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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運喜 

 

 

過去對於影響及於全國的僧侶，往往被塑造成高僧形象而寫入史

書，若以對當代或後世的影響力而言，這種記載方式是合理的。但也有

一些僧人，付出一生的心血貢獻於地方，但囿於影響力不及於全國，其

事功無法鉅細靡遺的書寫入《中國佛教史》或《臺灣佛教史》中。但若

將影響力在跨縣市或單一縣市，甚至僅在某一鄉鎮有影響力的僧侶，或

許可以論文方式書寫其事功而彰顯其貢獻。無論是大範圍《中國佛教史》

或《臺灣佛教通史》，或單篇論文的研究，都為幫助後人分別根據人、時、

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也可為這些

曾付出貢獻的佛門人物給予適度的評價。 

本文選擇曾經為新竹縣佛教盡過心力，栽培弟子不遺餘力的修慧法

師為研究對象。全文重點為：修慧法師與軍方交涉寺廟收回，新竹縣竹

北市犁頭山蓮華寺後的經營、興建菩提蘭若與菩提講堂的緣由、擔任新

竹縣佛教會理事長。 

 

關鍵詞：修慧法師、犁頭山蓮華寺、菩提蘭若、新竹縣佛教會  

 
  本文榮獲玄奘大學校內專題個別研究計畫獎勵（編號：HCU-110-2-A-01），

文中部分資料由悟殷法師提供，特深謝悃。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客座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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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 Hsiuhui and Buddhism in Hsinchu County 

 

Huang, Yun-shi 

 

ABSTRACT: 

In the past, monks who influenced the whole country were often 

portrayed as eminent monks/nuns and recorded in history books. Such 

compilation method is reasonable in terms of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or 

future generations. However, some monks/nuns who have devoted their entire 

lives to contributing to the local area, their achievements could not be fully 

included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or History of Taiwan 

Buddhism in detail because they were not influential within the whole country. 

For monks/nuns who are influential merely across counties or cities or in a 

single county or city, or even only in a certain township, it is perhaps a good 

way to record their contributions in the form of essays. Be it in large-scal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or General History of Taiwan Buddhism, or the 

research of a single paper, they all served as an aid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entire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four factors: people, time, 

place, and thing, and start a new historical narrative cum giving these Buddhist 

figures a moderate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chooses Venerable Hsiuhui who has devoted herself to 

Buddhism in Hsinchu County and spared no effort in cultivating discipl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focal points of this article include: Negotiation with 

the military to take back the temple; managing Lianhua Temple in Litou 

 
 Chair,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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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 the reason for building Bodhi 

Aranya and the Bodhi Lecture Hall; and serving as the chairman of Hsinchu 

County Buddhist Association. 

 

 

Keywords: Venerable Hsiuhui, Lianhua Temple in Litou Mountain, Bodhi 

Aranya, Hsinchu County Buddhis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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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佛教是在明清時期從中國傳來，至清末因中日戰爭，在馬關條

約中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個海外殖民地，直到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歸還中華民國，復因國、共內戰，臺灣成為中華

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在臺灣將近 400年的歷史中，政權更迭之快速為

世界所少見，臺灣佛教史也因此而顯得多元化。 

在戒嚴時期的臺灣，臺灣佛教史被認為是中國佛教史的一小部分，

歷史學者以中國佛教發展的視野研究臺灣佛教。資料的蒐集與研究主題

集中在少數僧人身上，尤其是在中國佛教會佔有一席之地的長老、法師；

或者為開疆闢土，將自家僧團建構成大型組織（山頭），影響力及於海內

外，具有領袖魅力（charisma）的菁英上。過去對於影響及於全國的僧侶，

往往被塑造成高僧形象而寫入史書，若以對當代或後世的影響力而言，

這種記載方式是合理的。但歷代也有一些僧人，付出一生的心血貢獻於

地方，但囿於影響力不及於全國，其事功無法鉅細靡遺的書寫入《臺灣

佛教通史》中，這毋寧是一種遺憾，但若其影響力在跨縣市或單一縣市，

甚至僅在某一鄉鎮，則縣市級的佛教史，或以論文方式書寫就可以將其

事功加以詳加記載，以彰顯其貢獻，也可以幫助後人分別根據人、時、

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並為這些曾

付出貢獻的歷史人物給予適度的評價。 

筆者因緣際會，曾協助修慧法師（1921-2006）主持過的犁頭山蓮華

寺（以下或簡稱蓮華寺）、菩提蘭若處理土地問題，也曾成功的搶救出即

將被當廢棄物處理的菩提佛學院油印本講義，在 1999 年 8 月時訪問過

修慧法師早期的在家弟子陳澄波（1915-2006），取得一些關於修慧法師

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一直未被利用在研究上。本文以客家村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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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角度，選擇曾經為新竹縣佛教盡過心力，栽培弟子不遺餘力的修

慧法師為研究對象。 

 

修慧法師俗名吳逸凌，1921年出生於江蘇，南通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曾到廈門參遊。來台之初，親近汐止靜修禪院 1 達心（？-1956）、妙光

