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 

日治時期第 321 首〜第 340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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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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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首開始，

注釋連貫從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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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無上〈（遊新竹客雅萬佛寺）和韻〉1692： 

芒鞋1693竹杖步步躚，覽景尋幽樂自然。 
勝地題詩留墨蹟，名區訪道結良緣。 
俯觀竹塹1694千家隱，後擁雲山一水前。 
夕照歸途風景好，羊腸路1695曲蟻磨旋1696。 

＊作者： 

                                                       
169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這是前面第 320 則詩

作的和詩，所以詩題說是「和韻」。請參考《正觀》102 期，頁

175。 
1693 芒鞋，芒草編的草鞋。這裡指僧人穿的鞋子。 
1694 竹塹，新竹古名竹塹。 
1695 羊腸路，形容小路。 
1696 磨旋，來來回回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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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參見第 280 則•作者。 

＊譯文： 

腳上穿著僧鞋，手上拿著竹杖，一步一步走著。觀覽美

景，尋找幽境，自自然然地，得是快樂。 
在這名勝題詩，留下了墨蹟。在這有名的地方，拜訪道

友，結下良好的因緣。 
低低看著新竹地區，發現那裡隱藏著許許多多的人家。

後面有白雲彌漫在山上，前面則有一條河水流著。 
夕陽照射在回去的路上，風景實在很好。小路彎彎曲

曲，有螞蟻來來回回爬著。 

322.仙舟〈（遊新竹客雅萬佛寺）和韻〉1697： 

十洲三島1698任周躚1699，隨遇而安性自然。 
竹院時逢僧共話，梵天1700日與佛為緣。 

                                                       
1697 同註釋 1692。 
1698 十洲三島，傳說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1699 周躚，旋轉舞蹈。 
1700 梵天，大梵天王，古印度的創造神，與毗濕奴、濕婆並稱三主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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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世事拋身外，不受人虧到眼前。 
第一禪關1701方進境，有誰為力肯周旋1702。 

＊作者： 

仙舟，未詳。 

＊譯文： 

這裡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可以讓我任意地遊玩，讓我自

自然然地隨遇而安。 
竹子所建的寺院，常常遇到僧人，和他們在一起交談。

就像梵天一樣，天天都可與佛結緣。 
暫且把世間的事情拋到腦後。別人的虧待，不讓它到眼

前來。 
剛剛參究的禪法，才有了進步的境界。有誰肯和我一同

討論、參究呢？ 

323.保真〈（遊新竹客雅萬佛寺）和韻〉1703： 

                                                       
1701 第一禪關， 指剛剛參究的禪法。 
1702 周旋，打交道，互相來往（討論、參究）。 
1703 同註釋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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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團坐倦好周躚，聚會名山豈偶然。 
妙法頻參無相偈1704，真詮1705共契有良緣。 
能將富貴觀身外，勘破1706虛榮棄眼前。 
莫道禪關今咫尺，西方1707路近佛周旋。 

＊作者： 

保真，未詳。 

＊譯文： 

坐在蒲團上（參禪），疲倦了，就起來隨處走走。在名

山上聚會，難道是偶然的嗎？ 
頻頻參究美妙的佛法和最高意境的詩偈。一同契入真

理，有很好的因緣。 
把富貴看成身外物，把看破的虛榮，拋在眼前。 
不要以為今天所參究的禪關，只在眼前。要知道，西方

極樂世界也是很近的，有（阿彌陀）佛可以和我們一同

討論、參究。 

                                                       
1704 無相偈，指最高的詩偈。偈，佛門的詩篇，通常四句一偈。 
1705 真詮，真諦，即真理。 
1706 勘破，因為智慧的通達，而看破世事的虛幻。 
1707 西方，西方極樂世界的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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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真常〈養痾於毘盧寺〉1708： 

養病毘盧寺，無心問世間。 
樓高明月近，樹茂野禽閑。 
雲護梵王徑1709，門臨富士山1710。 
塵靜生吟意，飲泉減瘁頻1711。 

＊作者： 

真常，曾真常。見 311 則•作者。 

＊譯文： 

在毘盧寺養病，沒有心情去過問世間事。 
樓很高，明月顯得更加近了。樹林茂密，野鳥休閒。 
白雲守護著大梵天王所護持的小路。寺門面對著像日本

富士山的火炎山。 
塵世很清靜，生起吟念詩句的心意。喝了泉水，減少因

為勞累而鎖緊眉頭。 

                                                       
170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毘盧寺，參

見註釋 1570。又，痾，病。 
1709 梵王徑，大梵天王所守護的小徑。參見註釋 1700。 
1710 富士山，指火炎山。苗栗三義火炎山，從某個角度來觀賞，像

