1945）創建於大正 14 年（1925）。大正 15 年（1926），
日本關西一帶的信徒，仿照日本「西國三十三所」，捐獻了 33 尊

石刻觀音像，建置了「臺北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道場。因為年代

久遠，目前這 33 尊石觀音像，僅存 12 尊。又，日本的「西國三

十三所」觀音靈場，始於養老 2 年（718），在西國一帶（包含京

都、奈良、大阪）的 33 座寺院，設立 33 尊觀音菩薩像。33 這個

數字，來自《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所說，觀音菩

薩有 33 種應化身。而新北市觀音山上的「臺北西國三十三所」，

則集中在開山院。這是和日本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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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頂上1448妙佳奇，三十三仙1449指導師。

處處蓮花生瑞彩，方方竹葉吐紫芝。

遊山勝地開山院，藏佛竺天1450現佛基。

東土1451能成西國1452法，靈場建設萬年碑。

＊作者：

詹昭河，原刊在作者前冠有「寶山」二字，猜想這是新

竹寶山，即種福堂的所在地。本詩作者也許是種福堂的

信徒（僧人？）。又，他也是新竹縣竹東鎮五指山觀音

殿的信徒。1952年，曾與彭達貴、徐達通、張阿生、郭

生定等人，共同籌資重建觀音殿。［觀音寺，清•宣統

2 年（1910），甘乾真所創建。］

＊譯文：

在觀音山的山頂上，有美妙的奇景。在那裡，有三十三

尊，可以指導我們的大師（觀音菩薩）。

處處有生著祥瑞彩光的蓮花。（地底，）一片片的竹葉

上，長著紫色的靈芝。

1448 觀音頂上，觀音山的山頂上。
1449 三十三仙，三十三尊（觀音菩薩像）。（仙，是台語，個、尊

的意思。）
1450 竺天：竺，同竹。竺天，長著竹子的天空。
1451 東土，指台灣。
1452 西國，西域，即印度。也可以指日本西國（京都、奈良、大阪

一帶）。參見註釋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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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開山院，是遊山的勝地。佛陀藏在長著竹子的天

空中，佛陀的基地，顯現出來了。 
在東方（台灣），竟然能夠成就西國的佛法。在這靈場

中，設立了萬年的石碑。 

259.陳榮茂〈遊大湖法雲寺〉1453： 

法雲常罩白雲間，鼎立三星景自山1454。 
赫赫梵宮1455鎮此地，洋洋佛教布塵寰。 

＊作者： 

陳榮茂，臺北人。曾任臺北地方法院新竹支部通譯、書

記。 

＊譯文： 

法雲寺常常罩在白雲當中。附近還有三星山，三足鼎

立。 
顯耀的佛寺，鎮坐在這個地方。偉大的佛教遍佈世間。 

                                                       
145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大湖法雲

寺，參見註釋 1260。 
1454 本句中的三星，指法雲寺附近的三座山，即位於苗栗泰安鄉的「虎

山」、「鳥嘴山（上島山）」和「橫龍山」，形成虎、鳳、 龍三獸磐

據的態勢，因此有「水雲三星」之稱。 
1455 梵宮，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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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詹昭河〈遊大湖法雲寺〉1456： 