兩位比丘尼，並於民國 41年在此出家。2 次年，完成具足戒。3 達心、

妙光都是隸屬於曹洞宗大湖法雲寺派，達心法師的傳承為：覺力—妙清

—修觀、修慧。玄光法師的傳承為：覺力—妙果—達精（弘宗）—玄

光。4 

民國 39年臘月慈航法師（1893-1954）已結束中壢圓光寺的臺灣佛

學院，5 也度過了「匪諜事件」的厄運，6 由達心、妙光法師邀請到靜修

禪院講學，並創建彌勒內院。修慧法師在靜修禪院出家，以此因緣親近

了慈航法師，也見證了慈航法師在民國 48 年 5 月 19 日凌晨的開缸大

典。7  

 
1 汐止靜修禪院創建於 1911年，由汐止望族蘇爾民獨資興建，早年由基隆月眉

山善慧法師住持。 

2 依據犁頭山蓮華寺寺廟登記證附錄之名冊，修慧法師出家時為 31歲推算。 

3 依照修慧法師訃聞：民國 94年 11月示寂，僧臘 49、戒臘 48，換算而來。 

4 釋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1881-1963》，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

1999年 7月，頁 79、82。 

5 臺灣佛學院成立於民國 37年底，38年 6月結束。 

6 「匪諜事件」發生於民國 38 年 6 月，新竹出現「反動標語」，慈航法師及其

學生共 13人，被人密報誣陷以匪諜罪被捕，關押在臺北刑警隊看守，後經佛

教界有力人士營救，於 6月中被釋放出來。 

7 感謝悟殷法師於民國 111年 11月 1日以電話提供此事線索。 



34  法印學報  第十三期 2022/12 

 

 

民國 46年 3月，白聖法師（1904-1989）在台北十普寺創辦三藏學

院，收錄學僧（尼）五十名，自任院長，開講《大佛頂首楞嚴經》、《妙

法蓮華經》、《梵網經》、《大乘起信論》等。8 禮請修慧法師擔任女眾學

監，負責學尼眾的生活管理，同時在佛學院裡學習佛法精義。修慧法師

在此期間亦接續白聖法師七塔寺法脈，成為「明、心、見、性」（外號），

「覺、悟、自、中」（內號）譜系中「明」字輩法師，但平日以「修慧法

師」名義在外使用。 

民國 48年犁頭山蓮華寺住持慈空法師（？-1959），於 6月 29日圓

寂，經該寺護法會在 8 月 18 日決議，恭請現任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女眾

監學修慧法師，擔任該寺住持，並訂於國曆 9 月 21 日，舉行晉山典

禮。9 晉山典禮的盛況，《中國佛教》月刊有如下之報導： 

是日，恭請三藏學院院長白聖老法師暨靜修院導師道安法師蒞寺

指導。晉山典禮儀式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開始，首先於佛前上供

後，即請白聖、道安二法師開示，並請當地機關首長、來賓等致

辭。白聖法師勉以發揚三藏學院「嚴淨毗尼，定慧等持」的宗旨，

以身作則；道安法師則勉以秉持佛陀慈悲救世精神，捨己為人，

普化四方云云。是日前往道賀者，有吳仲行、吳月珍等諸大居士，

三藏學院師生，及當地機關首長，護法長者等多人，至為盛況云

云。10  

 
8 祝賀恩師八十嵩壽委員會編，《白公上人光壽錄》（臺北市，十普寺印行，1981

年），頁 329。 

9 〈修慧法師榮任竹北蓮華寺住持〉，《中國佛教》月刊，第 4 卷第 2 期，民國

48年 10月 15日，頁 28。 

10 《中國佛教》月刊，第 4卷第 2期，民國 48年 10月 15日，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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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頭山蓮華寺的興建緣起於清道光初年，因淡水廳同知李彝慎路經

