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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花蓮地區佛教發展初探 

李世偉  
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  

摘  要  
學界對於臺灣佛教的研究大多是以西部地區為探討對象，對於東

部地區，除了「慈濟功德會」外便所知有限，本文即以花蓮地區為範

圍，依其特質分成「正信佛教」與「民間佛教」兩類，鉤勒其歷史發

展的基本樣貌及相關活動。  

由於花蓮屬後開發地區，佛教活動亦晚於西部各地，清代僅有三

個民間佛教寺廟，日據時期隨日本移民來到而有不少日本佛教，惟影

響有限；戰後國府透過「中國佛教會」強化對佛教界的控制，中佛會

花蓮支會率先於各縣市成立。  

花蓮之「正信佛教」於戰後始大量創建，此與其後進發展地區有

關，著名之道場如東淨寺、淨德精舍屬基隆靈泉寺系統，彌陀寺屬宣

化上人所屬「法界佛教總會」，而後來居上乃成為臺灣著名大道場者

為 1966年創立之「慈濟功德會」，於慈善、醫療、教育、文化事業具

有所成。  

花蓮之「民間佛教」歷史較早，其道場性質近於民間信仰型態，

就祭祀神言，除主神釋迦牟尼佛外，雜揉諸多民間信仰之神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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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感應與神通事蹟也極多；同時，大型的民間佛教道場也形成聯庄

組織，與地方關係極為密切。  

花蓮、佛教、民間佛教、曾普信、釋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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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緣於臺灣佛教的發展日盛，引來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也致使臺

灣佛教研究吸引學者的投入，累積的成果相當可觀。不過，這些研究

大多是以西部地區為對象，相對的東部地區佛教發展，一般人大概只

知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餘者便少受到關注。筆者去年一月

受花蓮縣政府文化局之委托，進行「花蓮縣志 ----文化篇」的編纂計劃，

該縣之宗教信仰活動亦為探討的範圍中，利用這個機會，筆者便將花

蓮地區的佛教發展作整理討論，由於時間有限，加上花蓮幅員廣闊，

掛一漏萬之處不少，因此只能說是初探，較細致的樣貌與討論留待爾

後再述。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探討的佛教類型，顏尚文教授曾指出佛教

傳到臺灣後，發展出三種類型：一是從中國佛教脫胎，在家佛教式的

齋教；一是存在於士宦、僧侶間「教理型」、宗派傳承「制度化」的「正

信佛教」；一是流傳於庶民大眾社會底層「靈驗型」、「世俗化」、「擴散

型」的「民間佛教」。1這三種類型確實是觀察臺灣佛教發展不可偏廢者，

以花蓮地區而言，有關齋教的記錄相當有限， 2因而暫且存而不論，至

於「正信佛教」與「民間佛教」兩類則較為盛行，本文便依此分別進

行討論，在此之前，先對戰後初期的發展作一概述。  

二、戰後初期發展概況  
花蓮縣之佛教源起於清代，幾座歷史悠久的寺院如光復鄉之保安

寺、瑞穗鄉之青蓮寺皆傳說建於光緒三年（ 1877），是目前所知最古老

的寺院，二者皆屬民間佛教類。「正信佛教」類則以玉里鎮華山寺與花

蓮市東淨寺之歷史為最久，二寺具建於大正三年（ 1914）。  

日據時代，日本當局擬以佛教拉近與臺灣人民的距離，加上花蓮

                                                      
1 顏尚文，〈清代以來嘉義市觀音信仰寺廟類型之發展〉，《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八

期，2003 年 7 月，頁 191-192。 
2 目前所知花蓮的齋堂有三處：觀音禪寺位於玉里鎮泰昌里，創建於昭和三年，奉觀

音菩薩；寶善堂位於玉里鎮，奉阿彌陀佛；修善堂位於大庄區，奉關聖帝君。參見

林美容，〈台灣齋教總表〉，《台灣史料研究》，第六號，1995 年 8 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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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本移民村，有其信仰需求，日本佛教界各本山派遣僧侶前來立寺

佈教，重要者如真宗本願寺、真言宗、臨濟宗等。以真宗本願寺派為

例，在花蓮地區便有吳全城、吉野、花蓮港、豐田、林田、鳳林、玉

里、里壠等八個布教所。 3然信徒多為日本民眾，信奉日本佛教的臺灣

人極少， 4以昭和三年（ 1928）為例，花蓮港廳（今花蓮縣）佛教臨濟

宗所屬道場信徒人數，內地人（日本人）有八百五〸人，本島人僅一

百三〸一人；淨土宗的日本信徒有八百人，臺灣人僅百人；真宗本願

寺派下日本信徒有二千八百零九人，臺灣人只有五〸人，差距更形懸

殊。 5儘管如此，鑑於日本的殖民優勢及尋求宗教保護，許多寺院多會

選擇隸屬於日本佛教各宗之派下。  

1945年 8月，臺灣重回中國版圖，為了強化對臺灣佛教界的影響與

控制，國民政府透過「中國佛教會」的力量而遂其行，各地的佛教寺

院及團體亦配合此一大勢。 1947年 1月，「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成

立於臺北善導寺，本圓法師任理事長，並促請各縣市成立分會。 1947
年 7月 19日，花蓮縣支會率先於各縣市成立，理事長為普欣。 6除了成立

組織以呼應中國佛教主導之趨勢外，各地也尋求與大陸僧侶合作，最

普遍的是邀請來弘法。 1950年 8月 5至 20日，著名的慈航、圓明法師應

「東部佛教會」之邀，環島弘法。 7又如 1953年 11月，中國佛教會理事

長白聖法師亦曾來花蓮市東淨寺（中佛會花蓮分會辦事處）弘法，宣

講《阿彌陀經》，後再赴玉里華山寺、玉泉寺等地 8。  

在中佛會的努力下，花蓮地區的佛教寺院有效地被組織起來，根

據朱其昌於 1977年的調查，中佛會花蓮縣支會的團體會員共計二〸五

                                                      
3 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臺灣開教教務所臨時編輯部，《真宗本願寺派臺灣開教

史》，臺北，昭和〸年五月〸八日，頁 581-593。 
4 臺灣民眾信奉日本佛教有限的原因，一般大致上出於語言的隔闔，以及日臺佛教信

仰的差異，參見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3 月），

頁 114。 
5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昭和四年，收於《中國方志叢書》

臺灣地區， 第 316 號，成文出版社印行，頁 20。 
6 《臺灣佛教》，創刊號，1947 年 6 月。另見闞正宗，《重讀臺灣佛教----戰後臺灣佛教》

正編（臺北，大千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37。 
7 《覺生》，創刊號，1950 年。 
8 〈佛教要聞簡訊〉《菩提樹》，195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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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名單與住持如下： 9 

