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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們借助南亭長老的詩偈，可以瞭解到他的真實情感。作為一代高僧，他看

到莊嚴美妙的諸佛菩薩形象，內心自然會湧起崇敬之意，感受到法喜充滿的歡欣。

他對佛教經典的卓越理解，對佛教真理深刻、真切的體悟，對佛教後學、信眾和

道友所給與的大力鼓舞，對父母和家鄉的思念之情，都時常形之於詩偈之中。南

亭長老留下的詩偈並不多，但為我們瞭解到一位更為真實、全面和具有豐富情感

的南亭長老提供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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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華嚴蓮社的創辦人、近代華嚴宗大德南亭長老（1900～1982）並不以詩

歌命家，其全集中也沒有設立專門收錄詩詞歌賦偈頌之類作品的卷冊，但是我在

通讀他的自傳時，從中摘錄其詩詞偈頌卻達數十篇之多，由此可知此老亦頗精於

此道。我們借助南亭長老的這些詩歌偈頌，既可以約略窺見他對諸佛菩薩的讚頌，

對佛教經典的理解，對佛教真理的體悟，對教內事務的應酬，對父母家鄉的思念，

由此瞭解到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情感，從而體會到在他博大精深的華嚴思想背後，

有一個真實而偉大的人格作為有力的支撐點。 

一、 對諸佛菩薩的讚頌 

作為一代高僧，南亭長老看到莊嚴美妙的佛菩薩的形象時，內心自然會湧起

非常真切的崇敬之意，感受到法喜充滿的歡欣。在特定機緣下，他的這種崇敬和

歡欣就會轉化為讚頌諸法菩薩的詩偈。如 1975 年 1 月 26 日，他為信徒題觀音畫

像三幅，由此形成三首讚頌觀音菩薩的詩偈。 

其一云：「楊柳枝頭甘露水，灑向人間潤焦枯，淨潔清涼輕溫軟，潛化凡愚

貪瞋癡。」1我們雖然無法看到這三幅觀音畫像，但從詩偈內容，大致可以猜想到

所畫的形象為淨瓶觀音。畫像中的觀音菩薩一手持淨瓶，一手持楊柳枝，做灑水

之狀。南亭長老在這首偈頌中特別突顯了觀音菩薩手中所持楊柳枝頭甘露水的神

奇功效，認為觀音菩薩揮動楊柳枝，將枝頭上的甘露水灑向人間，可以有效地滋

潤世間人們焦灼、乾枯的心田。因為觀音菩薩所持楊柳枝頭的甘露水是淨潔的、

清涼的、輕柔的、溫和的、柔軟的，所以世間的人們只要是一獲沾溉，便能洗去

身上的污垢、熱惱、重濁、煩躁、剛強，在不知不覺中就可以化除凡夫愚癡眾生

的貪婪之念、嗔恨之意、愚癡之心。在筆者看來，中國人都是重視實際功效的，

中國人對觀音菩薩的崇拜，正與楊柳枝頭甘露水的這種神奇功效密不可分。 

其二云：「一枝一葉總關情，正是菩薩普濟心，楊枝一滴甘露水，散作山河

大地春。」2南亭長老的這首讚頌觀音菩薩的詩偈較之第一首似乎又深入了一層。

觀音菩薩所持楊柳枝頭的甘露水為什麼具有「潛化凡愚貪嗔癡」的奇特功效呢？

南亭長老認為，這是因為觀音菩薩對人間充滿了關愛之情，即便是非常細微的一

枝一葉，無不牽動著觀音菩薩對人間眾生的關懷，這正是觀音菩薩具有普濟眾生

之心的體現。觀音菩薩揮動楊柳枝，將枝頭的一滴甘露灑向人間，給山河大地帶

來了吉祥安康，蒙上了無邊的春色。這首詩偈闡明了楊柳枝頭甘露水具有神奇功

 
1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第 419 頁。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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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根源，即觀音菩薩具有一顆普濟眾生、關懷人間的慈悲之心，也就是大乘佛

