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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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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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首開

始，注釋連貫從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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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珍宗〈重遊法雲寺〉1260 

法雲掛錫1261日觀山，禪室香臺疊翠灣。 

世外風光塵不到，晴嵐一色照禪闕1262。 

                                                       
126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5 卷第 6 號。詩題中的法雲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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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 掛錫，僧人投宿寺院時，把衣缽和錫杖掛在僧堂的鉤上。 
1262 禪闕，同禪關，即坐禪的小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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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珍宗，苗栗縣獅頭山金剛寺僧。 

＊譯文： 

來到法雲寺投宿時，觀看著青山。禪室有座檀香檯子，

（窗外）翠綠的景色，層層疊疊，像是水灣一樣。 
塵世外的風光，無法到達這裡。晴天，透過雲霧的陽

光，照耀著禪坐的房間。 

202.林秋梧〈出家日有作〉1263： 

儒衣脫卻換僧衣，怪底親朋說是非。 
三教1264原來同一轍，雄心早已識禪機。 

＊作者： 

林秋梧（1903 - 1934），台南市人，台南開元寺僧，法號

證峰，別名林證峰、林洲鰲、林宣鰲，筆名坎人、守俄、

林洲鰲，是日治時期參加文化運動與抗日運動的僧侶。

                                                       
126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有作，即有

所作為。 
1264 三教，指儒、佛、道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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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並藉此批

判當時台灣佛教現象，被喻為「解放佛學」。 

＊譯文： 

脫掉儒生的衣服，換上出家的僧衣。奇怪得很，親戚朋

友都說我的一些是是非非。 
儒、佛、道這三教，原來是相同的，我的雄心早就已經

知道禪道的機微了。 

203.林徹妙〈步瑤韻〉1265： 

青衫1266脫換梵王衣1267，瓶錫1268逍遙絕世非。 
任是時潮風浪起，禪心明月證圓機。 

＊作者： 

林徹妙，台南開元寺僧。 

                                                       
126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從詩題可以看出來，

這首詩是前面那首詩的和詩。 
1266 青衫，儒生所穿的衣服。 
1267 梵王衣：梵王，即大梵天王，天神名。梵王衣，指出家僧人的

衣服。 
1268 瓶錫，僧人所用的瓶缽和錫杖（枴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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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脫掉儒生的青衫，換上僧人的衣服。手拿瓶鉢和錫杖，

世間的是非都沒有了。 
不去管時潮的風浪生起，禪道之心，像明月一般，可以

證得圓滿的禪道機微。 

204.林蒼梧〈登暖暖金山院偶作〉1269： 

此日登高斷俗緣，松風陣陣繞身邊。 
塵寰1270世事幻如夢，願入金門1271參老禪1272。 

＊作者： 

林蒼梧，未詳。疑為林秋悟。參見前 202 則•作者。 

                                                       
1269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暖暖金山院

（寺），位於基隆市暖暖區金山街。主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

金山寺俗稱「菜廟」，原為齋教的齋堂，建於昭和 2 年（1927）。

原開山堂主均帶髮修行，即「菜姑」。本寺開山堂主原以月眉山靈

泉寺住持善慧法師為師，因染重病而誠心求佛，痊癒後乃募集捐

獻建寺。 
1270 塵寰，塵世。 
1271 金門，指佛門。佛門乃光明象徵，所以稱為金門。 
1272 老禪，常常禪修，所以稱為老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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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這一天，登上的高峰，斷除了俗世的緣份。吹過松樹的

風，一陣陣繞在身邊。 
塵世的事情虛幻，就像夢一樣。願意進入光輝燦爛的佛

門，以便常常參究禪道。 

205.釋慈音〈悟道吟〉1273： 

眼觀日月悟浮沉，老我光陰變幻深。 
識得此身空色相，塵情頓脫證禪心。（其一） 
 
桂蕊梨花杯上雪，美人芳草夢中煙。 
人間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1274。（其二） 