法雲瑞彩繞湖邊，處處高飛本自然。 
聚散無心空色相，六和1457隱此脫塵緣。 

＊作者： 

詹昭河，見 254 則•作者、258 則•作者。  

＊譯文： 

法雲寺的祥瑞光彩，環繞著湖邊。彩光自自然然地到處

高飛。 
不管是相聚或是離散，心中都知道萬相都是空幻不實。

六種和合的僧眾，隱居在這裡，超脫了塵世的因緣。 

261.雲石山人〈濟霖大德〉1458： 

                                                       
145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大湖法雲

寺，參見註釋 1260。 
1457 六和，六和敬之略稱。六和敬，出家僧人六種互相和合愛敬的法

門，即：（1）身和敬，禮拜相同等身體之和敬。（2）口和敬，讚

詠相同等之口業和敬。（3）意和敬，信心相同等之心意和敬。（4）
戒和敬，戒法相同之和敬。（5）見和敬，聖智相同之見解和敬。

（6）利和敬，衣食相等之利益和敬。 
145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濟霖大德，

參見註釋 2338。這首詩的每一句開頭，分別是濟、霖、大、德

四字，和詩題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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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度迷茫登彼岸，霖雲霈雨1459澍1460蒼生。 
大圓鏡智1461無塵染，德行莊嚴賽永明1462。 

＊作者： 

雲石山人，未詳。 

＊譯文： 

救濟度化迷茫的眾生，登上解脫的彼岸。甘霖的烏雲，

下著大雨，淋灑在蒼生身上。 
你的大圓鏡智，沒有塵世的染汙。德行端莊肅穆，可以

和永明禪師相比擬。 

262.清風子〈步前韻〉1463： 

                                                       
1459 霈雨，大雨。 
1460 澍，淋灑。 
1461 大圓鏡智，佛教唯識宗以為，我們人有八種認識作用，其中第

八識是阿賴耶識，負有儲存業力，轉世投胎的作用。如果我人

透過修行，即可轉識成智，不再輪迴。其中，第八阿耶識轉識

成智後，即成大圓鏡智。此智廣大圓滿，像明鏡一樣明亮，所

以稱為大圓鏡智。 
1462 永明，永明延壽禪師（904 - 975），唐末五代僧，淨土宗六祖，

禪門法眼宗三祖。 
146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5 號。這是一首跟隨前面一

首詩作的韻腳，而寫出的詩作。詩中四句的頭一字，也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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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救盡娑婆苦，霖雨時垂潤眾生。 
大智圓心塵不染，德成師範戒嚴明。 

＊作者： 

清風子，未詳。 

＊譯文： 

把娑婆世界中苦難的人，都救濟盡了。甘霖的雨水，下

下來滋潤了眾生。 
你的大智和圓滿的心，一塵都不染。成就了道德，可以

做為旁人的師範，戒律也守得很嚴明。 

263.齋明實妙〈贈善慧和尚東渡〉1464： 

孤帆逐浪入東瀛1465，一缽天涯萬里征。 
為法忘軀火煉性，謫仙1466再世作高僧。 

＊作者： 

                                                       
詩題「濟霖大師」四字而作。 

146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善慧和尚，參

見 085 則•作者。東渡，去日本。 
1465 東瀛，東方的海洋，指日本。 
1466 謫仙，被貶到世間的仙人。常用以稱譽才學優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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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明實妙，齋明寺信徒。（齋明寺，參見 252 則•作

者。） 

＊譯文： 

獨自一人，追逐著海浪，到了日本。手中拿著一個缽

盂，在萬里天涯中行走著。 
為了佛法而忘掉自己的身軀，你具有火煉的性格。你原

本是個謫居在人間的仙人，再世後則當了一位高僧。 

264.齋明普乾〈敬和實妙君瑤韻〉1467： 

逐浪隨波入帝京1468，扶桑1469萬里獨遊行。 
飄然飛錫1470忘人我，重世東坡1471作聖僧。 

＊作者： 

齋明普乾，齋明寺的信徒（僧人？）。（齋明寺，參見

252 則•作者。） 

                                                       
146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實妙君，參

見前則•作者。這首詩是前一首的和詩。 
1468 帝京，指日本東京或京都。 
1469 扶桑，原指中國神話中的靈地，傳說在極東的大海上。在這裡

則指日本。 
1470 飛錫，出家僧人出遊。 
1471 東坡，蘇東坡（蘇軾），宋朝詩人，與佛印禪師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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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追逐著海浪，進入了（日本）天皇的首都。獨自一人，