日本的富士山。 
1711 瘁頻：瘁，勞累。頻，同顰，縐眉頭。瘁頻，因為生病勞累而

眉頭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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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沈發達〈迎春憶證峰上人〉1712： 

上人逝世忽迎正1713，相隔音容無限情。 
禮拜靈前誦佛典，願師常聽梵鐘聲。 

＊作者： 

沈發達，原刊作者前冠有「開元」二字，因此作者可能

是台南開元寺的僧人或信徒。 

＊譯文： 

上人剛剛逝世，卻忽然碰到了春天。雖然和你的音容相

隔著，卻有無限的情意。 
在你的靈位前禮拜，並且誦念佛經，希望法師能夠常常

聽到佛寺的鐘聲。 

326.悟應〈憶秋梧先生〉1714： 

                                                       
171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證峰上人，

乃林秋梧的法號。參見 202 則•作者。 
1713 迎正，迎接春天。 
171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秋梧先生，

見 202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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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敦敦誨猶存，而今重閱墨朱痕1715。 
先生一去書聲絕，惟聽亂雅1716噪暮昏。 

＊作者： 

悟應，原刊作者前冠有「北園」二字，北園即北園別

館，台南市開元寺的前身。（參見註釋 33。）因此，

本詩作者可能是台南市開元寺的僧人或信徒。 

＊譯文： 

你過去敦敦教誨的影子還存在。而今，重新看著你留下

的墨跡和朱痕。 
先生你已經走了，你讀書的聲音也沒有了。只聽到雜亂

的聲音，在黃昏吵閙著。 

327.詹昭河〈參觀靈泉寺舍利殿〉1717： 

                                                       
1715 墨朱痕，墨跡和朱痕。朱，原指上了紅色顏料的畫作。但在這

裡，墨朱痕則指留下的字跡。 
1716 亂雅，即鄭聲亂雅。鄭國靡亂的音樂，擾亂了優雅的音樂。春秋

戰國時，鄭國的音樂因與孔子所提倡的雅樂不同，所以受到儒家

的排斥。此後，凡是和孔子雅樂相背的音樂，都被貶抑為亂雅。 
171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靈泉寺，參

見 085 則•作者。舍利，人死後火葬而留下來的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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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遊基地1718禮真光1719，寶剎欽弭1720舍利藏。 
仰察1721由人心眼1722見，靈泉吐湧法中王1723。 

＊作者： 

詹昭河，見第 254 則•作者、第 258 則•作者。 

＊譯文： 

一同來遊覽佛寺，禮拜真正的光明（佛陀）。珍貴的佛

寺，寧靜地藏著舍利子。 
經過細心考察，發現只要善用人們心中的智慧，就可以

看見靈感之泉，吐湧出佛陀來。 

328.詹昭河〈參觀淨業院感作〉1724： 

                                                       
1718 基地，（心性的）根本之地，指佛寺。 
1719 真光，真正的光明，指佛陀。 
1720 欽弭，寧靜。 
1721 仰察，仰觀俯察，即細心考察。 
1722 心眼，心中像眼睛一樣的智慧。 
1723 法中王，指佛陀。 
1724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淨業院，位

於新竹市境福街中。明治 35 年（1902），由新竹富豪鄭如蘭之妻

陳潤所創建。依據《新竹州要覽》，淨業院原為日治時期台灣在家

佛教──齋教的齋堂。依照本詩第一首第三句可以看出，這座齋

堂乃由在家女士所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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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淨院善修身，廣度群生結福因。 
相繼蓮宗1725皆女士，六和1726共契合天真。（一） 
 