犁頭山，停輿休息之際，見此地為四方接跡與南北往來之要道，商旅負

載往返與車馬往來頻繁，不覺讚嘆該地鍾靈毓秀，風光旖旎，乃授意地

方鄉紳興建寺廟。蓮華寺正式興建於光緒 4年（1878），由民間師傅劉慈

法主持，規模據《新竹縣采訪冊》記載為正殿三間、左右廊各一間、前

殿三間、左右廂房各□間（□原缺字，實際勘察為二間）。11 當地人因新

廟主祀觀世音菩薩，均以「觀音廟」稱呼。光緒 21年（1895），乙未抗

日時，因犁頭山、飛鳳山、金山面山為控制新竹平原之據高點，為兵教

必爭之地，致建於這些山上寺廟如蓮華寺、代勸堂、雲谷寺、金山寺等

均遭戰火焚燬，斷瓦殘垣，成一片荒蕪。迨明治 37年（1904）地方鄉紳

發起重新修建，12 擴增三川殿與拜亭，香火回復往日的興盛，蓮華寺復

成為竹北六家庄民的精神信仰中心。13  

民國 37年，歲次戊子，犁頭山蓮華寺因年久失修，致牆垣崩毀、棟

宇傾頹、險象環生，地方人士再度發起整修，由當地建築師傅林勝枝負

責工程事宜，民國 41 年中告竣工。14 整修後的蓮華寺因位居新竹平原

北側制高點，於南側的客雅山形成犄角，同為國防部軍事管制要塞，嚴

禁民眾行走。蓮華寺為駐軍所佔用，致使香火幾乎斷絕，梵音不再，佛

 
11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合校足本），卷四，〈寺關〉（台灣省文獻會，民國

88年），頁 219。 

12 參見不著撰人，〈犁頭山蓮華寺簡介〉，蓮華寺藏抄本。 

13 關於蓮華寺在日據時期的屬性，日人增田福太郎認為係屬釋教龍華派系統。

見增田福太郎〈南島寺廟探訪記〉，收入《東亞法秩序序說》，原刊於昭和十

七年（1931）（臺北市：南天書局複印本，民國 85年），頁 247。但該廟前董

事長林章燕、董事陳清鏡等均否認蓮華寺為龍華派之齋堂。 

14 此次重建事蹟，見〈蓮華寺重建記〉，以木板書寫懸掛於蓮華寺龍邊牆上；建

築師傅姓名由鄉親彭永和先生告之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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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器均遭棄置，全廟僅剩住持慈空法師與香公伯蔡伯勳，慈空法師往

生後，憑這位香公伯的力量，國軍不會交出寺廟的占有權，故管理人楊

林芳在民國 48 年時禮聘修慧法師當住持，經由修慧法師與軍方多次交

涉後寺廟收回。 

修慧法師如何說服軍方將蓮華寺收回，《新竹縣竹北市犁頭山蓮華

寺誌》謂： 

民國四十八年（1959）慈心法師圓寂，時為本寺管理人的楊林芳，

為達駐軍遷離本寺之目的，委聘范良錦先生推薦自稱為行政院長

陳誠先生義女之釋修慧法師（本名吳逸凌）擔任住持，經其交涉，

駐軍遷離終能收回寺廟。15  

修慧法師是否曾對外宣稱為行政院長陳誠之義女，文獻不足無法證

實。以當時黨國一體的戒嚴時代觀察，當時軍方占用寺廟的情形非常普

遍，且臺海又發生八二三炮戰的危機，若非修慧法師出面，單憑寺方三

位重修經理：林祺熾、楊林芳、林還德；七位重修監事：陳木增、陳阿

枝、鄒鄰生、林礽錫、林雲李、陳添科、彭阿泉等人或香燈伯蔡伯勳的

力量，是無法向軍方交涉順利收回寺廟的。筆者推測修慧法師是以外省

法師的身分，透過中國佛教會，得到白聖法師、道安法師等及有力之黨

國大老，如國大代表李子寬（李基鴻，1882-1973），立法委員董正之（1910-

1989）、孫張清揚（張晶英，孫立人將軍夫人，1913-1992）等人協助，

最後經國防部、行政院同意而收回寺廟。 

修慧法師從軍方手中收回蓮華寺時，正逢新竹地區發生乾旱，以致

春耕停頓，在地方人士的邀請下，修慧法師主持了一場祈雨法會，結果

 
15 林光華，《新竹縣竹北市犁頭山蓮華寺誌》（新竹縣竹北市：財團法人新竹縣

竹北市犁頭山蓮華寺，民國 103年 8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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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降甘霖，解決了農耕用水之苦。《中國佛教》月刊有如下之報導： 