寺  名 住  持 地  區 
東淨寺 曾普信 花蓮市 
摩尼寺 釋敬敏 花蓮市 

化道禪院 釋普欽 花蓮市 
慈善寺 釋妙賢 花蓮市 

花蓮佛教蓮社 釋嚴持 花蓮市 
金剛寺 洪呂有 花蓮市 

靜思精舍 釋修參 新城鄉 
禪光寺 釋心性 秀林鄉 
祥德寺 許聰敏 秀林鄉 
佛興寺 釋見虛 吉安鄉 
慈蓮寺 釋聖法 壽豐鄉 
和南寺 釋傳慶 壽豐鄉 
碧蓮寺 陳祥麟 壽豐鄉 
靈源寺 釋廣慧 鳳林鎮 

慈雲禪寺 釋聖德 鳳林鎮 
鳳林佛教蓮社 釋明儉 鳳林鎮 

圓慈寺 莊清元 光復鄉 
保安寺  光復鄉 
青蓮寺  瑞穗鄉 

玉里佛教蓮社 釋性良 玉里鎮 
華山寺 釋明樂 玉里鎮 
彌陀寺 廖金萬 玉里鎮 
玉泉寺  玉里鎮 
富山寺 釋心玲 富里鄉 
玉蓮寺  富里鄉 

又歷屆的理監事名單如下： 10 

理  事  長：曾普信、釋廣慧  

                                                      
9 朱其昌，《臺灣寺廟庵堂總錄》（高雄，佛光出版社，1977 年），頁 156。 
10 同前注，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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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吳普欣、鄭根井、許聰敏  
理   事：許紹榮、林桂龍、范妙賢、黃坤山、陳普清、劉如願、  
 王木榮、黃桂森、吳萬恭、劉達玄、釋靈源  
常務監事：黃桂森、鄭根井  
監   事：許聰敏、王玉質、林德旺、劉桂英  

「中國佛教會」是戒嚴時期臺灣最高的佛教組織，也是代表國民

政府管理、監控各地佛教活動的代表，重要的職權包括傳戒、僧眾出

境審核、寺院興建等，如無特殊情況，大抵各地佛寺均會加入中佛會

的各地支會。值得一提的是，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籠罩於臺灣社

會中，作為出世之域的佛教界也無可倖免，幾件著名的案件如：一九

四九年慈航法師被控有共產黨混入僧團、同年秋臺南開元寺證光法師

（高執德）遭保密局逮捕槍決、一九五三年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事

件」、修和法師下獄病死案等。 11而與花蓮有關者便是「聖德法師案」，

其案由是一九五五年時，聖德法師（陳師潛）欲前往泰國禮佛，因在

戒嚴時期，人民出入境受管制而未能如願，故致函當局辯駁，反被指

控叛亂罪，因而入獄〸年。 12出獄後至一九六九年，應花蓮鳳林鎮信眾

之請，至慈雲禪寺任住持。 13 

一九八○年代解除戒嚴後，宗教團體組織鬆動，許多有所作為的

佛教團體另立山頭，個別寺院也不必然再加入中佛會，其影響大為減

低。近期花蓮支會理事長的賡續大致為：民國七〸年三月起一至三屆

由禪光寺住持心性法師（游阿清）擔任，其後分別為佛教蓮社嚴持法

師、池蓮寺聖法法師。八〸三年第五、六屆由地皎法師接任，第七屆

則由覺光法師接任至今。  

                                                      
11 闞正宗，前揭書，頁 116-117。 
12 當時主管當局保安司令部指控的事項為：陳師潛於民國三〸六年在福建運城縣親戚

所開設之蓮蓬軍糧加工廠作工，因吸灰塵過多致染肺病。來台出家後，思想偏激，

於四〸三、四年間連續函發總統府及軍政首長，稱國軍為軍閥，強迫人民勞動，本

人因而染肺病，並抗議限制其離開臺灣，復強迫僧人結婚，以致新竹等地之旱災為

其報應，他也要求修改出境法。保安局遂依〈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散佈謠言或

傳播不實並足以動搖人心者」等罪名起訴，最後判刑〸年。參見〈臺灣省保安司令

部判決書〉，1955 年 8 月 31 日。感謝闞正宗先生提供該資料。 
13 釋聖德（陳師潛），〈聖德法師年譜〉，收於氏著，《聖德法師全集》（臺北，法嚴出版

社，2003 年 10 月），頁 755、762。感謝闞正宗先生提供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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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信佛教的發展  
此處所謂「正信佛教」僅是指組織型態論，並無價值判斷之意，一

般是指由出家僧侶所主導，遵守傳統中國佛教教義與戒律而行者。以下

表列是目前花蓮地區正信佛教寺院的一覽表，包括名稱、所在鄉鎮、創

建年代、傳承宗派、住持、常住人數、重要活動、附設組織等。  

名稱 所在地 創建年代 傳承宗派 住持 重要活動、附設組織 

祥德寺 秀林鄉 1968 臨濟宗 覺光 暑期大專青年、兒童佛學夏令

營。附設「地藏慈善功德會」 

三棧圓覺

精舍 秀林鄉
1990年代

初期 淨土宗 果孝 般舟三昧、佛七 

玉竹山雲

棲寺 秀林鄉 1993 淨土宗 自孝 禪淨雙修 

銅門 
觀音堂 秀林鄉     

普明寺 秀林鄉 1922 淨土宗 慧寶 每月定期地藏法會 

禪光寺 秀林鄉 1966 臨濟宗 見禪 禪光育幼院、禪光安養院、禪

光義診所 
靜思精舍 新城鄉 1969  證嚴 慈濟功德會 

東淨寺 花蓮市 1914 曹洞宗 紹慧 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誕辰

法會 
永寧寺 花蓮市 1950年代 曹洞宗 修嚴  
花蓮佛教

蓮社 花蓮市 1957 淨土宗  研討佛經、念佛 

摩尼寺 花蓮市 1965  敬敏 1971創辦「慈暢月刊」，1983
創普門幼稚園 

慈皇佛堂 花蓮市     
慈善寺 花蓮市 1929 曹洞宗 達瑩 1983設妙賢幼稚園 
萬德佛寺 花蓮市    重病、臨終療癒 

淨德精舍 花蓮市 1975 
曹 洞 宗 --
基隆靈泉

寺 
陳吉子  

月光寺 吉安鄉 1999 佛光山 覺華 念佛共修會、人間福報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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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所在地 創建年代 傳承宗派 住持 重要活動、附設組織 