教所宣導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那顆心。 

其三云：「太息人間貪瞋多，多生惡習可奈何，安得菩薩楊枝水，灑向愚蒙

解沉疴。」3楊柳枝頭甘露水既然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而觀音菩薩又是如此的慈

悲普覆，南亭長老有感於世間眾生具有那麼多的貪婪和嗔恨，有感於世間眾生多

生輪回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惡習，故而向觀音菩薩發出祈請，希望觀音菩薩能揮

動手中的楊柳枝，將楊柳枝頭的甘露水灑向人間愚癡蒙昧的眾生，以便能解除他

們身上由貪嗔癡引發的各種頑疾和沉屙。這是南亭長老作為一代高僧大德所具有

的慈悲之心的體現，他視民如傷，希望能像觀音菩薩那樣為世間眾生解除痛苦。

我們說，南亭長老常持此心，其所修行者，即為觀音法門，即能普門示現以利益

無量無邊眾生。 

1976 年 11 月 27 日，南亭長老收到《南洋佛教》寄給他的合訂本，他看到該

雜誌刊登的佛像非常莊嚴，遂作偈以贊之。其偈曰：「百煉修成不壞身，六根宛

具亦如人，光明照徹三千界，驚覺吾人識自真。」4佛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堅固無比，如金剛般不會變壞。按照印度佛教經典的說法，欲得佛身，須經過三

大阿僧祇劫再加一百小劫的修行不退，始能獲致，因此南亭長老謂之為諸佛如來

為「百煉修成不壞身」。佛身雖然難得，但其宛然具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與普

通人極為相似，故而南亭長老謂其「六根宛具亦如人」。如果說前一句詩文意在

高推佛身卓異的話，那麼此一語則又明確闡明凡夫有分。依據佛教經典的說法，

一佛所教化之域，為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是故佛身放光動地，可以遍照其所教化

的三千大千世界，以啟導此範圍的眾生聞佛所說，奉行佛之教敕，是謂「光明遍

照三千界」。在南亭長老看來，我們看到佛像莊嚴，光明煊赫，自然會使我們肅

然起敬，從而發現我們自心本自具有與諸佛一般無二的真如之性，由此發心向上，

起而修行，直趣菩提，證成佛果。南亭長老此意，實即古德所謂銷文歸己之意也。 

從上揭數首讚頌諸佛菩薩的詩偈來看，南亭長老對於外在的諸佛菩薩聖像雖

然極盡恭敬崇仰之能事，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名佛教徒的分內之事，但他更加強調

在瞻禮聖像時能警醒自己，使自己發心修行，直趣無上菩提。我們說，這是南亭

長老深受華嚴宗和禪宗的薰陶，重視發心修行，充分體現了中國佛教重視修持實

踐的優良傳統。 

 
3 同上。 
4 同上書，第 4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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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佛教經典的理解 