走了萬里路，來到扶桑國（日本）。

飄飄然出遊，忘了自我。你是蘇東坡再世，來作今生的

聖僧。

265.詹昭河〈春日遊青草湖靈隱寺〉1472：

青草春雲瑞色新，湖中淨見玉蓮因1473。

靈鍾勝地高僧隱，寺內多藏妙理真。

＊作者：

詹昭河，見第 254 則•作者、第 258 則•作者。

＊譯文：

青草湖春天的雲，有著清新的祥瑞顏色。湖中可以看見

清淨的，像玉石一樣晶瑩剔透的蓮花花苞。

147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青草湖靈隱

寺，位於於新竹市東區青草湖畔。早年名為感化堂，又稱孔明廟，

乃台灣日治時期在家佛教──齋教的齋堂。大正 13 年（1924），
鄭保真、翁妙於青草湖畔創建感化堂，配祀諸葛亮（諸葛孔明），

因此又稱孔明廟。昭和 7 年（1932），舉行觀世音菩薩安座，改名

靈隱寺。
1473 玉蓮因，像玉一樣晶瑩剔透的蓮花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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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富有靈氣的勝地，有高僧隱居著。寺內藏著許多

美妙的真理。 

266.詹昭河〈順遊同地一同堂〉1474： 

青草回春吐葉新，湖心盡結妙蓮因 
一同湧出千花瑞，堂裡清居自在身。 

＊作者： 

詹昭河，見第 254 則•作者、第 258 則•作者。 

＊譯文： 

青草湖回春了，附近的草木都吐出了新葉。湖心都結著

美妙的蓮花花苞。 
一同湧出千朵祥瑞的花朵。堂裡有許多清淨居住在這

裡，自自在在的人。 

267.施炳烜〈法句譬喻經譯意〉1475： 
                                                       
147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這是作者遊新竹青草

湖靈隱寺時，順便遊附近的一同堂，所作的詩。一同堂，原為

齋教的齋堂，大正 4 年（1915）由覺明優婆夷（女在家居士）

所創建。後來覺明皈依苗栗大湖法雲寺覺力禪師，因此改名一

同寺。 
147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法句譬喻

經》，佛經名，四卷，西晉•法炬、法立譯。本經集錄《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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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輕少惡以成殃，滴水雖微大器充。 
小罪能成大罪後，悔時何益早思量。 
莫雲小善不先為，小善實行大善期。 
請看細流成大海，分分刻刻是四時1476。 

＊作者： 

施炳烜，鹿港人。 

＊譯文： 

不要輕視小惡，否則會成為災殃。一滴水雖然很微小，

但（多了）卻可以充滿器皿。 
小罪成為大罪之後，後悔的時候，對早一點思量又有什

麼益處！ 
不要因為小善就不去做。做了小善，大善就可以期待

了。 
請看看小小的水流，變成了大海。（春、夏、秋、冬）

四時，也是由分分秒秒所積聚起來的。 

268.其文〈釋尊之生涯〉1477： 

                                                       
中的詩偈約 3 分之 2，加上譬喻故事而成。 

1476 四時，春、夏、秋、冬。 
147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釋尊，指釋

迦牟尼佛。祂是北印度迦毘羅衛城淨飯王的太子。19 歲時，半

夜離開宮殿，出家到森林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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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歲時始出家，人生老病死堪嗟。 
老衰難得如年少，零落追思美麗花。 
割斷恩情惆悵甚，回望宮殿亂如麻。 
眼前歌舞成何事，夜半深林友毒蛇。 