會、佛光童軍團 
佛興寺 吉安鄉   林益謙  
南華山普

門寺 吉安鄉   黃正真  

慶修院 吉安鄉 1922  張秋香
原日本真言宗佈教所，現縣定

三級古蹟 
法名禪寺 吉安鄉     
璟延精舍 吉安鄉     
慈恩寺 吉安鄉   法願  

和南寺 壽豐鄉 1967  傳慶 
法華經法會、佛教藝術多媒

體。1996成立「造福觀音文教

基金會」 
力行禪寺 壽豐鄉 1989  慧門 禪七，力行佛學院 

彌陀聖寺 壽豐鄉 1952 法界佛教

總會分會
恆立 四月赴台北總會禮佛、講經 

慈蓮寺 壽豐鄉 1967  聖法 大專佛學夏令營 
宏華寺 壽豐鄉 1989 慈蓮寺 法願  
慈雲禪寺 鳳林鎮 1963   念佛會 
九華禪寺 鳳林鎮   顯定  
佛陀寺 鳳林鎮     
靈源寺 鳳林鎮 1977 臨濟宗  佛七 
花東山琉

璃禪寺 光復鄉     

西方寺 光復鄉     
靈佑寺 光復鄉     
聖覺學苑 瑞穗鄉   心航  
妙印蘭若 瑞穗鄉   理鼎  
舞鶴禪苑 瑞穗鄉   自暉  
溪峰禪寺 瑞穗鄉   雁喜  
達巖寺 瑞穗鄉     
法名精舍 瑞穗鄉     
圓覺精舍 瑞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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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所在地 創建年代 傳承宗派 住持 重要活動、附設組織 

瑞天佛堂 瑞穗鄉     
天聖佛堂 瑞穗鄉     
東大寺 瑞穗鄉   傳孝  
大慈精舍 瑞穗鄉     
花蓮般若

精舍 瑞穗鄉     

玉泉寺 玉里鎮 1932 曹洞宗 惟光 佛七、念佛會 
華山寺 玉里鎮 1914 臨濟宗   
彌陀寺 玉里鎮     
慈慧寺 玉里鎮     
玉里佛教

蓮社 玉里鎮 1963 淨土宗  1972曾成立「玉里慈惠托兒所」 

富山寺 富里鄉 1969   圖書館 
正法寺 富里鄉 1971  悟生  
圓音寺 富里鄉     
東復禪寺 富里鄉   徐明輝  
法雲精舍 富里鄉   傳航  

花蓮地區的「正信佛教」寺院建寺時間多晚於西部，就目前所知，

均無清代時期所建者。日據時期所建的寺院現存者有秀林鄉普明寺、

花蓮市東淨寺、花蓮市慈善寺、玉里鎮玉泉寺、玉里鎮華山寺、吉安

鄉慶修院等處，且多與日本佛教有關，如玉里華山寺原為日人淨土宗

於玉里之佈教所，戰後由比丘尼釋明樂與一婦人接管，並請白聖法師

任住持， 1947年再由釋明樂接掌住持，始改稱華山寺。 14花蓮市慈善寺

原系日僧武田善俊於大正六年（ 1917），受真宗本願寺派本山之命來花

蓮佈教，於昭和四年（ 1929）建日式佛堂，稱西本願寺，供奉阿彌陀

佛。戰後比丘尼妙賢法師於 1946年接管西本願寺，易名為「慈善院」；。
15而花蓮市東淨寺的歷史略為複雜：大正元年（ 1912），鹽水港製糖株

式會社社長荒井泰次禮發願於花蓮興建佛寺，禮聘臺北臨濟護國禪寺

                                                      
14 姚誠，《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 6 月），

頁 209。 
15 同前注，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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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梅山玄秀為開山師，駐花蓮籌建佛寺，經多年努力，於大正八年

（ 1919）在花崗山建立大樹山東台寺。寺旁另有淨土宗大觀山淨光寺，

乃日僧中島俊康於大正三年（ 1914）開山，大正五年落成。昭和七年

（ 1932），於今日進豐街興建有一齋堂玉蓮寺。臺灣光復後，玉蓮寺齋

姑張六妹接管東台、淨光二寺，當時玉蓮寺部分廟地亦被佔用，於是

將玉蓮寺所有法器、經書遷至花崗山的佛寺。民國三〸六年（ 1947），
三寺合而為一，定名東淨寺，屬曹洞宗月眉山靈泉寺派下。 16 

特別一提的是，上述這些與日本佛教淵源極深的寺院，昔日廟貌

皆不復見，唯一例外者為吉安鄉的慶修院，它仍難得地保留日式佛教

建築的特質。該寺原系真言宗高野派吉野佈教所，由日人川端滿二於

1918年募建之日式木造佛堂，奉不動明王為主神，另奉有弘法大師空

海像，信徒主要為吉野移民村之日本移民。該寺以密宗持咒醫療法而

富盛名，前來尋求醫病者極多，加上日本信徒抵台，亦有到本山別院、

出張所朝山的習慣，故香火鼎盛，成為在台日人之精神支柱。 171945年
台灣光復，日人被遣回國，寺務由苗栗縣法雲寺齋姑吳添妹接管後，

改稱「慶修院」，屬曹洞宗，她將原主祀神不動明王置於側室，正堂改

祀釋迦牟尼佛及觀音菩薩； 1984年玉里佛教蓮社性良法師接任院務，

但因內部人事紛擾，疏於管理，以致寺院荒廢。至 1997年，慶修院被

列為三級古蹟， 2003年修復完工，但花蓮縣政府並未交由僧眾主持，

而是委由「花蓮青少年公益組織」經營管理，致使今日慶修院與其說

是佛教道場，不如說是地方文教空間。儘管如此，慶修院仍是花蓮唯

一完整保存的日式寺院，目前寺內留有神龕、不動明王石刻、百度石、

八〸八尊石佛等重要文物，據聞，八〸八尊石佛可能是川端滿二循當

年空海遺規，行遍日本四國八〸八所寺院請回。 18也由於慶修院這種日

本佛教特質，許多日人來臺觀光，多會來此緬懷，尤其信奉真言宗高

                                                      
16 同注 12，頁 103。 
17 翁純敏，〈吉安鄉慶修院〉，收於花蓮縣文化中心編，《花蓮縣古蹟導覽手冊》（花蓮

縣政府，1999 年），頁 60-61。 
18 日本傳統佛教，巡禮四國八〸八所名剎朝拜是重要的人生儀式，日人稱為「四國八

〸八所靈場遍路」，遍路即參拜巡禮之意。參拜者穿著仿空海法師時期的白色裝束，

背著「奉納同行二人」的袋子或竹編簍具，拄著金剛仗，步行朝拜四國境內八〸八

所古剎，以祈求平安，此一路程，日人稱為「御遍路」。翁純敏，前揭文，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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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派之日人必會來此敬拜。 19 