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臺灣佛教界，南亭長老因為勤於講說《華嚴經》

等各種佛教經典，故而有「經師」之稱。而他對佛教經典的卓越理解，在他所撰

寫的偈頌和聯語中亦有體現。這些當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或偈頌，但在中國古

代的語境中，亦可因其講究對仗平仄等事，與做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而可以

廣義的詩偈視之。 

1950 年底，南亭長老與李子寬、居覺生、趙夷午、吳經明、孫張清揚諸居士

商議啟建仁王法會，他負責校對《仁王護國般若經》，遂做偈讚頌該經。 

其贊《仁王護國般若經》上卷云：「鷲峰勝處，聖眾雲奔，非空非有顯真乘。

五忍成妙行。經寄明門，二諦化群生。」5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這樣殊勝的地方講

說《仁王護國般若經》，無量無邊的聖眾從各地雲奔而至，都來聽宣如是無上奇

妙的法門。釋迦牟尼佛在此經中講說了非空非有的中道妙理，顯示了真正可以運

載眾生走向究竟、圓滿、終極解脫的方法。那些尚在十住、十行、十回向之位上

修行的賢者，依教奉行，雖未能斷煩惱，但可以伏煩惱，由此證得伏忍；而那些

登上初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的菩薩信受佛教，隨順不疑，故得信忍；那

些達到四焰慧地、五難勝地、六現前地的菩薩順菩提道。趣無生之果，由此證得

順忍；那些進入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的菩薩妄惑已盡，了知諸法無生

之理，由此證得無生忍；修行至於十法雲地、等覺菩薩、妙覺佛果，諸惑斷盡，

清淨無為，湛然寂滅，故名寂滅忍。南亭長老認為，為了證得五忍，十住十行十

回向三個位次的賢者和十地位次上的聖者無不發心起修各種妙行；釋迦牟尼佛講

說此經，即明確宣示，他是在運用真俗諦二諦教化眾生。 

其贊《仁王護國般若經》下卷云：「般若功德，護國安邦，斑足同化普明王。

帝釋慶重光。正法隆昌，五方降吉祥。」6南亭長老認為，佛教的般若智慧，具有

護國安邦的偉大功能。當年斑足王即位，發誓要殺人間千王，已得九百九十九王，

最後得普明王，恰足千數。普明王因曾聽受般若經故，請求斑足王放他回去齋僧

供佛，三日後必來受死。不可思議的是，斑足王竟然同意了普明王的這一請求；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普明王回國齋僧供佛後，竟然遵守前言，前來受死。斑足王

大為感動，普明王為其講說國土危脆、緣起性空之理，斑足王由此接受般若經，

發願要弘護佛法。身為帝王而能以般若之智消除自心的貪、嗔、癡，百姓必蒙福

佑，國家必然安定。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播遷臺灣，借助複雜的國際形勢，

 
5 同上書，第 164 頁。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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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在臺灣地區穩定下來，南亭長老認為這是普天同慶的好事，中國佛教會也在

臺灣得到恢復並開展工作，佛教的正法逐漸走上興隆昌盛的光明大道，東西南北

中，五方普降吉祥。南亭長老在這首偈頌中借助《仁王護國般若經》所說普明王

與斑足王的故事，表達了舉辦仁王護國般若法會志在為國祈福的意願，同時也對

《仁王護國般若經》的基本內容進行了很精當的概括。 

1960 年 3 月 1 日，在春祭大典之際，臺灣佛教界決定誦讀《法華經》七日。

期間南亭長老白天陪眾誦經，每晚講經《法華經》中的〈信解品〉，為此他撰寫

一副對聯，對《法華經‧信解品》的基本內容和思想傾向加以概括和歸納。其聯

曰：「五十年捨父逃逝，嗟欣稚子知歸，足承家業；百千劫草庵稽留，且喜金山

垂範，堪教佛乘。」7上聯的主要內容是借助《法華經‧信解品》「窮子還家」的

譬喻，講說普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才是佛陀講經說法、教化眾生的本懷。在

南亭長老看來，窮子當年捨父逃走，雖然經過了五十年漫長歲月，而且內心已經

完全忘記了父親的模樣和家庭的狀況，但值得讚歎和欣慰的是，他最終在父親智

慧的引導下，還是回到了父親的身旁，這一切都表明他是可以繼承父親的偌大家

業的。南亭長老在下聯中一方面感慨某些佛教信眾只知追求小乘果位，長時間呆

在暫供中途休息的草庵之中，不願繼續前進，另一方面又對大迦葉在靈鷲山以「窮

子喻」表明自己相信大乘佛教感到高興，認為這一類的佛教信眾也是可以接受一

切眾生皆能成佛的教法的。南亭長老的這一副對聯準確概括了《法華經》的核心

觀念和思想傾向。 

1962 年 3 月上旬，南亭長老在臺中佛教會館主持法華講誦法會期間，為會館

的大殿撰寫了一副對聯，內容還是《法華經‧信解品》中的「窮子之喻」：「五

十年辛苦伶仃，只為捨父逃逝；三千界塵坌躑躅，惟憐稚子無知。」8南亭長老在

上聯中突顯了捨父逃走的惡果。窮子本是大富長者的兒子，擁有無數的家財，他

原本可以過上極為富足的生活，但他不知何故，捨棄了親生父親而離家出走，從

此流浪逃亡於他鄉，只能通過打零工的方式賺取一點辛苦錢勉強糊口度日而已。

南亭長老在下聯中強調了佛不捨眾生，慈悲心重。大富長者之所以隱其殊勝之身，

脫其珍御之服，現陋劣之容，著弊垢之衣，在塵糞堆積的三千大千世界中躑躅徘

徊，就是因為他具有父親的慈悲之心，憐憫自己那個捨父逃逝淪為乞丐和傭工的

親生兒子的愚昧無知。在這副對聯中，眾生的愚昧無知與佛祖的慈悲憐憫形成了

極為鮮明的對比。 

1975 年 8 月 19 日，華嚴蓮社舉行中元法會，南亭長老雖然年事已高，但是仍

然陪眾誦經，當時大眾可謂是海會雲集，共開二十三席，蓮社法席之盛，於此可

 
7 同上書，第 277 頁。 
8 同上書，第 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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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斑。南亭長老應邀為大眾開示，他講了「孝」之一字，並即席賦得詩偈一首。