＊作者： 

其文，未詳。 

＊譯文： 

十九歲才出家，人生的生、老、病、死，實在讓人感

嘆。 
衰老的時候，很難像年少時一樣。美麗的花朵飄落了，

令人追思。 
將恩情割斷，很是惆悵。回頭看著亂如麻的宮殿。 
眼前的歌舞，能成就什麼事情？夜半來到深林，和毒蛇

做朋友。 

269.其文〈八苦〉1478： 

                                                       
147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八苦，是：

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五

陰，組成我人身心的五種元素，即：色［肉身］、受［感受］、

想、行［動機、意志］、識［綜合判斷］。這五種元素都是變化

無常，因此會引起身心的痛苦，這即是五陰熾盛。）本詩即是

依照這八苦的先後，寫出來的詩作。只有最後第八句，不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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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苦待何時樂，二是年衰苦不妍1479。 
三到病時苦更苦，四云死日若無邊。 
五中離恨身何苦，六腑怨悲命不全。 
七失物難求再得，八方學道靜如禪。 

＊作者： 

其文，未詳。 

＊譯文： 

第一、生苦：生時，有那個時候是快樂的呢？第二、老

苦，衰老了，實在很不好。 
第三、病苦，生病的時候，實在苦上加苦呀！第四、死

苦，等到死後，實在有無邊的苦呀！ 
第五、愛別離苦，別離的恨意，實在痛苦。第六、怨憎

會苦，就怕連命都沒有了！ 
第七、求不得苦，失物難再求得呀！第八、學習佛道，

安靜得像禪定。 

270.玄諦〈呈景來知己〉1480： 

                                                       
陰熾盛，直寫禪道的好處。 

1479 妍，美好。 
148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景來，即曾

景來，曾任《南瀛佛教》主編，著有《台灣宗教與迷信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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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把幽情寄向君，青天一鶴早離群。 
人間何處留清梦1481，長在萃靈1482頂上雲。 

＊作者： 

玄諦，參見第 252 則•作者。 

＊譯文： 

已經把我的幽情寄給你了。青天中的一隻鶴鳥，早就離

開群鶴了。 
人間在哪裡有清淨的夢呢？永遠在聚積聖靈的天頂上白

雲。 

 

 

 

全文交互參照的作者和注釋：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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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 梦，同夢。 
1482 萃靈，聚集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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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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則，齋明玄諦，齋明寺僧人，生平未詳。齋明寺，原

名齋名堂，位於桃園市大溪區，最早是屬於日治時期在

家佛教──齋教的龍華派齋堂。清•道光 30 年（1850），
本地農民李阿甲，法號性悅，自福建廈門南普陀山法雨

寺出家受戒返台後，在此地結草庵而修，供奉南普陀山

請回的觀音菩薩，名為福份宮。清•同治 12 年（1873），
福份宮住持及當地仕紳集資改建廟宇，易名為齋明堂。

大正元年（1912）擴建正殿與兩側廂房完竣，並舉行盛大

的落成典禮。昭和 12 年（1937），日本政府進行「宗教

整理」，第 5 代住持江澄坤居士（法號普乾），為保存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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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的完整，乃與日本曹洞宗連絡，並更名為齋明寺。主

祀觀音菩薩外，另配祀金童玉女、哪吒太子、韋馱菩薩、

五顯靈官大帝等。 

254 則，詹昭河，種福堂的信徒（僧人？）。種福堂，又

稱為觀音堂、尖山菜堂。原為日治時期台灣在家佛教─

─齋教的齋堂，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建於清•同治

6 年（1867）。原先，新竹北埔薑振義出任管理人，後來

朱欽居士以茅草結蘆為堂，主祀釋迦牟尼佛與觀音菩薩。 

 

 
註釋 
註釋 307，其中，劍潭寺，又名觀音寺，主祀釋迦牟尼，原主祀為觀

世音菩薩。連雅堂《臺灣通史(卷 22)‧宗教志‧臺灣廟宇表‧臺

北府》：『劍潭寺，在芝蘭一堡劍潭之畔。《臺灣志略》謂：「潭有

樹，大可數抱。相傳荷人插劍於樹，故名。」鄭氏之時，華人之

居此者，結茅祀佛。至乾隆三十八年，僧榮華募資新建。』其中，

芝蘭一堡，即今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北安路。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榮華，《淡水廳志》作華榮。又，另一說：荷人插劍於潭水中，