竹北苦乾旱，佛力普施甘霖 

【竹北訊】入春以來，苦旱無雨，以致春耕停頓，該地人士發動

求雨。於三月十日（農曆二月十三日）全縣民眾齋戒沐浴禁屠二

日，由蓮華寺主持修慧法師，舉辦祈雨法會，參加該法會者由鄉

長陳𤒴燦居士領導二十三村村民外，並有省議會、縣政府、農林

處、水利局等各機關代表，約千餘人，儀式至為莊嚴隆重。是日

上午，烈日當空，下午則烏雲密佈，天降微雨，翌日大雨滂沱，

旱象解除。該地鄉民共讚佛陀慈悲及不可思議神力云云。16  

新竹（含竹北）地區在近百年來曾發生多次嚴重乾旱，許多年長居

民至今仍心有餘悸，其中較嚴重者有：昭和四年（1929）春天的乾旱，

六家庄民紛紛向犁頭山蓮華寺觀音菩薩求雨，靈驗後居民獻上此「竺國

甘露」的答謝匾額。修慧法師這次主持祈雨大會，翌日大雨滂沱，旱象

解除，成為佳話。 

修慧法師擔任蓮華寺住持期間大力整頓，民國 51年開闢山路、創設

「蓮華安養院」收容無依老人；民國 58年創設「菩提佛學院」，禮聘佛

教高僧大德前往任教，培養弘法人才，聲譽四起；舉辦佛學講座，邀道

安法師、白聖法師、了中法師（1932-2022）等前往開示，信眾聞風景從；

復舉辦大專佛學講座，學生大多來自清華大學及中興大學；民國 69 年

創設「潔人幼稚園」，嘉惠附近幼童。自此，蓮華寺之安老、育幼、僧教

育等事業具足，教界四眾咸稱頌之。17  

 
16 〈竹北苦乾旱，佛力普施甘霖〉，《中國佛教》月刊，第 4卷第 8期，民國 49

年 4月 15日，頁 28。 

17 黃運喜，《蛻變的家園——隘口百年變遷沿革誌》（臺北縣淡水鎮，長春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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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慧法師在社會關懷上的表現，是得到吳月珍居士的協助，創設「蓮

華安養院」收容無依老人，安養院成立之初，就得到嘉義榮民醫院蓮友

之贊助，《中國佛教》有相關報導如下： 

蓮華寺安養院相關報導 

（竹北訊）此間犁頭山蓮華寺住持修慧法師，發心擬收容年老無

依之佛教弟子十名（在家女眾），使其在於暮年之際，能安心念

佛。並蒙吳月珍居士等之協助，現該寺已收容女眾六名，嘉義榮

民醫院之蓮友聞訊後，自動獻捐，以其月入菲薄之資，郵寄吳月

珍居士轉交該寺，作為養老之資。這種捨己為人之精神，對人類

本具之良知上，誠一莫大之啟發，茲附刊其來信如左： 

 

榮民蓮友來信 

月珍大德法鑒： 

閱讀「中國佛教雜誌」，得悉大德發心幫助修慧法師於蓮華寺內

籌建養老院，對此善舉，凡我佛子理應解囊相助，然而我等業障

深重，致病退役住院，因月收甚微，實難有所幫助，為了響應  大

德此一偉大善舉，在院諸蓮友共湊新台幣五十元正，寄上以表微

意，乞請大德代為轉交修慧法師，以作該養老金之用，耑此 

敬祝  道安 

三月廿七日 

嘉義榮民醫院全體蓮友合十 

 

 

坊，2005年），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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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月珍居士收到善款後立即復信： 

諸位榮民大德道鑒： 

諸位獻身為國，積勞成疾，而於抱病之際，尤以微薄所得，老人

之老，此種捨己為人之偉大精神，殊堪敬佩。 

功德之大小，不在於所捐款額之多寡，而以盡心盡力者為上，倘

人人以諸位之心為心，則何患諸善事之不成乎？ 

月珍無德，聞譽益愧，此次養老院之所以有成，悉賴修慧法師之

感召與諸道友之發心而已，而余愧無貢獻，耑此 

恭祝  健康  

吳月珍  敬上 18 

「蓮華安養院」於民國 51 年 10 月 21 日舉行落成典禮，由中國佛

教會理事長白聖長老主持，並有諸山長老及三藏學院學生多人前往參

加。19 安養院成立後就經營穩定，《中國佛教》在民國 59年 2月還有追

蹤報導，其文如下： 

（竹北訊）新竹縣竹北鄉犁頭山蓮華寺，修慧住持發慈悲心，

在該寺右側于五十一年創辦安老院一所，專供年邁女士學佛修

行，該所環境幽靜，設備完善，實為老年人修習梵行之唯一好

地方。20  

 
18 〈蓮華寺安養院相關報導〉，《中國佛教》月刊，第 5卷第 8期，民國 50年 4

月 15日，頁 30。 

19 〈竹北蓮華安養院將舉行落成典禮〉，《中國佛教》月刊，第 7卷 2期，民國

51年 10月 15日，頁 26。 

20 〈新竹蓮華寺要聞三則〉，《中國佛教》月刊，第 14卷 6期，民國 5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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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慧法師在民國 58 年創設「菩提佛學院」，其始末將在下一段敘

述。民國 69年創設的「潔人幼稚園」，招收附近幼童，至民國 76年修慧

法師離開蓮華寺時，也隨之遷移至菩提蘭若繼續經營。 

 

菩提佛學院的創立，與慈航法師創辦臺灣佛學院及其後續辦學有密

切關係。民國 37年，慈航法師應妙果法師（1884-1963）之邀，在中壢

圓光寺創辦臺灣佛學院，臺灣佛學院在民國 38 年 6 月停辦，為安頓跟

隨慈航法師受學之外省學僧，慈航法師與新竹靈隱寺無上法師（1907-

1966）商討，在靈隱寺繼續辦學，但旋遭「匪諜事件」白色恐怖影響而

推遲，直到民國 39年秋大醒法師（1899-1952）在靈隱寺養病的機會，

於寺中創辦佛教講習會，但在同年冬季，大醒法師因腦溢血臥病不起，

於隔年 12 月病逝臺北善導寺。在大醒法師臥病期間，無上法師經李子

寬之協助，邀請演培法師（1917-1996）於民國 41年農曆 2月 19日，從

香港來臺主持佛教講習會。演培法師採男女分班制，男眾部仍留靈隱寺

（曾遷移到臺北善導寺，一學期後又遷回）。女眾部則遷到中壢圓光寺，

因經費無著，只辦了一期就停辦。女眾部停辦後，慈航法師又邀請道安

法師從香港來臺，擔任汐止靜修禪院佛學院導師，其學生靈根法師（1915-

2005）擔任講師。21  

佛教講習會在民國 45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共十二

位畢業生。無上法師因有佛教講習會辦學經驗，遂有民國 46年 12月在

 