                                                       
127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 
1274 這兩句詩中的黃金淚，指富貴而又華麗的淚水。公案是：佛經中

或前輩禪師的某一句話或某一則故事，成為後世禪師公開教導第

子的教材。例如，佛經說：一切眾生（當然包括狗）皆有佛性。

而宋朝的大慧宗杲禪師，卻教導弟子們參究「狗子為什麼『無』

佛性？」這即是禪門有名的「無」字公案。其次，三生指前生、

今生和來生。而白骨禪，即白骨觀，一種禪定的工夫。觀想自己

全身只是白骨，可以對治對女色或男色的愛戀。這兩句詩，演化

自明•唐寅的詩〈倀倀詞〉：「倀倀莫怪少年時，百丈遊絲易惹牽。

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

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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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釋慈音，未詳。 

＊譯文： 

眼睛看著太陽和月亮，悟到了（人生像太陽、月亮的浮

沉一樣的）浮浮沉沉。（人生的浮浮沉沉）使我變老

了，光陰也因而變得深深地變化。 
知道這個身體不過是空幻的樣子，一時之間就脫離了塵

世的感情，證得了禪道之心。 
（第一首） 
 
桂花和梨花只不過是杯子上的白雪（瞬間消失）。美人

和芳草也只是夢中的煙雲而已。 
人間的生活儘管像黃金一樣的尊貴繁華，最後都免不了

要流下淚來。也免不了要像禪師一樣地參究公案，最後

體悟到三生都只不過是一堆白骨罷了！ 
（第二首） 

206.黃光正〈寄祝達淨上人建築內湖圓覺禪寺落成〉
1275： 

                                                       
衲衣持盞院門前。」本詩只是把唐寅詩中的「前程」改成「人間」

而已。 
127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內湖圓覺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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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苦海嘆無邊，六處1276循環實可憐。 
為法為人悲願切，築成梵宇1277作慈船。 
飄搖佛教據中天，正弱邪強命若懸。 
堪替如來宏大法，果成圓覺萃英賢。 

＊作者： 

黃光正，原刊在作者欄中，冠有（基隆月眉山）「靈泉寺」

三字。但不知是出家人或在家人？ 

＊譯文： 

感嘆苦海茫茫無際。眾生總是在六處循環輪迴，真是可

憐。 
（達淨上人）為了佛法，為了人們，他慈悲的願望很深

切。他創建了佛寺，把佛寺當作救渡眾生的慈悲之船。 
佛教在天空中，飄飄搖搖。正道衰弱而邪道強悍，生命

                                                       
位於臺北市內湖區圓覺山，原屬台灣在家佛教──齋教龍華派

（新北市八里觀音山派）的齋堂。又名源善堂，大正 13 年（1924），

由達淨上人所創立。主祀「三聖佛」，即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和

藥師佛。創建人達淨（1880 - 1930），臺北市內湖新坡尾人，師承

新北市八里觀音山淩雲寺開山住持本圓法師。 
1276 六處，又名六道，即：天、阿修羅、人、畜生、餓鬼、地獄。

依佛教的說法，未解脫的眾生，死後都會墮在這六處之一輪

迴。 
1277 梵宇，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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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懸在半空中。 
他能替如來佛弘揚偉大的佛法。善果結成了圓滿的覺

悟，把賢能者都聚集起來了。 

207.陳瑾堂〈九月十九日龍泉寺慶祝會感作〉1278： 

一瓣心香禮釋迦，長衫輕暖亦袈裟。 
何時放下千斤擔，參與禪機拜佛爺。 

＊作者： 

陳瑾堂，高雄人。  

＊譯文： 

用一小片心中的檀香，來禮敬釋迦牟尼佛。身上穿著輕

便而溫暖的袈裟長衫。 

                                                       
127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農曆）九月

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的誕辰。但本詩卻禮敬釋迦牟尼佛。龍泉

寺，位於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主祀觀世音菩薩。相傳建於清•

乾隆 9 年（1744），福建漳州高僧經元大師來台所建。今遺址則為

日治時期大正 12 年（1923）所建。初係茅舍，後改瓦屋，殿後為

壽山，左有功德堂，左前方有祖堂，殿右有舍利殿。該寺名之由

來，乃因地當壽山之麓，踞龍穴而建寺，因此稱為龍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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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時候能夠放下心中的千斤重擔，好來參究禪道的機