其詩云：「以孝治天下，相傳幾千年。而今歐風漸，老對碧雲天。」9自西漢惠帝

以來，歷代帝王都標榜以孝治天下，朝廷希望能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舉孝廉遂為

入仕之門徑。中華民族重視孝道，歷傳數千年而不衰。但晚近以來，歐風東漸，

老人逐漸成為保守的象徵，大家庭也被視為自由的阻礙，原來養兒防老變為老無

所依、老無所養，老人們只能是愁對碧雲天而長歎了。印度佛教其實也很重視在

家子女對於父母的贍養，但又非常強調子女出家之後對於在家父母的優越性，因

此佛教在初傳中國時，經常會遭遇到士大夫們以不孝為藉口對佛教的攻訐。在以

孝治天下、全社會普遍重視孝道的風氣引導之下，中國佛教逐漸變得極為重視孝

道，出家為僧而無在家兄弟奉養父母，亦須分其衣缽之資以為父母之奉養。除此

之外，中國佛教中還湧現了為數眾多的宣講孝道的經典和儀軌，佛教由此與中土

文化風俗和社會生活融為一體，實現了自身形體的中國化。西方平等、自由、民

主觀念傳入中國並得以盛行之後，中國的孝道觀念受到無窮的批判，大有瓦解冰

消之趨勢。南亭長老在此提出了或者說觸及到幾個大問題：西方觀念盛行，中國

人的養老問題怎麼解決？在新的社會觀念體系下，傳統佛教應該如何弘揚？中國

固有的孝道觀念如何實現自身形態的現代化？如此等等，都非常值得人們深入思

考下去！ 

南亭長老的這些詩偈高度凝練，很好地概括了《仁王經》《法華經》等佛教

經典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旨趣，而且能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展現佛教經典的意義生

成，故而表現出非常博學、通達而又信仰極為虔誠的特徵。 

三、 對佛教真理的體悟 

南亭長老自幼出家，終生講經，沉浸佛法之中，深受佛法薰陶，故而對佛教

的真理有著非常深刻、真切的體會和領悟，並時常形之於詩賦偈頌之中。 

1960 年 5 月 16 日，南亭長老夜間醒來，忽然想到對華嚴蓮社納骨堂應有祝願

偈，他就先在心中構思了一首詩偈，然後披衣起床，書寫下來：「一真靈性渾無

住，白骨千年此地藏。醒卻癡迷歸去也，好乘佛力往西方。」10華嚴宗五祖圭峰宗

密將人的本性歸結為一切有情眾生本來就具有的「無始以來，常住清淨，昭昭不

昧，了了常知」的「本覺真心」11，即「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的「一

真靈性」12，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的那個空靈之性。南亭長老認為，人們只

 
9 同上書，第 434 頁。 
10 同上書，第 283 頁。 
11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冊，第 710 頁上。 
12 （唐）宗密：《原人論》，《大正藏》第 45 冊，第 710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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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還沒有從生死的煩惱之中徹底解脫出來，那麼這個一真靈性就是渾然無住的，

即處於永恆的六道輪回之中。當一期報盡之時，一真靈性會繼續流轉下去，剩下

的那具屍體，也就變成了一副白骨，安放在華嚴蓮社的納骨堂中，也許可以留存

一千年之久吧。南亭長老所期望的，是那個一真靈性，能夠從有生之時的癡迷中

醒悟過來，回復到自己的本然狀態，並且乘借阿彌陀佛的願力，往生到西方極樂

世界中去。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樣，南亭長老是「教演華嚴，行歸淨土」的，他這

首詩偈就是他以華嚴教法引導眾生歸於淨土的實際體現。 

1962 年 4 月 23 日，《香港佛教》雜誌準備出一期禪宗專號，為此向教內外的

高僧大德和專家學者徵集相關文稿，南亭長老寄去一首絕句。其詩云：「拈花一

笑話當年，百草頭邊見性天。生死涅槃俱不是，未忘人我莫談禪。」13釋迦牟尼佛

在靈山法會上，拈花示眾，眾皆默然，唯有摩訶迦葉破顏一笑。釋迦牟尼佛說：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