15日，頁 28。 

21 闞正宗，〈無上法師與新竹靈隱寺〉，《圓光佛學學報》第 30期，民國 106年

12月，頁 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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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隱寺舉辦的「靈隱佛學院」之舉，該學院聘請印順法師（1906-2005）

為導師，無上法師為院長，但實際負責院務的是續明法師（1919-1966）。

靈隱佛學院從民國 47年初春開學，至民國 49年冬有第一屆畢業生。但

可惜的是第二屆學僧在上課半年時，遇到民國 50年 6月 26日，新竹市

青草湖聯義火工廠 22  在處理未爆彈時，不慎發生爆炸，震毀居民房屋

不計其數，引起學僧的不安，加上其他原因，終於導致佛學院停辦。 

無上法師於民國 55年往生，靈隱寺繼任住持聖法法師，於民國 58

年續辦靈隱佛學院，由聖法法師擔任院長，修慧法師擔任副院長。但此

次辦學在開學不到十日，突然發生血案，諸生目睹現場慘狀，皆驚惶不

知所措，紛紛要求副院長遷移蓮華寺，否則各返寺院。《中國佛教》在民

國 59年 2月有簡略的報導此事： 

前新竹青草湖靈隱寺，所創辦之佛學院，曾聘修慧法師為副院長

兼教師，後因該寺發生不幸事端，學生惶恐，均擬脫離該院，乃

一致懇求副院長，願至蓮華寺繼續求學，同時該院院長為顧慮諸

生學業計，亦商求修慧法師將諸生遷移蓮華寺上課為適宜。修師

雖事前毫無準備，然對諸生的迫切需求，實不忍拒絕，於是亦祇

有慨然應允了。23  

修慧法師在〈菩提佛學院簡史〉中，對蓮華寺成立佛學院的經過敘

述甚詳： 

民國 58 年秋，新竹名勝青草湖靈隱寺住持聖法法師與其徒（當

 
22 聯義火工廠位於青草湖御史崎附近，距靈隱寺約兩、三公里，為聯勤總部之

廢彈處理廠。 

23 〈新竹蓮華寺要聞三則〉，《中國佛教》月刊，第 14卷 6期，民國 59年 2月

15日，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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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師）智宗師（出家未久沙彌戒未受）發心復辦靈隱佛學院招生

（女眾）邀請修慧擔任副院長。靈隱寺環境幽美，是辦學理想之

處。但人事複雜，是非叢生；上屆請廣化法師協辦學院，中途停

頓，後遷台中。修慧有前車之鑑，原不願前往擔任斯職，奈聖法

師師徒於每日清晨駕駛摩達車前來寺中敦請再四，情意懇切，修

慧為他辦學精誠所感，而予應允。但以二條件要求：「一、男女

界限需清澈，即為異性老師者，除上課外，未經院方主持人許可，

不得擅入學院。二、寺中人眾不得干涉學院教學等情。」此二點

渠師徒，皆欣然採納。遂於農曆八月二十六日開學，學生約十數

名，開課未及旬日，突然發生血案，諸生目睹現場慘狀，況係年

青女眾，皆驚惶不知所措，紛紛要求副院長遷移蓮華寺，否則各

返寺院。經住持兼院長聖法法師，召集有關教職員生等舉行師生

會議。決定挽留無望，最後議決尊重諸生意見，請求「副院長將

學生暫帶移住蓮華寺繼續授課，待靈隱寺整個問題解決後，再為

遷回。」修慧自忖，興教辦學乃是我輩應盡之責，然本寺當時處

境及經濟之狀況審度之，接辦學院不夠條件，但衡量當時情景，

誠感進退維谷，然又不得推卻其責，而自圓其說，何況諸生之請

求，詞意至為懇切，而數十雙睽睽含有毅力與憧憬期待援救之目

光，咸集中注射於修慧一人之決定然否？修慧經再審慮有頃，為

同情心與責任感之所驅，終於不忍拂卻彼等之企求，且為培育下

一代著想，亦祇有義不容辭而允諾。24  

靈隱佛學院遷移蓮華寺，當學期將近結束時，院長聖法法師到蓮華

寺，告訴修慧法師：「靈隱寺糾紛未能即時解決，學生目前無法遷回續辦，

 
24 修慧法師，〈菩提佛學院簡史〉，手抄油印本，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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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解散或由蓮華寺接辦均可。」〈菩提佛學院簡史〉云： 