微，並禮拜佛爺？ 

208.蘭卿〈鹿港龍山寺懷古〉1279： 

古跡依稀思悄然，何堪回首數年前。 
龍山佛寺成荒野，一望空存屋幾椽1280。 
踏到龍山別有天，依稀淨域淡人煙。 
石階荒草亂無跡，花落鶯啼感悄然。 

＊作者： 

蘭卿，未詳。 

＊譯文： 

                                                       
1279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鹿港龍山寺，

位於彰化縣鹿港鎮，主祀觀世音菩薩。本寺與台灣另外幾座以龍

山寺命名的寺廟──淡水龍山寺、艋舺（臺北萬華）龍山寺、台

南龍山寺、鳳山龍山寺等，都是分靈自福建泉州晉江的泉安龍山

寺。清•順治 4 年（1647），泉州三邑移民來台，自泉安龍山寺分

香觀音大士佛像，於鹿港暗街仔（大有街）結庵奉祀。清•乾隆

51 年（1786），純真璞禪師遷建於現址。從這首詩可以看出來，

鹿港龍山寺，在日治時期，曾有一段時間荒廢了。 
1280 屋幾椽：椽，屋頂上的木條。屋幾椽，幾間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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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古跡，依稀感到憂傷，怎堪回想起數年前。 
龍山寺成了荒野，看過去，只剩下幾間屋子。 
走到了龍山寺，另有一番天地。依稀感到這清淨的地

方，人煙稀少。 
石階旁，雜亂的荒草中，沒有人跡。花都掉了，鶯鳥啼

叫，讓人感到憂傷。 

209.余芬蘭〈元旦書懷〉1281： 

時逢盛世歲逢辰，萬象翻新淑氣頻。 
最喜庭前椿樹茂，屠蘇1282歡今樂元春。 
桃符1283萬戶換新鮮，一轉陽和景物妍。 
曉起焚香無個事，禪心詩思兩悠然。 

＊作者： 

余芬蘭，未詳。 

＊譯文： 

                                                       
128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2 號。 
1282 屠蘇，藥酒名。於農曆正月初一飲屠蘇酒。屠蘇是一種草名，但

也有人說，屠蘇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房屋，因為在這種房子裡釀的

酒，所以稱為「屠蘇酒」。 
1283 桃符，古時掛在大門上的兩塊畫著神荼、鬱壘二神的桃木板，

據說能去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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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了盛世的元旦，萬象都翻新了，往往充滿了溫和之

氣。 
最喜歡庭前茂盛的椿樹，在這元旦，快樂地喝下屠蘇

酒。 
每一戶人家門上的桃符，都換新了。一轉眼間，陽光和

煦，景物都很美麗。 
早上起來，燒著檀香，閒閒沒事。不管是參究禪道的那

顆心，或是吟詩的心思，都很悠然。 

210.林錦江〈遊基隆靈泉寺〉1284： 

徑曲溪彎路轉斜，周圍峰晚樹飛霞。 
禪鐘遠覺迷人路，佛火高明照世邪。 
鳥語樂聞深谷響，經聲警悟醉心華。 
清風幽薩1285生春景，一夜山樓旅夢家。 

＊作者： 

林錦江，未詳。 

＊譯文： 

                                                       
128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2 號。詩題中的基隆靈泉

寺，參見 085 則•作者。 
1285 幽薩，幽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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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溪流而彎曲的小徑，變成了斜斜的。傍晚時分，周