清泉濁水壹源流，百合江淮慧海收。 
大小無分混入處，如臨淨域善同修（二） 

＊作者： 

詹昭河，見第 254 則•作者、第 258 則•作者。 

＊譯文： 

樹林中有一座清淨的寺院，可以在這裡好好修身。（住

在這座寺院的）她們普度眾生，結下了很好的福德因

緣。 
繼承了淨土宗，她們都是女士。她們遵守著「六和敬」

的戒律，一同契合天然的真理。 
（第 1 首） 
 
不管是清泉或是汙濁的河水，都是同一個源頭。千百條

                                                       
1725 蓮宗，指提倡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宗。因為往生極樂

世界都是坐在蓮花座上，所以稱為蓮宗。 
1726 六和，六和敬的略稱。六和敬，出家僧人共同住在一起、彼此尊

重的六條規律，即：見和同解（在思想上，建立共識）、戒和同

修（在法制上，人人平等）、身和同住（在行為上，不侵犯人）、

口和無諍（在言語上，和諧無諍）、意和同悅（在精神上，志同

道合）、利和同均（在經濟上，均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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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都匯入了智慧的大海。 
不管是年紀大或是小，都不分地混在一起。就像到了清

淨的地方，好好地一同修行。 
（第 2 首） 

329.古潭〈臺南法華寺偶詠〉1727： 

法華開創闢，始昔蔣公1728修。 
名勝八景1729一，勳功聖蹟留。 
崇雄1730三佛殿，寺內景清幽。 
香火萬古盛，士民植福求。 

＊作者： 

古潭，未詳。 

＊譯文： 

                                                       
1727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詩題中的臺南法華

寺，參見註釋 79。 
1728 蔣公，指台南府城知府蔣允焄。蔣允焄，字為光，號霞峯，又號

金竹，貴州貴築人。乾隆 2 年（1737）登丁巳恩科進士，選翰林

院庶起士，散館授編修。歷任九江、漳州等知府。乾隆 28 年（1763）
擔任台灣府知府，隔年升台灣道。乾隆 30 年（1765）離任。 

1729 八景；指府城（今台南）八景，其中法華寺列為「法華夢蝶」。見：

高拱乾《台灣府志》。 
1730 崇雄，高峻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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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寺的創建，始於過去蔣（允焄）公的修建。 
使得法華寺成為名勝中的（台南）八景之一，留下了功

勳聖蹟。 
（法華寺有）雄偉的三座佛殿，寺內的景色清幽。 
自古以來，香火就鼎盛。紳士和一般人民都來這裡植求

福氣。 

330.曾果妙〈山居偶感〉1731： 

山峰坐鎮幾多年，學道參禪猛著鞭1732。 
欲究本來真面目1733，涅槃1734悟徹絕安然。 

＊作者： 

曾果妙，未詳。 

                                                       
1731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 
1732 著鞭，用鞭子打。轉喻勇猛精進、努力用功。 
1733 本來（真）面目，禪門以為，人人本來是佛，只因貪、嗔、癡等

煩惱覆蓋，以致失去了本來面目，成為凡夫。而參禪修道的目的，

就是要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佛。《六祖壇經•行由品》：「惠

能（對惠明）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

來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 
1734 涅槃，譯為滅、寂滅、泥洹等。有二義：一指逝世，如「佛陀

已入涅槃」。另一則指最究竟的解脫境界。目前是指第二個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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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在山上住了好多年，很努力地學道參禪。 
想要參究我自己真正的本來面目，想要徹底地體悟涅

槃，達到絕對的安定。 

331.空聲〈感作〉1735： 

強吞弱肉感淒然，淚沽1736袈裟暗自憐。 
多受野狐1737淩虐甚，有心學佛也無緣。 

＊作者： 

空聲，未詳。 

＊譯文： 

（有些人）強壓弱勢者，感覺實在淒涼。淚水沾濕了袈

裟，暗中獨自一人憐憫這些人。 
常常受到像野狐一樣的人、事、物的淩虐，有心學佛卻

也沒有緣份。 

332.慧雲〈登后里毘盧寺〉1738： 

                                                       
173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1 號。 
1736 沽，疑沾之誤。 
1737 野狐，指擾亂修行的人和事。 
1738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2 號。詩題中的后里毘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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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閒來訪故人居，山阿1739有寺號毘盧。 
莊嚴蘭若1740連雲起，萬山環拱入畫圖。 
煙樹披離1741同梵網1742，知是同來之所都1743。 
洪荒未闢1744少人到，紺宇1745成時客載途。 
呂家姐妹1746後先覺，能於末俗振聾愚1747。 
講座談經有開士1748，伊蒲1749常滿首積廚1750。 