是年臘冬寒假將近（學期）結束時院長聖法法師來寺告云：「靈

隱寺糾紛未能即時解決，學生目前無法遷回續辦，若解散或由蓮

華寺接辦均可。」期考畢，召集諸生討論，徵求諸生之志願，彼

等均一致要求在此續辦。因此首先研討學院之名稱。諸生不願再

用原名，若用「蓮華」二字，似不符合宗旨。內有一生提議「菩

提」二字如何？經一再討論，頗具意義如次：一、諸生今來此求

學，為發菩提心。二、修慧接此重責，亦為培育僧才而發菩提心。

三、修學最後之目的，為證菩提果，故決定以菩提二字為佛學院

之名稱，乃於欣悅鼓掌聲中予以通過定名，並即呈報中國佛教會

備案。25  

因為靈隱佛學院已無續辦的打算，學生又不願意使用「靈隱」之名，

修慧法師和學生討論新的名稱，在排除「蓮華」之後，才用「菩提佛學

院」之名。 

菩提佛學院在五十九年春，敦聘白聖法師及道安法師為學院導師，

復聘曾受菩薩戒的方觀志居士為教務主任兼教師；方觀志居士才學兼

優、經驗豐富，在他多方鼓勵及籌劃之下，始能順利完成三年教育方案。

是年秋重陽日成立董事會，以維護學院學生生活及一切支用。聘任陳淑

萊居士為董事長，郭陳芬居士為副董事長及教內名聞諸護法居士為董

事，諸大德均能竭誠護法，盡力施供。學院所聘請各學期年諸老師中，

有純發心盡義務者，有三二位係供給些少許酬勞費者，所有教師均能熱

心認真負責教學，任勞任怨，從不懈怠，使諸生獲益良多。26  

 
25 修慧法師，〈菩提佛學院簡史〉，手抄油印本，未出版。 

26 修慧法師，〈菩提佛學院簡史〉，手抄油印本，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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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靈隱佛學院遷移至蓮華寺開始，佛學院就面對經費拮据之苦，此

因學生在求學期間有關宿、膳、書籍以及文具等均由院方供應之故。〈菩

提佛學院簡史〉敘述如下： 

蓮華寺位居窮鄉僻壤之竹北，且非佛法化地，雖建築百餘年，經

過數度滄桑，久無僧伽住持，寺務有廢馳之景象。迨至民國四十

八年秋，修慧接任住持，寺中遺存者，尤如軀殼而無靈魂者，因

此經濟頗感拮据，今忽增添十數人生活，內無餘蓄，外乏護法，

而靈隱寺亦無津貼補助。所幸邱居士錦球閱報，獲悉本寺艱困，

更憐諸生之遭遇，發心供養四佰台斤白米，莊阿龍居士發心布施

二仟元（功德無量附筆道謝），始得勉維生活。諸生雖處於清苦

生活之下，非但不感其苦而餒然，反之更能共體時艱，愈勤精進，

埋頭孜孜而蘊育於佛法之淘（陶）冶中，終日歡躍之聲隨處充溢，

喜形於色，到處可見，而彼等堅忍好學之精神，洵令人感佩。真

能走上安貧樂道之境，與法喜充滿之中矣。27  

《中國佛教》在民國 59 年 2 月對菩提佛學院的困難亦有所報導，

並呼籲十方大德檀越善信人士發心贊助： 

修（慧法）師在同情心促使之下，誠然將這副擔子挑起了，但這

副擔子的重量實在不輕，據悉，僅學生的每月生活費，最少須數

千元的開支，而且蓮華寺的房屋並不寬餘，所有學生寮房及講壇

等均須一一增建，故需款尤亟，尚望十方大德檀越善信人等，廣

發菩提心，鼎力支援，乃功德無量也。28  

 
27 修慧法師，〈菩提佛學院簡史〉，手抄油印本，未出版。 

28 〈新竹蓮華寺要聞三則〉，《中國佛教》月刊，第 14卷 6期，民國 5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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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佛學院在 61年冬 12月初，舉行畢業典禮，但所遺憾者，惟原

靈隱佛學院諸生中，祇剩下三位，但皆為優秀者，其他畢業生均是從續

招管道補充缺額而來者。 

修慧法師之所以毅然擔任靈隱佛學院副院長，以及後來菩提佛學院

院長之職，除同情心與責任感之所驅外，應與自身為南通高等師範學校

畢業，教育為其專業，及受到慈航法師臺灣佛學院、白聖法師三藏學院、

道安法師靜修佛學院辦學之影響有關。可惜的是就在修慧法師大展身

手，實踐佛教慈悲濟世之際，與蓮華寺管理人及理監事理念不合，最終

導致修慧法師率領徒眾離開，在寺廟南側另外興建菩提蘭若繼續弘揚佛

法。 

 