摩訶迦葉。」14這便是當年禪宗成立的因緣。其實佛性無處不在，即便是在百草頭

邊，人們頁可以發現本自具足的天然佛性。佛性既不是生死流轉，也不是涅槃寂

靜。在南亭長老看來，如果人們在內心之中還存有人我之念的話，那麼還是不要

談禪為好。這首詩偈準確反映了南亭長老無論是講經說法，還是念佛參禪，都主

張一定要真切篤實的修行風格，他深知禪宗末流的危害，嚴防自己與徒眾們產生

空腹高心的盲目自信，真可謂慈心一片，展露無遺。 

1974 年 1 月 23 日，南亭長老睡前偶得一偈：「萋萋芳草盡含珠，霧露當窗見

也無，一俟東君推日出，曉風吹醒溪頭蘆。」15南亭長老從日常生活經驗中觀察到，

草地上的萋萋芳草，每一片葉子上都含有一顆顆晶瑩發光的露珠，這表明室外空

氣中具有豐富的露水，但人們推開窗子向外觀看時，卻看不到雲霧露水的存在。

次日早晨的太陽出來之後，溪頭的蘆芽一定會在迎面拂來的曉風中逐漸蘇醒過

來。南亭長老也許是要告訴我們，禪機無處不在，似無實有；但如果心生執著，

雖有卻無。這裡的關鍵是，眾生必須要有自心的覺醒。 

1975 年 8 月間，已屆七十五歲高齡的南亭長老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讀清涼澄觀

的《華嚴經大疏鈔》，晚間靜坐，念誦聖號，也許受到經文的啟發，他撰寫了多

首詩偈。如 10 日他在晚坐後自念曰：「生死流轉苦，繫於貪瞋癡，名號曰三毒，

潛伏眾生心。」16以眾生內心貪嗔癡為生死流轉的根本原因，本是佛教的一般常識，

南亭長老此偈只是表明他對此具有真切的體會。11 日他在晚坐中自稱「無進步，

 
13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第 301-302 頁。 
14 （宋）悟明：《聯燈會要》卷一，《卍新續藏》第 79 冊，第 14 頁上。 
15 南亭：《南亭和尚自傳》，第 402 頁。 
16 同上書，第 4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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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念觀音聖號以攝妄心」「貪唯欲最甚，生物皆有之，逆風持火炬，雖死甘如飴。」
17這是再一次真切地意識到貪欲的毒害。13 日他陪眾誦《法華經》，賦詩偈二首云：