                                                       
寺，參見註釋 1570。 

1739 山阿，山的曲折處。 
1740 蘭若，阿蘭若之略稱，即寺院。 
1741 披離，錯綜複雜的樣子。 
1742 梵網，覆蓋在梵天宮殿上的寶網。 
1743 都，集結在一起。 
1744 洪荒未闢：洪荒，宇宙形成前混沌蒙昧的狀態。洪荒未闢，指

尚未開發。 
1745 紺宇，即紺園，指佛寺。唐•王勃〈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

「朱軒夕朗，似游明月之宮；紺宇晨融，若對流霞之闕。」（紅

色的窗戶，在傍晚顯得很明朗，就像在明亮的月宮遊動一樣；

早晨的佛寺很和諧，像是對著流動雲霞中的樓閣一樣。） 
1746 呂家姐妹，毘盧寺由俗姓呂的妙塵尼師等姐妹所創建。參見註

釋 1570。 
1747 振聾愚：聾愚，指對佛法不聞不聽，無所知的人。振聾愚，撼

動那些對佛法不聞不聽的人。 
1748 開士，開悟之士，菩薩的別號。 
1749 伊蒲，寺廟中供應的齋食。 
1750 積廚，香積廚之誤，即佛寺中的廚房。《維摩詰經•香積佛

品》：香積佛國的食物，「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並且說到

香積佛以食物度化眾生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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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宮1751獨供一尊佛，此是南瀛1752向所無。 
三千煩惱1753頓時斷，八萬法門1754何所殊。 
悟得同來真妙道，凡聖人天同一鑢1755。 

＊作者： 

慧雲，參見註釋 1307。 

＊譯文： 

趁著有空閒的時候，來拜訪老朋友所居住的地方。山的

轉彎處，有一座佛寺，稱為毘盧寺。 
莊嚴的佛寺，在白雲間接連著建築起來。許多山峰環繞

著佛寺，像圖畫一樣。 
像雲煙一樣，錯綜複雜地的樹木，和梵天的寶網相同。

我知道，我和老朋友（在過去世）曾經一同聚在這裡。 
這裡尚未開發，很少有人到這裡。佛殿落成的時候，滿

路都是香客。 
呂姓家裡的姐妹們，後來都覺悟了。她們能震撼那些末

                                                       
1751 琳宮，殿堂之美稱，即佛殿。 
1752 南瀛，指台灣。 
1753 三千煩惱，佛教上把頭髮叫做三千煩惱絲，喻指紛繁的塵事。 
1754 八萬法門，八萬四千法門之略稱。佛教以為煩惱有八萬四千

種，對治它們的法門也就有八萬四千種。參見：《賢劫經（卷

2）‧諸度無極品》。 
1755 鑢，煆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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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人，那些對佛法不聞不聽的人。 
在講臺上談論佛經時，有許多菩薩來聽講。齋食常常充

滿廚房。 
佛殿中只供奉著一尊佛，這是台灣其他佛寺所沒有的情

形。 
所有的煩惱一時之間，都斷除了。八萬四千法門，哪裡

有什麼區別呢！ 
體悟到都是一同來參究真實美妙的佛道。凡夫、聖人，

乃至凡人和天神，都是相同的修煉呀！ 

333.慧雲〈毘盧寺訪真常法師〉1756： 

為訪故人得得1757來，青山重複畫圖開。 
看雲覓路心無著，策杖1758閒吟客與陪。 
信步1759漫登蘭若1760路，振衣直上梵玉臺1761。 
冬花滿眼依人媚，塔樹成行繞屋栽。 

                                                       
175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2 號。詩題中的毘盧寺，參

見註釋 1570。真常法師，參見 311 則•作者。 
1757 得得，任情自得的樣子。 
1758 策杖，拿著枴杖。 
1759 信步，隨意而走。 
1760 蘭若，佛寺。 
1761 梵玉臺，通往寺院中的臺階。梵玉，梵天的玉石，形容臺階的

莊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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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慧雲，參見註釋 1307。 

＊譯文： 

為了拜訪老朋友，我自在地來了。青山一層又一層，像

圖畫一樣打開著。 
看著白雲，找著道路，心中沒有任何執著。拿著枴杖，

悠閒地吟念著詩歌，還有客人相陪伴。 
隨心走著，隨意登上通向佛寺的道路。抖一抖衣服，一

直走上莊嚴美麗的台階。 
滿眼都是開在冬天的花，嫵媚地依在人們的身旁。像高

塔一樣的樹木成行，繞著屋子栽種。 

334.曾真常〈贈慧雲法師〉1762： 

南海1763高僧少，雞中鶴慧雲。 
心空宏道法，健筆寫詩文。 

                                                       
1762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2 號。詩題中的慧雲法師，

參見 332 則•作者。 
1763 南海，應指慧雲法師的誕生處──福建漳州人，或指他所活動

的中國東南方（江蘇、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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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1764同玄奘1765，講經若勝軍1766。 
新年同撮影1767，留作蕙蘭薰1768。 