臺灣光復後，花蓮「正信佛教」的寺院大量創建，這固然由於這

一段時間臺灣佛教勢力快速發展，也與花蓮原屬後進發展區有關；相

較於西部，光復前的後山尚處於移墾社會階段，一般僧侶罕至，惶論

名門道場來此開山弘法了。光復後各佛教法脈陸續來花蓮開山立寺，

早期著名者如花蓮市東淨寺、淨德精舍，其法脈為日據時期佛教四大

法派之一的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一九五○、六○年代東淨寺住持曾普

信，更是當時有「臺灣佛教馬丁路德」之稱的林德林之弟子。 20一九五

二年成立的壽豐鄉彌陀禪寺則屬「法界佛教總會」下之分會，該會領

導人便是著名的宣化上人。  

值得一提的是，花蓮佛寺的創建除了法脈關係外，有一部分也具

有族群特質，如鳳林慈雲禪寺為客家信眾所倡建，而花蓮市的花蓮佛

教蓮社則淵源於外省族群，茲針對後者再述。臺灣光復後，大陸移民

大量擁入，就花蓮一地而言，外省族群便佔了四分之一，其比例遠高

於其它地區。這許多新移民與本地的民間信仰活動較少相涉，便開始

開展個別的宗教圈子，一九五○年代，花蓮市美崙地區的佛教蓮社因

而創建。原籍江蘇揚州的嚴持法師隨軍來臺，並於空軍防校受訓，1957
年時，與駐守花蓮的軍中同僚在美崙區中美路租一房舍，供信徒研究

佛經、唸佛。最初前來參拜、修行的信眾，大多是來自大陸各省的軍

人及其眷屬，可說是花蓮地區外省移民性格明顯的佛教道場，歷經〸

餘年後，才有花蓮本地信眾加入。 21  

花蓮佛教團體所推展的活動，在宗教修行活動大多為念佛、禪坐、

誦經等，與其它地區無大差異。在外部的社會活動上可分以下幾項：   

                                                      
19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慶修院末代住持釋智猛將慶修院供奉之空海大師神像帶回日

本，安奉於廣島長命密寺。為還原慶修院原貌，經花蓮相關人士聯繫，2004 年 11
月，釋智猛之子女佐伯憲秀、佐伯真等人將空海神像護送來臺，重回慶修院安座，

並行祈福儀式，見證了日本佛教在臺灣歷史難得的一頁。〈空海像闊別一甲子回歸慶

修院〉《中國時報》，2004 年 11 月 2 日，C1 版。 
20 林德林的生平與佛教活動，參見江燦騰，〈近代臺灣本土新佛教運動的先驅－「臺灣

佛教馬丁路德」林德林的個案研究〉，收於氏著，《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臺

北，東大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51-118。 
21 姚誠，前揭書，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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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善救濟  

最著名者自然是「慈濟功德會」，該會堪稱是臺灣近〸餘年來最富

盛名的宗教及慈善組織，其慈善救濟模式如先訪貧、再濟貧，並長期

觀察，對善款的捐獻採公開徵信制等，均形成了慈善救濟的典範，以

致具有相當的社會公信力。目前許多論著將「慈濟」目前的興盛，完

全歸功於證嚴法師一人，認為基於她的人格感召、慈悲胸懷，造就了

慈濟世界。這種基於崇拜上人的立場，並不符於歷史面貌。該會原稱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其成立時間是 1966年農曆 3月 24日，而該會

成立的目的確為實踐證嚴法師的濟貧之志，但背後卻是有一群居士貢

獻其心力、財力，早期功德會的運作、規劃主要由花蓮地區的新聞工

作者操盤，重要者為陳貞如（《民聲日報》花蓮分部主任）、林志勝（《中

央日報》花蓮分部主任）、何慰平（《慈濟》總編）、陳香（《更生日報》

記者）；另外有許多小商人資助。 22在這些委員的規劃下，有了耳目一

新、科學精神之濟貧與善款捐獻方式，同時在 1967年創辦《慈濟》刊

物，將善款公開徵信，甚至策劃名歌星來花蓮辦演唱會，開一時風氣，

甚具創意。23正是這些背後的推手，不僅在後山建立了出色的慈善團體，

也奠定了爾後慈濟事業的基礎運作模式。 24
 

慈濟的濟貧慈善工作在1970年代後快速發展，在1972年，慈濟委員

還是二〸餘人、會員一千餘人的小型慈善團體，直到1974年才突破在花

蓮一地的格局，加速在其他地方的濟貧工作，並於1976年在屏東成立慈

濟第一個分會，1999年時慈濟功德會已達四百萬會員的規模，全球分會

達二〸七處之多。 25證嚴法師及其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並不單以濟貧為滿

                                                      
22 這些人大多是陳貞如運用個人的人際網絡發展起來的，參見李世偉，〈「慈濟功德會」

初期重要人物陳貞如訪問記〉，《臺灣宗教研究通訊》，創刊號，2000年 1月，頁 116。 
23 同前注，頁 116-117。 
24 最早提出疑義與解釋者為王見川，他指出：「慈濟功德會的早期成就，除會長證嚴法

師之領導外，另有『高人』在規劃、指導『慈濟』的發展！而這些高人，對佛教慈

悲理念、中國佛教傳統慈善事業和近代以來重視現世的佛化思潮，頗為熟悉！尤其

對環境的變化相當敏銳，所以設計出慈濟委員、《慈濟》等工作方向。」氏著，〈透

視故事的背後---略論「佛教慈濟功德會」的早期情況（1966-1971）〉，《圓光佛學學

報》，第四期，1999 年。 
25 有關「慈濟功德會」慈善行為的社會行動意義，可參考丁仁傑，《社會脈絡中的助人

行為：台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頁 16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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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還有改善社會不良風氣達到「人間淨土」的作用，故一再傳揚「建