「慚愧為上服，僧尼當奉持，僧尼無慚愧，死當墮泥犁。」「諸法空為坐，學佛

之根本，不能實現空，則與凡夫等。」這兩首詩偈是他對慚愧和諸法性空的真切

體會。15 日他去智校視察，返回蓮社後繼續閱疏鈔等書，晚坐兩小時，感覺頗好，

賦詩云：「大慈悲為舍，以之蔭群生，身體而力行，庶不愧為僧。」18這是對慈悲

的讚頌。17 日他依然還在閱疏鈔，晚坐的感覺也很好，遂賦詩云：「我今戒習氣，

百害無一利，口業尤清淨，須堅強意志。」「懈怠亦是賊，盜我精進寶，人無精

進心，萬事無一得。」19習氣和懈怠是精進修道的障礙，南亭長老對於克服這兩種

障礙已經具有十足的信心。22 日南亭長老與妙然法師談起某僧迷於聲勢煊赫之

人，殊不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他賦詩云：「迷信權力大，終遭五月刑，身敗名

裂矣，空自怨尤人。」20詩中充滿遺憾和憐憫之意。31 日他在洗浴時感悟到：「清

淨八德池，法水湛然滿，浴我貪瞋癡，長我智慧遠。」21舉足下足之時，都歸於佛

法義理，此正是普賢菩薩常以法化自我莊嚴之本意。這些偈頌所說的道理都非常

平實，遣詞造句也很樸實，給讀者一種水落石出般淨潔和肅然的感覺，反映了南

亭長老閱盡繁華、直顯本真的心理境界。 

也許是真的很老了，從這一年始，南亭長老對人生易老的感悟強烈起來。如

1975 年 12 月 31 日，他賦詩云：「一年容易似雲煙，學道無成愧此生。鬚髮浩然

頭罩雪，深慚馬齒老更侵。」22時間就像雲煙過眼一般，真是過得太快了，轉眼之

間，一年就將成為過去，南亭長老覺得自己年紀這麼大了，修學佛道雖然很認真

刻苦，但仍然是無所成就，他認為有負此生。他看看鏡子中的自己，鬚髮浩然，

頭上猶如罩上了大雪一般，他對自己白白地活這麼大年齡，徒然地如此衰老，感

到慚愧不已。南亭長老是他那個時代著名的「華嚴宗大德」，不僅著作等身，而

且功德巍巍，受到教內外的廣泛尊重，這首詩偈反映了他內心謙虛和虔誠，讀之

益增後來之傾慕。再如 1976 年 1 月 6 日他在日記中說：「近來，不是這兒麻，就

是那兒痛。老病侵尋，不再交際應酬。居士會七周年紀念，硬是沒有去。」23並賦

詩一首云：「流水韶華年復年，花開花落幾變遷，侵尋老病意中事，唯有念佛與

參禪。」24就在年復一年的重複中，在花開花落的迴圈中，人生的韶華，那美好的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書，第 434 頁。 
21 同上。 
22 同上書，第 445 頁。 
23 同上書，第 446 頁。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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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成為永恆的過去，而人類的生活也經歷著諸多的滄桑變

化和遷流不息。對於衰老和病痛接踵而來的侵蝕，南亭長老是有充分的預料的，

他深知只有通過念佛往生淨土和參禪悟明真性才能幫他度過這些必不能免的人生

災難。 

俗話說，真僧只說家常話。南亭長老終身沉浸佛法之中，自然會有許多真實

的受用和體悟，但他從來都不故弄玄虛，玩弄光景，而是在日記中，將自己的體

悟以非常樸實的語言敘述出來。因其本來就不求知於人，故而亦不畏人知。又因

其具足自受用，故而亦可使閱讀這些詩偈的人得到真實的受用。我們說，南亭長

老這些對佛教真理充滿體悟的詩偈，正是他對佛法具有真修實證和真實受用的基

本體現。 

四、 對教內僧信的鼓舞 

南亭長老作為華嚴蓮社的一代宗師，作為擁有眾多信眾的一代高僧，作為在

臺灣佛教界擁有廣泛影響的「華嚴宗大德」，他在多種場合中，運用詩偈的形式，

對佛教界的僧信予以大力鼓舞，引導他們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如 1964 年 3 月底，南亭長老考慮到自己的年事已高，為了將自己所傳承的泰

州光孝寺法脈延續下去，決定傳法卷給成一、妙然、守成三位法師。他按照中國

佛教界的慣例，分別為三位法師撰寫的傳法偈頌。當然了，傳法賦偈雖為例行故

事，但也很有講究，偈頌的內容不僅寄託了傳法者對接法者的囑咐和期待，而且

每一首四句偈頌的頭一個字連接起來，就是接法者的法號和法名。「成一法名瑞

定，偈曰：成就妙功德，一行肅身心，瑞非無因有，定力啟其端。」25南亭長老希

望成一法師能夠成就奇妙的佛法功德，為此必須一心修行，在身心方面嚴格要求

自己，修行成就的瑞象不可能無緣無故的顯現出來，必須借助於禪定之力才能開

啟其端緒。「妙然法名瑞清，偈曰：妙理絕言象，然非斷滅空，瑞現千載事，清

心一念中。」26南亭長老叮囑妙然法師，奇妙的佛法真理是雖然不能述之以語言、

描之以象狀，但卻不是斷滅的空無，修行成就的瑞像是流傳數千年之久的佛教的

大事，其奧秘和要點就在於當下一念中使自己的內心保持清正平和，無有染汙。

「守成法名瑞棲，偈曰：守此身口意，成就淨無為，瑞應華光現，棲神絕寬思。」27

南亭長老叮嚀守成法師，一定要嚴格守持自己的身口意，以此成就三業清淨無為

的功德，作為瑞應的華麗光芒就可以顯現出來，為此一定要將自己的心神安定在

 
25 同上書，第 325 頁。 
26 同上書，第 326 頁。 
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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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絕思慮之處。從這三首傳法偈頌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華嚴蓮社的一代宗師對後