＊作者： 

曾真常，見 311 則•作者。 

＊譯文： 

南海很少有高僧，慧雲法師是雞群中的（珍貴的）鶴

鳥。 
心中已證得萬法皆空，並以此來弘揚佛道。文筆很好，

用來寫詩句和文章。 
到處探訪名師、尋求佛法，就和玄奘一樣。講經則像勝

軍論師。 

                                                       
1764 行腳，僧侶為尋師求法而雲遊四方。 
1765 玄奘（602 - 664），俗姓陳，名禕，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

市南境）人，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之一，也是中國佛

教法相唯識宗創始人。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心人物

唐三藏（唐僧）的原型。 
1766 勝軍，梵名 Jayasena。西印度蘇剌佗國人。初依賢愛論師學因明，

未久，從戒賢學《瑜伽師地論》，又於安慧處學聲明及大小乘論。

後居於杖林山，講經說法，道俗宗歸者逾數百人。玄奘歷遊印度

時，曾師事二年，從學《唯識決擇論》等諸論。對瑜伽、因明等

有所質疑，得大啟發。 
1767 撮影，攝影。 
1768 蕙蘭薰：蕙蘭，多年生草本植物，初夏開花，色黃綠，有香

味。蕙蘭薰，蕙蘭的薰香，比喻友誼像蘭香一樣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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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間，我們一同拍了照片，可以留作友誼芬芳的紀

念。 

335.慧雲〈和真常法師原韻〉1769： 

南島1770舊遊地，孤蹤似片雲。 
何緣除夕夜，來與論時文。 
專學驚同輩，辯才應冠軍。 
毘盧1771清淨域，端賴戒香1772薰。 

＊作者： 

慧雲，參見註釋 1307。 

＊譯文： 

來到台灣過去曾經遊覽過的地方，孤獨的影子，像一片

雲一樣。 
是什麼因緣，在除夕夜，讓我們兩人一起聚在一起談論

符合時代的文章。 

                                                       
1769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2 號。本詩是前一首詩的和

詩。詩題中的真常法師，見 311 則•作者。 
1770 南島，指台灣。台灣在中國的南方，因此稱南島。 
1771 毘盧，毘盧寺，作者和真常法師相聚的地方。 
1772 戒香，出家僧人所受持的戒律，能滌除塵世的汙濁，像花香乃

至檀香一樣，所以稱為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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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專修的學問，驚動了同輩。你的辯才應該是冠軍。 
在這毘盧寺的清淨地方，只有靠戒律的馨香來薰習了。 

336.慧雲〈登石壁湖圓通寺同曾君景來〉1773： 

趁晴卻為看山忙，村落依稀認故鄉1774。 
車過懸橋堪練膽，人從陌路見朝陽。 
天寒日午聞清磬，水抱山環入遠望。 
彌勒開顏還自笑，宛然石壁似雲岡1775。 

＊作者： 

慧雲，參見註釋 1307。 

＊譯文： 

趁著晴天，卻為了看山而忙。村落看起來，好像是我的

故鄉。 
連子經過吊橋（很可怕），可以借此練練膽量。人在小

                                                       
177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2 號。詩題中的登石壁湖圓

通寺，參見註釋 1290。曾（君）景來，著有《臺灣宗敎と迷信

陋習》（台灣宗教上迷信陋習）。這本書乃日治時期重要的台灣

宗教作品，至今仍受到學界的重視。 
1774 故鄉，作者福建漳州人，參見註釋 1307。 
1775 雲岡，指雲岡石窟，位於中國山西省大同市西郊，主要建於北

魏興安 2 年（453）到太和 19 年（495）間，是中國第一處由皇

室顯貴主持開鑿的大型石窟。石窟內都是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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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走，見到了早上的太陽。 
天氣很冷，中午聽到了清徹的磬聲。河水環繞著青山，