戰後臺灣有許多由地方鄉紳設置的寺廟，因某種原因聘任僧人住

持，由於民間信仰和僧人存在著太多的差異性，且地方鄉紳與僧人住持

的認知不同，地方鄉紳認為住持是他們聘請來的，寺廟是屬於他們的，

雙方若無法相互包容，很容易發生衝突。 

蓮華寺創立至今 140多年的歷史中，期間在日治時期和戰後初期有

兩度由出家人住持，信仰與宗教儀式較傾向正統佛教；此外之長久期間

則由在家人負責管理，宗教儀式與管理較傾向與民間信仰結合，如燒金

紙、抽籤、擲筊、神明遶境、進香活動、調事（作調）、制化服務、拜斗

酬恩等，成為深具特色的民間佛教信仰，這種差異是修慧法師後來離開

蓮華寺遠因。 

造成修慧法師離開蓮華寺的導火線是納骨塔的興建，在道教和民間

 

15日，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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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認知中，是不允許在寺廟的上方或旁邊興建納骨塔的，佛教則沒

有這樣的禁忌。修慧法師在民國 57年時，在蓮華寺旁購買一塊土地，籌

建萬壽寶塔一座，於民國 58 年 12 月 28 日舉行開光典禮，邀請白聖法

師、道安法師，新竹縣佛教支會代表，地方首長等，《中國佛教》對於萬

壽寶塔開光典禮的報導如下： 

新竹縣竹北鄉犁頭山蓮華寺住持修慧法師為適應地方需要，特於

前年在該寺旁邊添購山地，發心籌建萬壽寶塔一座，其第一層暨

塔之兩側設立延生與往生功德堂，最近已告完成。為應各善信請

求，遂提先於五十八年國曆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開光典禮（待全

塔七層建竣再行落成典禮），是日敦請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老

法師蒞臨主持，典禮於上午十時開始，行禮如儀，首由老法師開

示法語，繼由道安法師代表中國佛教會致訓詞，最後由修慧住持

致謝詞。是日來賓有支會理事長，地方首長及四眾弟子約七百餘

人，寺中特備素筵供眾，盛況空前。並自即日起至三十日止，啟

建護國消災普利法會三永日，祈求世界和平，國運昌隆，兼為樂

助功德者及十方善信消災免難，增福延壽。三十日下午施放瑜伽

焰口一堂，超薦反共三軍陣亡將士，大陸死難同胞，住塔先靈及

歷年遭受各種橫死災禍一切孤魂等眾，往生極樂。29  

修慧法師住持蓮華寺作了很多事情，使蓮華寺香火旺盛，收入亦豐，

但萬壽寶塔的興建惱怒了管理人及許多廟方信徒，最後蓮華寺利用組財

團法人機會要修慧法師離開。 

修慧法師離開後，在蓮華寺旁購買土地興建菩提蘭若，生活清苦，

 
29 〈新竹蓮華寺要聞三則〉，《中國佛教》月刊，第 14卷 6期，民國 59年 2月

15日，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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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徒弟七、八人供應食物，後陳澄波居士建議成立蓮友會，讓信徒點光

明燈，使經費逐漸充裕。向軍方交涉在犁頭山要塞區內興建寶塔。現菩

提蘭若分出去的系統，有竹北菩提講堂、竹東甘露寺、北埔金剛寺。30 以

下是在修慧法師離開蓮華寺後的相關道場簡介： 

（一）菩提蘭若 

菩提蘭若坐落於竹北市近郊犁頭山半山腰之林高蔭蔽處，由修慧法

師於民國 56年春創建，民國 58年完成。外觀上是一座樓二層建築，寺

內供奉釋迦牟尼佛及地藏王菩薩，牆上掛滿禪佛書法作品，扶梯而上，

可見民國 71年所建藏經樓、藥師殿、功德堂與萬壽塔，視野良好，是一

所信眾共修的好聖地。31  

（二）菩提講堂 

早期菩提蘭若之蓮友，大都居住在竹北市區，為免交通奔波之不便，

遂由林炳晃、林彭窸妹夫婦捐贈土地，在信義街興建菩提講堂，於民國

72 年發起興建，73 年 10 月 20 日完工，後又購地百餘坪，建成完整道

場，於民國 78 年 3 月 28 日增建三樓，殿宇莊嚴素雅，是一所共修聖

地。32  

 

 
30 黃運喜（訪談人）整理，〈陳澄波先生訪談紀錄〉，訪談時間：民國 88年 6月

6日上午 8時 40分至 10時，訪談地點：竹北市東海里陳澄波先生住宅。 

31 黃運喜，《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新竹縣，新竹縣政府，2005年），

頁 3。 

32 黃運喜，《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新竹縣，新竹縣政府，2005年），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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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甘露寺 