《淡水廳志》：「每黑夜或風雨時，輒有紅光燭天，相傳（潭）底

有荷蘭古劍，故氣上騰也。」又見 046 則。 
 
註釋 365，淩雲寺，淩雲禪寺的簡稱，位於新北市五股區觀音山上，

建於乾隆 4 年（1739），前身為淩雲古剎，主祀觀音菩薩，俗稱內

巖。後因毀壞而寄祀於同在觀音山上，被稱為外巖或龜山巖、獅頭

巖的西雲寺（大士觀）。嘉慶 21 年（1816）才又迎回內巖原寺安

座。又，觀音山，位於新北市五股區、八里區交界。由淡水河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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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遙望，遠遠像是觀音躺像，因而得名。山上除淩雲寺之外，還

有西雲寺。 
 
註釋 1260，法雲寺，位於苗栗縣大湖鄉觀音山上。是禪門曹洞宗佛

寺，為台灣佛教四大法脈的法雲寺派本山，開山祖師為覺力法師。

覺力（1881-1933），俗姓林，名金獅，福建廈門鼓浪嶼人。16 歲，

禮福州鼓山湧泉寺方丈萬善老人為師。留止該寺 3 年後，覺力落髮

受戒，法名復願，外號覺力，時年 19 歲。宣統 3 年（1911），覺力

在湧泉寺度化了一位台籍齋教徒為僧，他即是後來促成覺力來台開

山建寺、大樹法幢的關鍵人物――妙果法師（1884 – 1963）。民國 2
年（大正 2 年，1913），師應妙果之請，覺力渡海來台，負責籌劃法

雲寺的興築事宜。大正 3 年（1914），大雄寶殿初步建成。因佛寺奠

基地有如蓮花座上的護法祥雲，所以命名為「法雲（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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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觀》徵文稿約 
 
一、凡與佛教相關之學術性論文，具備完整論文格式之作品，皆請

踴躍投寄。 

二、本雜誌為季刊，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出刊。隨時

接受稿件。 

三、本雜誌採取雙向匿名之外審制度。正觀雜誌編輯委員會，依據

審查委員之意見，保有決議是否刊登之權力。 

四、本刊以中文稿件為主，中文稿字數以15,000-30,000字為原則。

英文字數以5,000-10,000為宜。特約稿不在此限。 

五、學術性之佛教相關之古典文獻著作，其翻譯作品歡迎來稿。 

六、口頭發表於學術會議之論文，若尚未結集出版者亦歡迎來稿。 

七、來稿以未曾出版為限，且同一文請勿同時投至國內外其他刊物

（其他刊物含研討會論文集和專書論文集）。 

八、來稿之完整稿件，應包括以下所列中、英文內容：論文題目、

作者姓名、作者服務單位以及職稱、約 50 0字論文提要以及關

鍵詞。並附目次、引用文獻。論文註釋需用隨頁註。詳細格式

請參考本刊「編輯體例」。 

九、來稿請填寫「投稿者基本資料表」和「授權上網聲明書」，請

至本刊網站：www.tt034.org.tw 下載，連同完整稿件電子檔

（word 與 PDF），e-mail 或郵寄光碟至本刊。 

十、論文中涉及著作權及版權部份（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



訊息   131 
 
 

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刊不負著作權及版權責

任。 

十一、翻譯稿件除須提出已獲翻譯授權的同意證明文件外，譯自雜

誌期刊者，務必附上原作之影本；譯自書物者，也請附上原書

影本， 並明記書名、作者、出版社名、出版日期等相關資料。 

十二、若投稿作品經本刊採用，著作人同意授權本刊，得將其作品

置於佛教相關網站，亦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

統』、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學研究中心「THCI Core資料庫」、

台灣大學佛學中心網站及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數位圖書館」

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

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十三、來稿一經刊登，將寄上稿酬。 

十四、惠賜稿件請寄下列地址： 

正觀雜誌社 

551南投縣名間鄉新民村員集路163號     

網址：www.tt034.org.tw 

E-mail: tt034.tt034@msa.hinet.net   
kindly address your correspondences to: 
Jheng Guan Magazine 
No.163, Yuan Chih Rd., Shing Ming Vil., Ming Chien Hsiang, 
Nantou Hsien 551,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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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觀》編輯體例 