設人間淨土，必須先從把握人心做起」的理念。 26
 

除了慈濟外，花蓮從事慈善事業較為出色者為秀林鄉禪光寺，民

國六〸三年於新城鄉建有禪光育幼院，近年又在臺北三峽設立禪光養

老院，收留四〸餘位老人。 27 

(二 )醫療  

花蓮縣從事醫療事業最具代表性者，自然非「慈濟」所創辦的慈

濟醫院莫屬，以僻處一隅的後山地區，能夠創辦臺灣地區一流的醫院，

也是佛教界從事醫療事業成功的範例，實屬不易。 28慈濟早年的「一攤

血事件」是由濟貧擴展到醫療的源起，當時決定先辦義診， 1970年代

開設義診所，許多當地醫生前來協助，因業務增加，張澄溫醫生提議

創辦醫院； 29同時，證嚴法師積累〸多年的濟貧工作，得出「因病而貧」

的總結，慈濟便開始推動醫療事業。 1980年總統蔣經國赴慈濟訪問，

指示設法解決慈濟醫院建地問題， 1984年慈濟醫院開始動工， 1986年
正式啟用。在「一灘血事件」後，證嚴法師期望有一所不用繳納保證

金的醫院，此時獲得實現；影響所及，行政院衛生署通函各公私立醫

院，自 1987年元旦起住院病人無須繳保證金，此為慈濟對臺灣醫療事

業的首要貢獻。 30慈濟醫院另一個重大的成就是於 1993年建立骨髓資料

庫，具有先進性的意義。  

相較於慈濟以現代化的西醫模式進行醫療事業，位於花蓮市郊的

萬德佛寺則採取宗教醫療的方式處治病患。萬德佛寺主要針對癌症病

患、疑難怪病者進行身心療癒，患者在簡陋的鐵皮屋下不吃藥、苦行、

發大願、朝山、求往生以及喝法師調製的青草茶的方式，安渡餘生，

                                                      
26 「慈濟」所具有「人間佛教」的宗教特質，參見闞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

灣佛教（續編）》（臺北，大千出版社，2004年 4月），頁 369-392。 
27 姚誠，前揭書，頁 24。 
28 台灣佛教界的第一所醫院是台中的菩提醫院，早於 1966 年七月附屬於菩提救濟院中

使用，創辦人為台中佛教蓮社的李炳南，經營卻未有成效。 
29 李世偉，前揭文，頁 118。 
30 《慈濟年鑑（1966-1992）》，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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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教療癒的範例。 31 

(三 )教育  

就佛教教育言，花蓮縣的寺院明顯的薄弱，目前所知者有壽豐鄉

力行禪寺創立之「力行佛學院」及「正法佛學院」。前者系慧門法師 32於  
1997年元月創立於壽豐慈蓮寺，  2001年 8月遷至壽豐水璉。其學制分兩

級，「力行佛學院」設高中部與大學部，以南、北、藏傳佛法及五堂功

課為主，輔之以行門基礎止觀；「解脫道研修所」設有禪門專修部、碩

士學程部、博士學程部，課程以著重行門專修，以參話頭、觀心法門、

大圓滿禪定等三種修持法為主，輔以住山、閉關之密集精進修行，
33
由

上可知，力行佛學院是以禪修為主體的。相對的，由彌陀聖寺所創辦

的「正法佛學院」，其教學目標以修習《楞嚴經》為主，相關課程尚有

佛學概論、戒律、勸發菩提心文、法器等。 34 

就世學教育言，最具成就者還是慈濟， 1989年九月，慈濟護專成

立招生，證嚴法師在開學典禮上致詞表示：「慈濟護專的設立，除了配

合三年後增加為六百張病床的慈濟醫院之需求外，並請求教育部准允

設置東部學生，尤其是山地學生的保障名額；希望能使東部少女們，

學得一技之長，以免為人利用誤入岐途。」 35以此可知，慈濟護專創建

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慈濟醫院的醫護人才，同時也具有關懷原住民就

業的意義。 1990年七月，慈濟醫學院獲准成立， 2001年改制為慈濟大

學。除了高等教育，其它幼教、中小學教育也陸續展開，慈濟已然形

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  

(四 )藝術  

                                                      
31 在該寺的病苦病危者在人世主流文化或西醫醫療體系中，已不易找到出路，遂選擇

了該寺，而該寺也為病患者提供了一種「療癒的氛圍」。李雪菱，〈在病苦與療癒之

間的轉化----萬德佛寺療癒社群的形成〉，《新世紀宗教研究》，第二卷第四期，2004
年 6 月，頁 197。 

32 慧門法師曾任中興大學副教授，1991 年出家、受具足戒，隨即展開弘法利生生涯，

以最擅長且圓通之禪修法門應緣度眾。 
33 參見 http://www.tbvc.org/school.files/01subject.htm 
34 參見 http://www.drbataipei.org/wisdom/165/enroll.htm 
35 《慈濟年鑑（1966-1992）》，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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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界致力於藝術事業者並不多見，在花蓮卻有令人眼睛一

亮的個案。壽豐鄉和南寺開山法師傳慶擬因應時代潮流，而設計新的

弘法方式，遂製作成「佛教藝術多媒體」。民國七〸七年，創作第一部

作品「菩提達摩、地藏王菩薩」，便震憾了宗教界與藝文界，爾後許多

作品「靈童」、「九色鹿」等均獲好評，甚至獲金鼎獎的肯定，開啟臺

灣宗教傳播的新紀元。  

四、民間佛教的發展  
所謂「民間佛教」者，與一般的正信佛教以出家人為主體有別，「民

間佛教」以在家人為主體，由在家人出資興建佛寺，並主導與管理之，

同時也發展出鄉鎮性或超鄉鎮性的聯庄組織，亦有迎神遶境、進香、

收驚等民間信仰活動。茲將花蓮縣之民間佛教寺廟表列如下 36：  

名 稱 地 區 管理人 創建

年代
主祀神 配祀神

祭祀 

範圍 
重要 
活動 

永天聖道寶禪

院 
吉安鄉 沈茂雄  千手千眼

觀音 
濟公、三

清道祖 
無 生 老

母 

  

法名禪寺修平

靈堂 
吉安鄉 卓進忠  觀音菩薩    

西寧寺 吉安鄉  大正

年間

釋迦牟尼

佛 
不 動 明

王、法主

公、觀音

菩薩、福

德正神 

銅門地

區 
 

碧蓮寺 壽豐鄉 吳勝復 1946 釋迦牟尼

佛 
不 動 明

王、五穀

先帝、天

上聖母 

豐山、

豐裡、

豐坪三

村 

遶境、

謝平安 

慈雲禪寺 鳳林鎮  1963 釋迦牟尼

佛 
 藥 師

佛、地

 

                                                      
36 以下表格資料參考文獻如下：姚誠，《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花蓮，花蓮

縣立文化中心，1999 年）。《吉安鄉志》、《壽豐鄉志》、《富里鄉志》以及筆者田野調

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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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地 區 管理人 創建

年代
主祀神 配祀神

祭祀 

範圍 
重要 
活動 

藏菩薩 
西方寺 光復鄉  1971 觀世音菩

薩 
天 上 聖

母、福德

正神 

西富村 四月八

日佛誕

遶境 
保安寺 光復鄉  1887 釋迦牟尼

佛 
觀 音 菩

薩、天上

聖母、關

聖帝君 
、五穀先

帝 

光復鄉 佛誕遶

境、謝

平安。

1989 設

佛教居

士會 
、下設

研經團 
無極山寺 瑞穗鄉       

青蓮寺 瑞穗鄉  1924 釋迦牟尼

佛 
關 聖 帝

君、福德

正神、天

上聖母 

瑞穗鄉

（富源

村外） 

四月七

日遶境 
、正月

赴北港

豐原進

香 
玉蓮寺 富里鄉  1925 觀音菩薩 天 上 聖

母、關聖

帝君、五

穀先帝 

安通至

萬寧 
二月〸

八日遶

境 

慈雲寺 富里鄉  大正

年代

觀音菩薩 天 上 聖

母、關聖

帝君 

永豐、

豐南 
三月二

〸三媽

祖遶境 

就歷史淵源論，花蓮縣之民間佛教發展較一般正信佛教為早，一

方面這些寺廟的建立多與拓墾移民有關，一方面大陸或臺灣之正信佛

教各宗派勢力尚未及影響本縣。其中本縣歷史最悠久的佛寺為光復鄉

之保安寺與瑞穗鄉之青蓮寺，均成立於光緒三年（ 1877）。兩寺起源於

同一傳說：有一老翁於當時挑一擔竹籠放置於馬太鞍社通事黃連勝宅

前（青蓮寺的說法則是放於水尾庄打馬煙傅萬豪善士家），數日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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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中有兩尊銅鑄釋迦牟尼佛神像，分別註明留在光復、瑞穗兩處。 37 