圍山峰上的樹木飄著晚霞。 
含有禪道的鐘聲，讓遠方的迷路的人，都聽到了。佛寺

裡的燈火，照耀著世間的邪惡。 
小鳥啼在深谷裡，讓人聽了歡喜。誦經的聲音，讓醉心

於世間繁華的人，都覺悟了。 
清風幽幽，春景出現了。一夜之間，在山上的樓閣裡，

讓旅人作著回家的美夢。 

211.釋心白〈詠彌陀寺〉1286： 

諸羅1287古剎號彌陀，八掌1288環流蕩素波。 
淨處齋尼1289堅自守，不關訕謗有邪魔。 

＊作者： 

釋心白，未詳。 

                                                       
128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2 號。詩題中的彌陀寺，指嘉

義（諸羅）的彌陀寺，始建於清乾隆 17 年（1752），乾隆 23 年

（1758）建成。位於嘉義市東郊區彌陀路八掌溪畔。供奉阿彌陀

佛。在日治時期，「彌陀晨鐘」曾名列嘉義八景之一。 
1287 諸羅，諸羅縣，清朝時期嘉義的名稱。 
1288 八掌，八掌溪。 
1289 齋尼，吃齋的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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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嘉義市的古老佛寺，名字叫彌陀寺。八掌溪的溪水，環

繞著它，蕩起了白浪。 
在清淨地方的吃齋女尼，堅守著自己應守的戒律，不管

邪魔外道的誹謗。 

212.林徹妙〈春日遊石壁湖圓通禪寺偶作（六首錄

三）〉1290： 

振錫1291登山物外遊，嵐光翠影暢吟眸。 
春風日暖香雲靄1292，石壁湖1293前景色幽。 
 
綠樹雲根結淨緣，山容參佛悟春禪。 
平生最愛登高望，放眼乾坤視大千1294。 
 

                                                       
1290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石壁湖圓通禪

寺，位於新北市中和區錦和里擺接山（即石壁湖山），隸屬禪門曹

洞宗派下，主祀釋迦牟尼佛。創建於昭和元年（1926），由俗名林

塗的妙清尼師（？- 1955）開山，為北台灣近郊著名的尼寺。 
1291 振錫，抖動僧人的枴杖。 
1292 靄，煙霧或雲氣。 
1293 石壁湖，山名。山中的壁湖怪石，為昔日中和八景之一。參見

註釋 1290。 
1294 大千，三千大千世界的省稱，即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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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遊蘭若1295證圓通1296，聯袂歸途別梵宮。 
日暮鐘聲推步急，峰迴路轉板橋1297東。 

＊作者： 

林徹妙，台南開元寺僧。 

＊譯文： 

拿著枴杖，登上了山峰，在萬物之外遊覽。透過雲霧照

下來的日光，灑在翠綠的樹影上，讓吟詩的我，眼眸都

暢快起來。 
春風吹著，太陽很溫暖，似乎雲霧都變得芳香了。而石

壁湖前的景色則很幽微。 
 
翠綠的樹和垂下來、像樹根一樣的雲霧，跟我結下了清

淨的緣份。春天，青山的容顏，讓我參悟了禪道。 
一生之中最喜愛登高遠望。看著整個宇宙的天地。 
 
清淨地遊覽著佛寺，證悟了既圓滿又通達的道理。（和

道友）一起辭別了佛寺，回去了。 
                                                       
1295 蘭若，阿蘭若的省稱，意譯為無諍聲、閑寂、遠離處等，即佛

寺。 
1296 圓通，參見註釋 685。 
1297 板橋，地名，即新北市板橋區。也可以是指古時板橋區的一座

木橋。參見註釋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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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鐘聲，催著我們快步走。在板橋的東邊，隨著山