學的殷切期待。 

1974 年 7 月 19 日，許陳淨音居士為慶祝自己的七十壽誕，特意在臺北華嚴蓮

社啟建觀音佛七，當時天氣極為炎熱，沒想到開堂之日忽然傳來颱風警報，下了

一整天大雨，難耐的炎夏酷暑頓時轉化成清涼世界，參與的賓主們於是皆大歡喜，

南亭長老應請開示，並賦詩一首表達祝賀之忱：「風警頻傳日，甘霖幸及時。經

聲繞殿角，花雨散瓊芝。賓主南山序，精純百世師。君今七十壽，為汝祝期頤。」28

大意謂在颱風警報頻頻傳來之際，上天及時降下甘霖，消除了炎夏難耐的酷暑。

與會大眾誦經的聲音在佛殿的每一個角落縈繞著，雨點像天花，又像瓊玉製成的

芝麻粒一般散落在充滿熱惱的人世間。南亭長老應邀為大眾講解了南山道宣律師

的《賓主序》，他再一次感受到古代的大德高僧對佛教經典義理的理解是多麼的

精深而純正，由衷地讚歎道宣律師不愧為佛門的百世之師。從天降甘霖，到講經

說法，這一切都是由於虔誠的許陳淨音居士為自己的七十壽誕啟建觀音佛七而發

生的，可見這位老居士的功德是多麼殊勝，南亭長老祝願這位老人家能夠長命百

歲。這首詩偈反映了臺北華嚴蓮社與信眾之間的關係無比親密，明乎此，我們也

就不難理解華嚴蓮社為什麼能夠在臺灣佛教界歷經四世而依然是法席甚盛、法緣

廣被了。 

相對於南亭長老這樣的佛門耆宿來講，聖嚴法師自然要屬於臺灣佛教界的後

起之秀了。1976 年 1 月 2 日，南亭長老接到聖嚴法師的日語版博士論文《中國佛

教之研究》，他對該論文的參考之富、用力之久極為讚歎，認為這是一部「傑作」，

為此他特意賦詩一首，以表達自己的隨喜之意：「新書寄我自東瀛，想見為學用

力勤，他日乘機歸國日，光明遍照九重天。」29聖嚴法師新出版的大作從日本寄到

臺北華嚴蓮社，南亭長老接到之後，發覺是用日語寫出的博士論文。南亭長老從

文中徵引的文獻極為豐富想像到，聖嚴法師為了撰寫這篇博士論文，聖嚴法師一

定是經過了長時間勤苦用功、刻苦讀書、深入研究、認真撰寫，才取得了如此豐

碩的成果。他設想有朝一日，聖嚴法師乘坐飛機回到中國，在臺灣佛教界弘揚佛

法，以其所學，一定能使佛法的光明普照於九重之天，為佛教帶來興盛和發達。

我們知道，南亭長老是對聖嚴法師產生重大影響的高僧之一，他雖然不是聖嚴法

師的師父，但對聖嚴法師出家、留學等諸多方面的支持，實不亞於自己的親徒。

聖嚴法師將自己的博士論文寄呈南亭長老道席，實際上就是在向南亭長老表達自

己的感激之意。而南亭長老的這首詩偈，自然也會給聖嚴法師以巨大的勉勵，對

於他的歸國弘法可以產生無窮的鼓舞作用。 

 
28 同上書，第 409 頁。 
29 同上書，第 4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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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首偈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側面，我們可以從中瞭解臺北華嚴蓮社的法脈