流入了遠方。 
彌勒佛像的臉上顯出高興的樣子，還自己笑了起來，就

像雲岡石壁（上的佛像）一樣。 

337.普河〈遊龍泉寺呈永嵩師二絕〉1776： 

來臨壽山1777訪故知，夙緣1778得幸晤佳期。 
欣君第早1779登先覺，宰輔1780龍泉佐住持1781。（其一） 
 
佛法宏宣當務力，能明自在悟禪機。 
言贈愧學疏才薄，素養闕聊1782緣我非。（其二）  

＊作者： 

                                                       
177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龍泉寺，參

見註釋 1278。永嵩（法）師，從第一首的第四句可以知道，他

是龍泉寺的重要僧人。又，這是兩首七言絕句，所以稱為「二

絕」。 
1777 壽山，位於高雄市鼓山區，乃龍泉寺所在地。 
1778 夙緣，前世因緣。 
1779 第早，早就。 
1780 宰輔，輔佐，幫助。 
1781 住持，佛寺中的主持人。 
1782 闕聊，缺少、欠缺。 



170    正觀第一○三期/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普河，未詳。 

＊譯文： 

來到壽山拜訪老朋友。過去的因緣，讓我有幸能在佳期

看到你。 
恭喜你早已登上了先覺的地位，而能輔佐龍泉寺的住持

和尚。 
（第 1 首） 
 
佛法的弘揚應該努力。能夠自己明白才能體悟禪機。 
你用言語鼓勵我，慚愧我是一個才氣疏薄的人。我欠缺

素養，原本不應該鼓勵我才對。 
（第 2 首） 

338.寶月〈遊青草湖感化堂〉1783： 

青草湖中別有天，靈峰寶殿1784正森然1785。 
祥雲常繞摩空塔，甘露時垂湧地蓮。 
萬里蒼山朝兩院，一輪皓月印雙川。 
風光巧妙觀無盡，勝境將來出佛仙。 

                                                       
1783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青草湖感化

堂，參見註釋 1472。 
1784 靈峰寶殿，靈山上的佛殿。 
1785 森然，高聳林立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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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寶月，原刊在作者前冠有「五峰」二字，因此作者應該

是新竹縣五峰鄉人。 

＊譯文： 

青草湖中，另有一番天地。靈山上的佛殿，高聳林立。 
祥瑞的雲朵，常常環繞著接近天空的高塔。甘泉時時垂

流在湧出蓮花的池中。 
寛廣的青山，面向兩座寺院。一輪明月，倒影在兩條河

水裡。 
風光非常美妙，讓人看不盡。在這殊勝的境界中，將來

一定會有佛仙出現。 

339.釋無上〈（遊青草湖感化堂）依原韻呈寶月師〉1786： 

                                                       
1786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寶月（法）

師，參見 338 則•作者。這首詩是對前一首詩的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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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杖1787臨湖掛幾天1788，聆聞妙理盡忻然1789。 
精通圓乘1790心同鏡，談到無生1791舌吐蓮1792。 
法雨1793溟濛沾草地，慧燈光曜照迷川。 
師真堪任如來使，莫作五峰1794長睡仙。 

＊作者： 

釋無上，參見 280 則•作者。 

＊譯文： 

拿著枴杖來到（青草）湖邊，借宿幾天。聆聽美好的佛

理，非常愉快。 
你精通圓融的宗派，內心像鏡一樣（明亮）。談到「無

生（無滅）」的道理，像舌燦蓮花似的。 
佛法像雨水一樣，滋潤著草地。智慧的燈火，照亮了迷

霧中的河川。 

                                                       
1787 卓杖，竪立枴杖，亦可拿著枴杖。 
1788 掛幾天：掛，掛單，僧人外宿其他寺院時，將衣帽等物掛在特

定的牆壁，稱為掛單。掛幾天，來借宿幾天。 
1789 忻然，愉快。 
1790 圓乘，圓融無缺的宗派。 
1791 無生，無生無滅的略稱。佛教以為最高的道理是無生無滅（不

生不滅）。 
1792 舌吐蓮，舌燦蓮花的意思。比喻口才好，能言善道。 
1793 法雨，佛法像雨一樣，滋潤大地，所以稱為法雨。 
1794 五峰，新年縣五峰鄉，寶月法師的出生地，也是感化堂的所在

地。參見 338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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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真的能夠做為如來佛的使者，不要當個（新竹）五