峰彎曲的山路上走著。 

213.澹菴生〈重遊淩雲寺〉1298： 

三年不上淩雲寺，竹杖重過祗樹林1299。 
難得浮生長住此，一龕1300燈火伴閒吟。 

＊作者： 

澹菴生，未詳。 

＊譯文： 

已經有三年沒有上山到過淩雲寺了。拿著竹杖，再度走

過祇樹的樹林。 
在這短暫虛幻的一生當中，難得長時間地住在這裡。一

座佛龕的燈火，陪伴著正在悠閒吟著詩句的人。 

                                                       
129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4 號。詩題中的淩雲寺，參

見註釋 365。 
1299 祗樹林，即祇樹林。祇陀太子之樹林，略名祇樹。是祇陀太子供

養釋迦牟尼佛的一棵樹。（參見註釋 600。）在這裡，不必一定指

這棵樹，而是（像祇陀王子）誠心誠意（所獻）的樹林的意思。 
1300 龕，供奉佛像的小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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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澹菴生〈題畫〉1301： 

青溪十里淡晴暉，古寺蕭然坐翠微。 
石磴1302低斜山寂寂，白雲深處老僧歸。 

＊作者： 

澹菴生，未詳。 

＊譯文： 

在淡淡的晴天陽光下，有一條十里長的青色溪流。古老

的佛寺，寂寞地坐落在青翠的山中。 
石階低斜，而青山寂寂。白雲深處，有個老僧回山了。 

215.達性〈鏡中人〉1303： 

即空即色1304鏡中人，為基因緣現此身。 
無智妄分成彼我，覺來心境一般春。 

                                                       
130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4 號。 
1302 石磴，石頭砌成的台階。 
130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4 號。 
1304 即空即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相看似實有，但實際上空

幻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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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達性，即陳達性。參見 165 則•作者。 

＊譯文： 

鏡中的人，看似具有真實的色相，但其實是空幻不實。

因為基於某些條件，才在鏡中現出這個樣子。 
沒有智慧，才會虛妄地分辨鏡外的我和鏡中的影子。等

到覺悟了，才發現心境像春天一樣。 

216.釋濱宗〈題金剛禪寺石洞〉1305： 

奇岩高聳白雲間，四望蒼茫便出寰1306。 
世外一塵都不染，忘機此地好安禪。 

＊作者： 

釋濱宗，未詳。 

＊譯文： 

                                                       
130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4 號。詩題中的金剛禪寺，

參見註釋 562。 
1306 出寰，超出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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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岩石，高高聳起在白雲中。向四邊看去，蒼蒼茫