日據時期創建的民俗佛教寺院依然盛於正信佛教，有部分則是從

神社轉型改建而成，並受到殘留下來的日式佛教信仰影響，吉安鄉西

寧寺廟址一帶即為神社，壽豐鄉碧蓮寺前身即豐田神社，兩寺均配祀

日式佛教之不動明王。 38此外，富里鄉慈雲寺則源自於私人神壇「慈雲

壇」，玉蓮寺則因創建人邱安德鑑於大庄（今東里）地區，無佛寺可供

村民膜拜，遂於 1925自桃園大溪鎮之蓮座山觀音寺，迎回觀世音菩薩

而建寺。  

「民間佛教」雖以佛教為名，但與一般正信佛教有相當大的差異，

反而更近於民間信仰，以下就花蓮縣之民間佛教之特質略作說明。  

(一 )祭祀神祇雜揉：一般正信佛教寺院大多供奉佛菩薩，如釋迦牟尼

佛、阿彌陀佛、藥師佛、地藏王菩薩等。而民間佛教祭祀之主神與

佛教相同，唯配祀神卻廣納民間信仰之神明，在花蓮之民間佛教寺

院主神最多者為釋迦牟尼佛，其次為觀世音菩薩，此與西部之主神

多為觀音者略異。 39至於配祀神較多者為天上聖母、關聖帝君、五

穀先帝、福德正神等，之所以如此，則與當時創建背景有關，這一

類寺院的創建者並非出家眾，而是在家俗眾所為，因此並無正信佛

教的傳統包袱，其間或會聘請出家眾擔任住持，但因屬聘僱性質，

不具寺院發展與經營之主導權。在地方俗眾的主導下，所供奉之神

祇便會根據開墾或生活的需要，而配祀不同的神明，具有明顯的功

能性作用。例如光復鄉西方寺主神為觀音菩薩，但配祀以媽祖、土

地公，乃因信徒主要為西富村一帶的村民，村民多以務農為生，其

信仰之功能性可見一般。     

(二 )神蹟感應故事豐富：正信佛教罕論甚至諱言神通感應，民間佛教卻

充滿了許多的神明感應故事或神通事蹟，花蓮也不例外，或與寺院

之創建有關，或與顯靈治病有關 …，凡此皆成為信仰之動力所在。

                                                      
37 姚誠，前揭書，頁 187。 
38 不動明王原系藏傳佛教供奉之神祇，唯臺灣傳統之佛教少有供奉，花蓮縣供奉者除

上述兩寺外，尚有吉安鄉慶修院，太魯閣公園的寧安橋旁。 
39 林美容，〈從南部地區的「巖仔」看臺灣的民間佛教〉，《思與言》，33 卷 2期，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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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鄉青蓮寺之創建，相傳於光緒三年時，有一老翁挑一擔竹籠，

寄放於水尾庄打馬煙傅萬豪善士家，但久未見蹤跡，傅善士恐籠中

物有損便開啟，只見籠中寄存兩尊銅鑄釋迦牟尼佛神像，且內附字

條，指明一尊鎮守水尾庄，一尊駐馬太鞍社（光復鄉）。眾人咸信

老翁為佛祖化身，遂建廟供祀。 40至今青蓮寺仍存其竹籠，以印證

此一傳說的可靠性，同時，瑞穗鄉於光緒〸四年（ 1888）三月初〸，

大庄平埔族聯合沿途阿美族人叛亂，襲擊水尾守軍，軍民死傷慘重，

相傳佛祖曾預先顯靈示警，這更強化了青蓮寺佛祖的神聖性。 41 

 有關觀音的靈驗傳說也不少：富里鄉慈雲寺的觀世音菩薩神像，

在日據時期即已供奉於陳姓信眾屋內，有一永豐村村民陳明招之

父生病，來此向觀音祈問病情，並由乩童出示藥方，服藥後果然

好轉，乃為觀世音設壇，名曰「慈雲壇」，此為慈雲寺之前身。 42光

復鄉西方寺所供奉之觀世音菩薩，原為花蓮市〸六股居民高進財

所奉，當地居民患有瘟疫，前來祈求者均能不藥而癒，後遷至光

復西富村，觀音靈驗更著，而吸引當地居民前來膜拜。  

(三 )形成聯庄組織：一般正信佛教寺院以修行弘法為務，即使從事宗教

或社會活動，也不以地方界域為限。而民間佛教寺院則常是具聯庄

組織的特質，祭祀範圍與地方界域緊密相關，並有神明遶境、進香

之例行宗教活動，此與民間信仰廟宇之性質一致。壽豐鄉碧蓮寺便

為當地豐山村、豐裡村、豐坪村之信仰中心，每年三大祭典活動釋

迦牟尼佛誕辰、中元普渡、謝平安（〸月〸五日），均由豐田三村

輪流主辦，經費亦由三村信士共同分擔。 43瑞穗青蓮寺為該鄉之信

仰中心，全鄉共計〸一個村，卜爐主時各村多數村民名單皆列其

上，各村村長多進入管理委員擔任委員。 44遶境時間為四月七日佛

                                                      
40 姚誠，前揭書，頁 200。 
41 姚誠，前揭書，頁 201。 
42 姚誠，前揭書，頁 241。 
43 碧蓮寺是壽豐鄉的信仰中心，原具優勢的宗教地位，加上管理良善，獲得官方不少

的肯定，2002 年，該寺因在民國九〸年度推展慈善救濟工作出色，獲花蓮縣佛教會

評定為縣內優良寺廟。同年四月入選內政部「農村新風貌」之推動，被指定為重要

景點，花蓮縣政府並撥款一百萬元，美化該寺廣場景觀。豐田碧蓮寺管理委員會，〈花

蓮縣壽豐鄉豐田碧蓮寺簡介〉，2002年 9月。 
44 唯富源村因有城隍爺爐主會，而不包括在祭祀範圍內。參見姚誠，前揭書，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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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前一天，範圍至光復。同時，每年正月前往北港、豐原進香。不