民國 49年創始住持釋如心（俗名蕭秀鶯）在竹東鎮五豐里敦睦街購

地興建甘露寺，於同年 12月興建完成。後因廟產糾紛，曾有拆廟之議，

民國 69年 3月由修慧法師（俗名吳逸凌）極力搶救使予得以保存，並擔

任住持。民國 88年改建為三層樓即今之廟貌。33  

（四）金剛寺 

金剛寺位於北埔鄉觀音坐蓮山，原稱慈雲別墅。大正 11年（民國 11

年，1922）由妙禪法師（俗名張煥元）創建，昭和 9 年（民國 23 年，

1934）地震崩壞，住持妙禪捐出私財勸募信徒遷建，民國 42年重建，經

5年完成；民國 54年 8月老和尚坐北後，傳給玄空、明藏法師再傳明儀

法師接任，後明儀法師出國弘法又患病不能回臺處理事務，以致寺中荒

涼不堪，民國 66年無條件贈送給修慧法師，之後由其徒心偉法師接任，

當時因大殿腐蝕嚴重，民國 78 年將俗家父親遺產捐出及各善心人士捐

獻，才恢復嶄新廟貌，民國 83年修建廂房，民國 84年重建大殿，但保

留原大雄寶殿。大雄寶殿是重簷歇山頂，正面五間，進深四間，有雙龍

戲珠立於脊頂，雙龍的姿勢是以龍頭向上，龍尾伸向內側，不同於北部

寺廟龍頭在前，龍尾在後，顯得氣勢十足。34  

菩提蘭若、菩提講堂、甘露寺、金剛寺等道場皆為同一法脈之佛寺，

法會期間亦相互支援。 

修慧法師在民國 69年 8月至民國 79年亦兼任新竹縣佛教支會理事

 
33 黃運喜，《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新竹縣，新竹縣政府，2005年），

頁 9。 

34 黃運喜，《新竹縣寺廟傳統與現代對話專輯》（新竹縣，新竹縣政府，2005年），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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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這是因當年前理事長張錫祺（1920-1979）往生後，由智恭法師（1906-

1987）代理期滿，8月 15日假新竹縣佛教支會所在地新竹市證善堂召開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淨心法師（1929-2020）以省佛教分會理事長列

席指導，當天選出理事有玄深（1913-1990）、曾燕雀、信慈、修慧、達

果、達文（1929-2012）、智恭、如華、詹清河等九人；監事有如禪、達

航、郭梨花等三人；8月 25日，再於證善堂召開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議，選出理事長修慧法師，常務理事：修慧、信慈、詹清河，常務監事：

如禪。35  

民國 72 年 11 月 25 日，於竹北蓮華寺召開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選舉理事長及常務理事，選出常務理事：修慧、悟證、彭顯明；

常務監事：紹宗法師，修慧法師蟬聯理事長。36 惟修慧法師擔任新竹縣

佛教會理事長的詳細情形，因缺乏相關資料，只能暫付闕如。 

 

修慧法師於民國 45年在汐止靜修禪院親近達心、妙光兩位比丘尼，

並在此出家，屬曹洞宗大湖法雲寺法脈。達心、妙光法師曾協助慈航法

師創建彌勒內院，修慧法師在靜修禪院出家，以此因緣見證了慈航法師

在民國 48年 5月 19日的開缸大典，後來隨順因緣承接慈航法師辦理佛

學院之未竟志業。而道安法師擔任靜修禪院佛學院導師的因緣，成為修

慧法師辦理菩提佛學院導師。 

修慧法師後又在台北十普寺白聖法師處接續臨濟宗七塔寺法脈，在

 
35 〈教界消息：新竹縣佛教支會改選修慧法師當選理事長〉，《淨覺》第 2卷

第 2期，民國 69年 9月，頁 36。 

36 〈修慧法師蟬聯新竹縣道俊法師新任嘉義市〉，《中佛月刊》第 24期，民國

72年 12月 28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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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普寺三藏佛學院就讀兼擔任女眾部學監，三藏佛學院的經驗，對日後

菩提佛學院的興學有極大的幫助，白聖法師也是菩提佛學院導師，和道

安法師一樣，積極參與修慧法師在蓮華寺的安老、育幼、僧教育等事業。 

修慧法師展露才華，可從擔任蓮華寺住持和軍方交涉，取回蓮華寺

產權看出。擔任蓮華寺住持任內，興辦菩提佛學院、創設「蓮華安養院」

收容無依老人，辦理傑人幼稚園，也為新竹佛教界帶來一番新氣象。 

修慧法師雖在蓮華寺做了許多教育慈善事業，但蓮華寺畢竟是屬於

傳統民間信仰的寺廟，與正統佛教的理念有許多差距，最後再興建萬壽

寶塔的事件上，導致修慧法師離開蓮華寺，在蓮華寺旁另購土地興建菩

提蘭若，並以此發展出菩提講堂、甘露寺、金剛寺等同一法脈之佛寺。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話道盡學者在文獻不足情

況下的無奈。37 修慧法師一生的事功，不足以名滿全國的長老法師相媲

美，但在研究地方佛教發展中又屬於不可或缺的人物，本文之寫作只是

開端，期盼日後有更多的研究出現。 

  

 
37 本文不足之處有二：一為缺乏修慧法師擔任三屆中國佛教會理事的資料，二

為無法對修慧法師在新竹縣佛教會理事長任內的成就多做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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