茫的，超出了塵世。 
（這裡）塵世外，一塵都不染。心機都忘了，這是個可

以好好參禪的地方。 

217.吳寄蘭〈寄林慧雲大和尚〉1307： 

                                                       
130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林慧雲（1910 

- 2002），中國僧人，俗名林子青的出家法號，別號悲雲，福建漳

州人。早年曾落髮出家，法號慧雲，民國 16 年（1927）18 歲，

到廈門南普陀寺，考入閩南佛學院就學。太虛太師創立閩南佛學

院之初，為了使初剃度的沙彌也有受教的機會，另有幼僧班的設

立。後來幼僧班遷到漳州南山寺，民國 17 年（1928）會泉法師駐

錫南山寺，改幼僧班為「南山佛化學校」，慧雲自閩南佛學院畢業，

即到南山佛化學校任教。民國 22 年（1933），南普陀寺「佛教養

正院」成立，慧雲曾擔任教師。其後又歷任江蘇泰縣光孝佛教研

究社、江蘇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教職。不久又返回閩南佛學院任

教，與印順、葦宗諸法師同事，並初次拜識弘一大師於南普陀寺。

民國 31 年（1943），弘一大師在泉州不二祠示寂，2 年後，慧雲

著《弘一大師年譜》一書，以他的俗名林子青，在上海出版。民

國 36 年（1947），持松法師出任上海靜安寺住持，兼靜安佛學院

院長，聘林子青到佛學院任教，主講印度佛教史，並任《學僧天

地》月刊顧問。1957 年，應中國佛教協會聘請，至北京與呂澂、

黃懺華、高觀如、周叔迦、石鳴珂等人，任英文本《世界佛教百

科全書》、《中國佛教》專職編輯。此後，專事房山石經研究多年，

著有論文數篇，並為《房山雲居寺石經》一書撰寫概述數萬字。

後來又與周叔迦、巨贊、高觀如、石鳴珂共同編撰《中國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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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應悔去紅塵，碧海青天夜夜身1308。 
六代高僧1309參妙諦1310，江南老兄1311是何人1312。 

＊作者： 

吳寄蘭，未詳。 

                                                       
話》。1986 年開始主編《弘一大師全集》（共 10 冊）。此後先後擔

任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法音》

月刊常務編委。1934 年來台灣拜訪各地寺院，並受邀來台參加台

南開元寺落成受戒法會，擔任教授阿闍梨。 
1308 本句演化自唐末詩人李商隱的〈嫦娥〉詩：「雲母屏風燭影深，

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意思是：

只有那青天和碧海，夜夜陪伴著她一顆孤獨的心。在這裡，作者

將李商隱詩中的「心」，改為「身」；但意思並無不同。 
1309 六代高僧，指禪宗初祖到六祖：菩提達摩、慧可、僧燦、道

信、弘忍、惠能。 
1310 妙諦，美妙的道理。 
1311 江南老兄，指林慧雲。大約林慧雲是中國江南人的緣故，所以

稱他為江南老兄。又，本詩前兩句吟嫦娥，後兩句吟六祖和林

慧雲。二者的關係是：嫦娥後悔離開塵世，而你林慧雲學習六

祖參究妙諦，是不也後悔呢？似乎是問句，但其實是肯定句，

肯定林慧雲因為精進參禪，而不後悔。 
1312 本句大意：江南老兄你，到底和參究妙諦的禪宗六代祖師，有

什麼關係？詩句是問句，其實是肯定句，即肯定林慧雲和六祖

一樣，參究妙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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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嫦娥應該後悔離開紅塵。她每夜都陪伴著碧海和青天，

寂寞過日子。 
（禪宗）六代的高僧，都參究美妙的道理。而你江南的

老兄，到底是何許人？（難道不也是像六代高僧一樣，

參究美妙道理嗎？） 

218.林慧雲〈登暖暖金山院賦示普玉吟友〉1313： 

為尋夢遊地，躡履1314上幽崖。 
拄杖一憑眺，千峰眼底排。 
訪君忘路遠，暑氣正侵衣。 
松徑停僧屐，蒼煙滿翠微。 
精藍1315傍山起，六月生奇寒。 
淨地幽如此，無緣到亦難。 

＊作者： 

林慧雲，見註釋 1307。 

                                                       
131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暖暖金山

院，見註釋 1269。普玉，未詳。 
1314 躡履，穿著鞋子。 
1315 精藍：精，精舍。藍，（阿）蘭若。精藍，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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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為了尋找夢中的地方，穿著鞋子，爬上了幽靜的山崖。 
拄著枴杖，看著遠方，看見一整排的山峰就在眼前。 
為了拜訪你，忘了路途的遙遠。夏天的熱氣，正浸熱的

衣裳。 
松樹的山徑，留著僧鞋的腳印。蒼茫的雲煙，彌漫著翠

綠的景色。 
佛寺隨著山勢而建，雖然是六月天，卻感到很寒冷。 
清淨的地方，如此清幽。如果沒有緣份的話，也很難到

達這裡呀！ 

219.林慧雲〈遊基隆仙洞賦與伊東大器師〉1316： 

冒暑幽遊探勝來，絕危嶒1317下洞天開。 
何須遠覓清涼地，祗恐貪寒不肯回。 

                                                       
131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基隆仙洞，即

仙洞巖，位於基隆港口西北側的山崖下，為一深約 80 餘公尺的海

蝕洞。因為緊臨大海，洞邊浪潮澎湃，置身洞內能聽到海潮拍岸

聲，故有「仙洞聽潮濤」的雅號，乃昔日基隆八景之一。日治時

期，這裡曾經是日本神道教的仙洞弁天宮，供奉七福神之一的「弁

財天」。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仙洞恢復原有的佛寺身份，

仍然主祀觀世音菩薩。又，詩題中的伊東大器，參見 171 則•作

者。 
1317 嶒，高聳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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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慧雲，參見註釋 1307。 