過，花蓮縣之民間佛教未必全然向民間信仰靠攏，部分仍保有佛教

活動之特質，光復鄉之保安寺於 1989年成立「光復鄉佛教居士會」，

下設研經團組織，有助念組和經讚組。  

1990年代，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鼓勵鄉土文化的發展，地方寺廟為

最有利的據點，許多寺廟開始結合官方的力量，以現代的包裝行銷概

念，將自身傳統的民俗信仰活動加以轉型。例如瑞穗青蓮寺傳統上皆

於佛誕日有慶典活動，近年更進一步推出「瑞穗文化祭」，以 2005年為

例，自五月〸三日起一連四天的活動有創意花車競賽、天燈祈福、花

車遶境、攝影比賽，最後一天則推出瑞穗農會南瓜節，同時也推出吉

祥飾品竹籠佛像，與該寺之建廟傳奇相呼應， 45這種結合宗教、產業、

藝術的文化祭模式是臺灣近年常用的模式，也是建立在地方的信仰中

心才有可行之處。  

另外一提的是，民俗佛教的道場經常會聘請出家僧侶任住持，但

管理人及道場主導全仍為在家人士，加上民俗佛教既有的雜祀傳統、

祭祀習慣，皆與正信佛教傳統有別，也因此常生磨擦衝突。此一情況

在花蓮也可見，茲舉一例：鳳林慈雲禪寺於 1975年六月〸二日獲中國

佛教會通知臺灣省、台北市分會轉發各支會：「凡由僧尼住持之寺廟，

不准設置爐主首事，亦不准演戲酗酒滋事，以維佛門清譽」，同月二〸

七日依中國佛教會函示，發函慈雲禪寺籌建委員會，請自民國六〸五

年起，取消值年爐主首事之設置及活動。 46住持聖德離去另建「般若精

舍」即與此有關。 47在家出家兩者扞格之處明顯可見，如今已恢復在家

居士及地方人士管理。  

五、重要佛教人物  
儘管花蓮地處邊陲，但在許多佛教輜素二眾的努力經營下，也讓

                                                      
45 徐誌謙，〈瑞穗文化祭  與佛結緣〉《中國時報》，2005 年 4 月 21 日，C1 版。 
46 《聖德法師全集》，頁 764-765。 
47 在〈籌建般若精舍緣起〉中有：「惟師年逾花甲，其所住持之慈雲禪寺，系屬社會道

場，積習相沿，難符僧制，實非安老處所，決心辭退」。參見 〈籌建般若精舍緣起〉

收於《聖德法師全集》，1976 年 1 月，頁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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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開枝散葉，漸成氣候，以下筆者依主觀認定與資料限制，選擇幾

位重要的佛教人物作介紹，特別是偏重於在花蓮佛教歷史上有重要影

響者。必須說明的是，外界最為熟悉的證嚴法師，由於相關的傳記、

歷史等論著已相當多，讀者可自行參考， 48此處便不再贅筆。  

(一 )普欽法師（ 1894-1971）  

原名不詳，〸七歲時（ 1911）於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出家，後受戒

於福建鼓山湧泉寺，曾於寧波觀宗講寺親近圓瑛法師研究佛學，回台

後至東部弘法，曾任法華寺、百善堂、新寧寺等道場住持。光復後（ 1945）
接任花蓮市東淨寺住持， 1947年中佛會花蓮支會成立，普欽法師被選

為首任理事長， 1952年與弟子宏錦尼師創建化道禪寺（今永寧寺），並

將東淨寺交由同門普信法師主持， 1971年圓寂。 49 

(二 )曾普信（ 1902-1977）  

原名曾景來，日本東京駒澤大學畢業，為當時臺灣四大道場之一

的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第三代弟子，師承林德林和尚，「皇民化運動」期

間曾擔任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囑託。光復後曾任《台灣佛教》月刊主

編，1945年花蓮東淨寺聘普欽法師為住持，1947年中佛會花蓮支會成

立，普欽被推為首屆理事長，唯因他經常雲遊在外，遂於1949年將住持

交由同門普信接任，同時他也擔任理事長一職達三〸餘年。 50曾普信是

臺灣少數受過現代高等佛學教育的本省籍僧侶，故能在當時以大陸籍

法師所主導的佛教環境中立足，他不僅對宏揚佛教相當積極，對臺灣

民間信仰也有頗深的認識，著作有《中國禪祖師傳》、《日本禪僧涅槃

記》、《寒山詩解》、《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等書，相關作品遍載當時

佛教刊物。  

                                                      
48 重要的論著有陳慧劍，〈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花蓮慈濟功德會的緣起與成長〉，收

於氏著，《當代佛門人物》（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年），頁 139-169。雲菁著，

黃芳田等譯，《千手佛心----證嚴法師》（臺南，大千文化出版社，1995 年）。邱秀芷，

《大愛：證嚴法師與慈濟世界》（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6 年）。黃絹智，《證

嚴法師一百個故事》（台北，集雅文化，1996 年）等。其餘探討慈濟的論著也大多

會提及證嚴法師的生平經歷。 
49 〈佛寺巡禮〉《菩提長青》，2006 年 1 月 20 日，第四版。 
50 朱其昌，前揭書，頁 81。另見張王進，《臺灣佛教大觀》（臺中，正覺出版社，1957

年 9 月），頁 236。 



戰後花蓮地區佛教發展初探／李世偉 359 
 
 

 