峰鄉長睡的仙人呀！ 

340.吳敏敦〈（遊青草湖感化堂）依原韻呈寶月師〉1795： 

水光山色共長天，彌勒欣看大自然。 
識得空華懷白雪，舌翻妙法若紅蓮。 
萬靈寂默歸孤塔，大海汪洋納百川。 
勝地如能無俗染，此中定住有真仙。 

＊作者： 

吳敏敦，見312則•作者。 

＊譯文： 

水光、山色和長天在一起。彌勒菩薩的塑像，歡喜地看

著大自然。 
知道世事像虛空中的花朵一樣虛幻，心中懷想著白雪的

純淨。舌頭像是舌燦紅蓮一樣，說著美妙的佛法。 
許許多多的寂默靈魂，都供奉在孤獨的高塔當中。汪洋

的大海，百川的流水，都收納在其中。 
殊勝的地方，如果能夠去除俗世的污染，那麼在這裡必

定住著真正的神仙。 

 
                                                       
1795 本詩收錄在《南瀛佛教》第 13 卷第 3 號。詩題中的寶月（法）

師，參見 338 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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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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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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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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俄、林洲鰲，是日治時期參加文化運動與抗日運動的

僧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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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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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北埔姜振義出任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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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則，無上（1907 - 1966），新竹人。新竹青草湖靈隱

寺的第二任住持。（靈隱寺，參見註釋 1472。）1951
年，曾幫助星雲法師和大醒法師，在靈隱寺設立佛教學

院──「台灣佛教講習會」。 

311 則，曾真常（1900 - 1945），覺力法師（參見註釋

1260）法雲寺派下的僧人。曾任臺北市龍山寺住持。

「臺灣阿彌陀佛會」（昭和 2 年，1927，羅妙吉法師發

起成立）的講師。 

 

註釋 

註釋 33 開元寺，位於台南市北區。創建於康熙年間。原稱海會寺、海靖

寺。原為北園別館，乃鄭成功兒子鄭經為其母董氏所建的庭園。鄭氏王朝

歸順清朝後，總鎮王化行、臺廈道王效宗改建為開元寺。（詳見：高拱乾

《臺灣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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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79 林述三﹤李茂春﹥這首詩詩題後有夾註：『（李茂春）字正青，龍溪

人，隆武二年舉孝廉，性恬淡，善屬文，時往來廈門，與諸名士遊。永曆

十八年，從鄭經東渡，卜居永康里，築草廬曰「夢蝶園」，諮議參軍陳永華

為文記之。手植梅竹，日誦佛經自娛，人稱「李菩薩」。卒葬新昌里。』其

中，龍溪指福建漳州龍溪。隆武二年，1646 年。永曆十八年，1664 年。夾

註說到：李茂春來台後，在所居住的永康里（今台南市中西區的桶盤棧，

竹溪北岸），建夢蝶園。夢蝶園後來改建成佛寺準提庵，不久又增建成法華

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重修臺灣省通志(第一冊‧卷三)‧住民志‧宗

教篇‧第三章‧第三節》：『夢蝶園，龍溪舉人李茂春避亂來臺，居永康

里，築草廬曰「夢蝶」。朝夕誦經，人稱「李菩薩」。後易以陶瓦，清流修

築，日增勝槩，改為準提庵。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蔣毓英鳩資建寺，捐贈

土地，以保留夢蝶園遺跡，並改名為「法華寺」。』其中，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  

註釋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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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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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佛教古詩選輯：日治時期第 321 首〜第 340 首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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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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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570 毘盧寺，位於台中市后里區寺山路。由妙塵尼師與姊妹 妙觀、妙

識、妙湛、妙本、妙偏，於昭和 3 年（1928）破土興建，歷時 3 年而完成。

妙塵尼師，台中市豐原（神岡）人，「筱雲山莊」呂氏家族。母親為台中市

霧峰林家淑媛。林氏因丈夫、父親先後過世而頓悟人生，帶著 4 位女兒與 2

位姪女到苗栗大湖法雲禪寺出家，禮覺力法師為師，並恭請  覺力法師任毘

盧寺的開山祖師，昭和 8 年（1933）覺力法師圓寂，由妙塵尼師接任住持。

成為法雲寺派下重要寺院，並且是中部地區首要的尼僧道場，與新北市中和

區的圓通禪寺、高雄市崗山區的龍湖庵，並列為日治時期台灣三大尼僧道場。

（覺力法師、法雲寺派，參見註釋 1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