＊譯文： 

冒著暑氣，幽靜而遊地來探訪名勝。在極端危險的山

下，開了一個洞穴。 
何必要遠行才能找得到清涼地。（來到仙洞）只怕貪愛

清涼，而不肯離開呢！ 

220.聽湖生〈遊龍山寺〉1318： 

陣陣涼風明月天，消愁有客欲參禪。 
庭中古樹蒼蒼茂，座上觀音寂寂年。 
重游古寺景依然，忍憶焚香大士1319前。 
明月團圓人不在，卻疑東土是西天1320。 

＊作者： 

                                                       
131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6 卷第 5 號。詩題中的龍山寺，應

該是彰化鹿港的龍山寺，因為原刊在作者欄前，冠有「鹿港」

二字。鹿港龍山寺，參見註釋 1279。 
1319 大士，指觀音大士。（大士是菩薩的意譯。） 
1320 東土、西天，東土指作者所在的地方，西天指天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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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湖生，原刊在作者欄前冠有「鹿港」兩字，因此作者

乃彰化鹿港人。 

＊譯文： 

在這明月高掛的日子，吹來一陣陣的涼風。如果有來訪

的香客想要消愁，那就參禪吧！ 
寺庭中，古樹鬱鬱蒼蒼的，長得很茂盛。佛龕上的觀音

菩薩，寂靜地坐了好多年了。 
再次遊覽這座古寺，景色依然美麗，想起（過去曾）在

菩薩前，焚燒檀香。 
明月下，團圓的人已經不在了。卻懷疑我所在的東土，

就是菩薩所在的西天呢！ 

 

 

全文交互參照的作者和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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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902）在善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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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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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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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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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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與會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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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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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金剛寺座落在獅頭山後山的半山腰，建於大正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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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祇園，祇園精舍。全名祇樹給孤獨園。位於古印度北部舍

衛城南郊，是釋迦牟尼佛當年傳法的重要場所。由拘薩羅國富商

給孤獨（又名須達多）長者發願建造。本園原為波斯匿王的太子

祇陀所有。一天，須達多想向祇陀買園，祇陀富有無比，根本看

不上須達多手上的銀錢，於是戲言：「你將黃金鋪滿園地，我才肯

賣。」。須達多耗盡家資，終於達到要求，將金箔鋪滿了園地，祇

陀太子感動而言：「園中土地，盡滿金箔，已為公得。惟我園中樹

木未貼金箔，仍為我有。吾亦欲以獻佛也。」因為園是給孤獨所

買，樹為祇陀所獻，因此合稱祇樹給孤獨園，簡稱祇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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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685 圓通，圓滿通達的道理，乃是妙智所證得的道理。 
 
註釋 746 板橋頭，林本源亭園位於新北市板橋。板橋原為平埔族原

住民擺接社聚居地，後來漢人在 17 世紀後逐漸遷入並形成聚落。

在大漢溪船運興盛時，商旅貨物在湳仔港上岸，運往擺接社的閩

南人聚落，途中需經林家亭園後方的公館溝。為了方便人貨通

行，滿溝上興建了一座木板橋，當地因而被稱為「板橋頭」。後來

的板橋城，即沿著公館溝東南岸興建城牆，在木板橋前設置西城

門，約為今府中路、林園街口。近年來公館溝經整治加蓋後，橋

已經不復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