(三 )釋聖德（ 1914-2001）  

原名陳師潛，廣東潮安人，外祖父為清朝舉人，經常鼓勵指導聖

德法師研讀四書、五經、詩詞等，奠定了他深厚的國學底子，所作詩

詞達百餘首。聖德最初隨外祖父經商，後任汕頭南光中學授課， 1939
年從政，進入財政部貨物稅局惠來分局任職。 1947年來臺，轉任臺灣

省公共工程局， 1950年於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出家，其後受具足戒於基

隆〸方大覺禪寺。1956年，個性耿直的聖德法師擬前往泰國禮佛遊學，

遭國民政府退件，聖德不服，致函當局觸犯有司，以思想犯罪名送往

綠島，服刑〸年，成為戒嚴時期佛教界的「白色恐怖」事件，刑期屆

滿後由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法師鼎力保釋，始重穫自由。 51出獄後，

聖德重披袈裟，歷任正覺、慈明、開元等佛學院講師，中國佛教研究

院教授，並曾受邀至文化大學、成功大學等講解佛法。  

出獄後的聖德法師雖於臺灣各道場弘法、講學，但與花蓮之因緣

最深，活動亦最瀕繁。 1969年花蓮鳳林鎮慈雲寺籌建主任委員莊汝貴

醫生， 52因該寺興建後未有住持人，去函白聖法師，遂推薦聖德法師前

來住持，開啟了與花蓮的因緣。 531976年籌募瑞穗鄉般若精舍，至 1984
年完成寺廟登記。此外，聖德與花蓮其他佛教道場都有深淺不一的淵

源，如兩度擔任富里鄉富山寺佛七法會主七和尚（ 1984、 1991年），並

傳法該寺住持心玲比丘尼（ 1986）；協助自殺於天祥祥德寺的比丘明進

後事，並為其設蓮位於慈雲禪寺（ 1973）；為瑞穗鄉達巖寺佛像開光

（ 1989）；傳法大慈寺平坦比丘尼（ 1996）、計劃赴壽豐鄉力行佛學院

授課（ 1997），並多次應花蓮師專（今花蓮教育大學）佛學社明道學社

之邀，於不同道場開示弘法。 54可以這麼說，聖德法師是在花蓮地區不

論就行宜、聲望、學養均佳的名勝一時僧侶，對花蓮佛教發展具相當

貢獻。聖德法師晚年於此般若精舍參禪念佛，著述佛經，最後亦在此

                                                      
51 釋傳道，〈紀一位狂狷行者----聖德老法師〉，《聖德法師全集》，頁 771-772。 
52 慈雲禪寺前身為鳳林鎮念佛會，為當地佛教居士組成，1963 年會員有感於缺乏一清

修道場，遂由地方賢達莊汝貴醫師率先捐地，並發動籌款，遂興建該寺。莊醫生曾

得醫學奉獻獎，亦是慈濟「一灘血事件」當事人。 
53 〈鳳林慈雲寺主任委員莊汝貴先生函〉，原件影本，收於《聖德法師全集》，頁 793。

聖德法師願意來花蓮的另一個考量是本地空氣新鮮、不似西部潮溼，有助於調養其

虛弱的身體，參見釋上定，〈憶恩師〉，《聖德法師全集》，頁 774。 
54 參見《聖德法師全集》，頁 76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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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寂。著作有《唯識三〸頌講要》、《八識規矩頌講記》、《佛學論文選》、

《佛學演講集》、《聖德詩詞選》、《大乘起信論講義》等書， 2003年法

嚴出版社出版《聖德法師全集》。  

(四 )許聰敏（ 1892-）  

花蓮地區著名的實業家兼慈善家， 1960年代中期任花蓮汽車貨運

公司董事長、花蓮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 55許氏身為一虔誠佛教

徒，不僅對出家眾極為虔敬， 56更以其豐沛的財力與人脈，花蓮諸多道

場的興修不遺餘力，最著名者為興建位於中部橫貫公路天祥之祥德

寺，他擔任籌建主任委員總其事且積極募款，貢獻極大，至 1968年 12
月完工，為紀念其貢獻，遂於該寺大殿右前方立有許氏之銅像。 57許氏

同時也是「慈濟功德會」的大護法，他雖非慈濟功德會之會員，亦非

委員，卻是證嚴法師出家早期的恩人，「慈濟功德會」成立之初廣徵會

員，會員每個月捐助之資用於濟貧救助，善款便是寄存於第一信用合

作社，委托許聰敏負責保管，每個月二〸四日由證嚴法師持誦藥師經

咒，以資迴向，消災延壽。 58可以說，證嚴法師是藉由許氏的聲望、信

譽來保證慈濟功德會的善款去向，以資取信於社會大眾。 59此外1951年

花蓮大地震，花蓮市東淨寺毀損殆盡，許氏亦大力捐助重建。 60以此觀

之，若稱許聰敏為花蓮佛教界的大護法，當不為過。  

(五 )陳貞如（ 1941-）  

陳氏畢業於花蓮商職夜間部， 1960年代經營食品業，兼任《民聲

日報》花蓮分部主任及記者。1966年6月，陳氏皈依證嚴法師，並全力

協助證嚴慈善濟貧之志業，1966年3月，「慈濟功德會」前身「佛教克難

                                                      
55 《慈濟》，第三期，1967 年 8 月 20 日，第一版。 
56 1970 年代印順法師來花蓮時，許聰敏負責接待，為供養一桌素齋，他特別派人赴臺

北採購材料，每上一道菜更雙手捧著，放在印順法師前，可知其虔誠。真華，《行化

雜記》（新竹，福嚴精舍，1996 年重版一刷），頁 159-168。 
57 姚誠，前揭書，頁 22。 
58 慈濟功德會在《慈濟》中，每期均登有這一主旨之公告。 
59 王見川，〈透視故事的背後：略論「佛教慈濟功德會」的早期情況（1966-1971）〉，《圓

光佛學學報》，第 4 期，1999 年 12 月，頁 203。 
60 東淨寺於 1963 年年重修，許氏也全力捐資協助，朱其昌，前揭書，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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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功德會」成立，初期成員大多為陳氏之親友及新聞同業；1967年提

議創辦「慈濟」雜誌，擔任社長並負責相關編務費用籌措；1968年策劃

歌唱晚會募款活動，邀請著名紅星謝雷來花蓮表演，為佛教界創舉。

陳氏堪稱是「慈濟功德會」創建的最大推手，她充分運用個人的人際

網絡與靈活善巧的方式，成功地將「慈濟」經營運作起來，不僅為當

時偏僻的花蓮地區開創佛教新局，其慈善濟貧的理念與模式也奠定日

後「慈濟」的壯大基礎。 61陳氏於1984年離開決策核心，現任花蓮佛教

居士會會長。  

六、小結  
由於自然環境的封閉性，致使花蓮的開墾遠較西部為晚，而漢人

住民大都來自臺灣其他地方，亦即在移入花蓮前，已在原聚落居住過

一段時間，與直接由大陸移民直接落腳於當地者有別，屬於二次移民

的社會。這種後開發的地理特質也影響其佛教發展，早期的寺院也不

過百年左右的歷史，而且多屬於混融鄉土神明崇祀的民間佛教，信仰

範圍局限於當地鄉鎮社區；正信佛教則於日據中期才開始發展，至戰

後方開枝散葉，蔚為大觀。一九八○年代以降，「慈濟功德會」以出色

的慈善救濟活動聲名鵲起，在強大的道德光環籠照及有效的組織動員

能力下，成為花蓮甚至是全臺灣最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佛教團體，其

餘寺院雖然難以相較競逐，但還是努力經營自成一片天地。而隨著宗

教環境的日益開放及全球化的趨勢，許多炯異於傳統漢傳佛教的道場

也逐漸形成開展，諸如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日本佛教以及新興佛教

等，其發展後勢值得觀察。  

 

 

                                                      
61 李世偉，〈「慈濟功德會」初期重要人物陳貞如訪問記〉，《臺灣宗教研究通訊》，創刊

號，2000 年 1 月，頁 115-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