一、中文論文請參考下列論文格式，英文論文與日文論文依英日文

佛學學術研究之慣用格式。 

二、來稿請附上中(日文)、英文對照的題目。並需撰寫中(日)、英文

提要，中文提要 500 字左右，及中(日)、英文關鍵詞 5-10 個。

英文提要本刊保留修定權。 

三、正文：每段第一行空二格，獨立引文文字內縮二格，並請使用

新式標點。  

四、註釋： 
1、正文註解以阿拉伯數字編號，號碼全文連續。 
2、註解置於每頁下方，以細黑線與正文分開。 
3、引用格式：請依一般學術研究慣例，全文前後格式統一，不

會造成混淆不清即可。第一次引書或文章時應註明全名及出版

項，第二次以後可用簡稱。 

五、引用格式舉例：  

1、引用藏經或古籍格式，例：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頁 124 下。 

2、引用專書，例： 

釋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 年，

頁 100。 

3、引用單篇論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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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棋，〈初期佛教梵行思想之研究〉，《正觀》第 42 期，南

投：正觀雜誌社，2007 年，頁 5-70。 

以上請一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書名，〈〉用於論文及

篇名，引文請用「」表示。在正文中，佛典或古籍書名與篇名連

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妙法蓮華經‧方便品》。 

4、西文專書、單篇論文格式，請比照中、日、韓文格式，惟西文

書名及期刊名請用斜體字，單篇論文名請加上"……"。其他未規

定之格式，請採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 The Manual of Style 1993
年第 14 版有關人文學門之規範。例： 

Gombrich, R.F. 1996. How Buddhism Began: The Conditioned 
Genesis of the Early Teaching. London: Athlone. 

請盡量附上 Microsoft Word 97 以上版本的檔案磁片。並請避免

使用特殊的字體、編輯方式或個人格式。 



 
 

 
正觀 

 
第 100 期 / 2022 年 3 月 25 日出版                

【佛學研究雜誌‧季刊】 
 
 
發 行 人   徐致中 
社   ⻑   釋致中 
編    審   正觀編輯委員會 
主    編    萬金川      
執行編輯    黃雪梅 
發 行 所   正觀雜誌社  
            南投縣名間鄉新⺠村員集路 163 號 
            電話：(049) 2734171 ; 2734178 
            傳真：(049) 2735163 
     網址：http://www.tt034.org.tw 
     E-mail : tt034. tt034@msa.hinet.net 
助印郵政劃撥   22159439 —正觀雜誌社 
印 刷 者   上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 年 6 月 25 日創刊 
有著作權 ・請勿翻印 ・ ISSN  1609-9575 
本刊之全文電子檔，請上網查詢  http://www.tt034.org.tw 
 
 
 
kindly address your correspondences to: 
Jheng Guan Magazine 
No.163, Yuan Chih Rd., Shing Ming Vil., Ming Chien Hsiang, 
Nantou Hsien 551, Taiwan 
©All right reserved. 






	001.pdf
	25K-w.pdf
	003.pdf
	25K-w.pdf
	005-061.pdf
	25K-w.pdf
	063-090.pdf
	091-128.pdf
	129-133.pdf
	134.pdf
	25K-w.pdf
	25K-w.pdf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Adobe RGB \0501998\05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RelativeColorimetric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400
  /ColorImageDepth 8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Flate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75
  /GrayImageDepth 8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286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Flate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11.338580
        11.338580
        11.338580
        11.33858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17.00787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