在南亭長老之後得以綿延的奧秘，瞭解到臺北華嚴蓮社自南亭長老以來對信眾擁

有持續穩定向心力的奧秘，瞭解到臺北華嚴蓮社與諸多佛教道場擁有良好法緣關

係的奧秘。南亭長老在詩偈中顯示出來的對後學、對信眾、對道友的赤誠，透露

出這位華嚴菩薩「願將身心奉塵刹」的深心大願來。 

五、 對父母家鄉的思念 

筆者在《南亭和尚自傳》中，還搜索到兩首反映他對父母和家鄉思念之情的

詩偈，此雖屬人之常情，但寫得情真意切，充滿佛法意味，使我們在瞭解到這位

華嚴菩薩以佛教的思想和義理嚴持身心的同時，又看到他在世俗生活中有情有義

的一面。 

一首寫於 1952 年農曆的正月二十七日，是對他當夜夢境的記述。「夜來似在

我出家的廟上，見吾父睡在鋪上，面色難看。但一伸懶腰，忽起坐，見余，面現

笑容。余曰：『父可留此度歲，母親亦在此。』父曰：『棉䙞褲棉花已舊，鋪板

亦嫌硬。』余曰：『兒當為老人易之。』嗚呼，父母均逝世多年矣。今忽入夢，

豈尚未轉生耶？成絕句一，曰：『老父何緣入夢來，夢中見我笑顏開。天寒歲暮

且度歲，臥鋪棉衣巧安排。詩不成詩，聊自慰耳。』」30這一年南亭長老到臺灣已

有兩年略多的時間，可以開展正常的法事活動，大體上算是安頓了下來。這時他

想起自己出家的鄉下小廟，想起自己的生身父母。由於自幼生活艱難，時常處於

缺衣少食的狀態，所以在他夢中，父親雖然流露出見到兒子的欣喜和慶慰，但父

子交談的卻是衣被不暖的消息。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這場夢境實際上就是南亭

長老兒時艱難生活的無意識呈現，是他對生身父母擁有深厚情感的自然體現。不

過南亭長老畢竟是出家人，他認為此夢是去世多年的生身父母還沒有得到轉生的

徵兆，他會用燒化紙鈔的方式改善老人在中陰中的生活狀況，同時還會安排法會

超度父母的亡靈轉生善處。中國佛教重視孝道，中國人甚至通過佛教儀軌來表達

自己的孝悌之思，邀請佛教高僧超度自己父母的亡靈。南亭長老到臺灣後在詩偈

中表達出來的對亡故父母的思念之情，正是他認同中國佛教、主張實踐傳統孝道

的具體體現。 

另一首寫於 1976 年 11 月 27 日，與上一首相同，仍然是南亭長老對當天夜間

夢境的記錄。他說：「閱疏鈔，講華嚴，夜中夢回大陸，隨作偈云：夢中曾作故

鄉遊，柳岸溪頭看牧牛，犬吠雞鳴驚野客，醒來猶覺淚雙流。」31閱讀清涼澄觀的

 
30 同上書，第 175 頁。 
31 同上書，第 4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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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大疏鈔》，並依之為到華嚴蓮社參與共修的信眾講說《華嚴經》，是南

亭長老每一天的常課，數十年來未嘗間斷，至此他在臺灣已經度過二十七年多的

寶貴時光，隨著兩岸形勢的穩定，他重回故土的希望似乎越來越渺茫。從理性上

講，原來打算的短暫停留不得不變為終身之計；就感性而論，他內心深處還依然

保留著對故鄉深深的眷戀。南亭長老在人前人後沒有表達過他對家鄉和親人的思

念，但是，當楊柳岸邊青草溪頭牧放耕牛、雞鳴狗叫驚動田野小徑上的行客等場

面出現在他的夢境之中，表明他的潛意識已經突破理性的約束和限制，將感性中

隱藏的回歸故里的強烈欲望明顯地釋放了出來，這也是時代家國的不幸給那一代

人所造成的痛苦經歷。 

與講經說法的著作相比，南亭長老留下的詩偈並不多，這可能也是南亭長老

遺著的整理者沒有專門整理其詩偈的重要原因。但這非常有限的數十首詩偈，卻

以樸實的語言、真摯的感情、直接的表達方式，向我們展現了南亭長老在不同歷

史時期豐富的內心世界，使我們在那些講經說法的著作之外，在思想觀念之外，

瞭解到一位更為真實、全面和具有豐富情感的南亭長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