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四臼(農曆正月廿八日〉是一生為培養此
丘尼僧格，彈精竭慮的天 Z 法 師 圓 寂 + 一 週 年 的
紀念日。
在間。到六 0 年代的 佛 教 界 ， 提 起 矢 乙 法 的 夫

家想到的是她莊攘的儀表，爽朗的雙聲，持被精
嚴的風範。在戒場上，她是尼戒和詣，是比丘泛
的楷範 9也是 EX老夫德眼中午輕有麗的新一代此
丘尼，在百來位弟子的心 目 中 ， 她 固 定 位 遇 事 嚴 謹
、公私分明的師父。縱 觀 注 師 的 一 些 ， 自 出 家 到

圓寂，在弘化上以台語傳譯長老大德的國語也法
，開敏光復後台灣民眾脫離白本佛教遺風，重新
接受傳統中國佛教的大門，也為早期台灣蝕毅的
弘傳奠下基礎 3且在尼倍伽僧格教育的帶動上，
更有不可抹滅的影響。
哲人斯已遠，典型在夙 苦 ， 為 了 蝶 尋 法 前 往 世

時的種種景況，我們走訪法飾堂前的弟于 Z純法
飾、心違法飾、悟因法師，以及同問明復法師、
明戒法師，在家弟子林淑蜍居士，還有俗家的妹
妹洪瓊珠女士，嚐試從塵 封 的 記 憶 裡 捕 提 法 師 的
音影。
十多年 73 許多與法師熟恥憾的大德逐漸凋零，

或許還有許多有關注師的仟誼、懷抱未能周詳知
曉 3但我們很願意在此分享讀者 ll 一位台灣比
丘尼春獻身心於傲教，塑立近代比五尼新形象的

故事。(編者按)

呂罔市石寶珠
蔡慧麗李金蓮

陸佰元整
李正雄林育

蔡中村鄭世明
一祭鴻儒
伍佰元整

訐坤雨
王淑美

紫雲常蜈白連塔
嘉義縣番路鄉山區，週日的半

共六個兄弟姊妹)的責任便落在
決太太身上。洪太太並不識字，
她希望于女們個個能勤讀書、求

挺起兒時，現年六十立歲，滿

上進。

邁，笑聲特別宏亮，從小就勤讀

頭灰髮仍健朗的洪瓊珠(注師之
妹)顯得格外興奮:「他為人豪

天岩，香客依然熙熙攘攘，煙雲
綜繞，然而已木見雙手合十迎人
」爽朗的話音中，時光凹

﹒聰慧、體弱的童午
到六十多年前

書

的出蒙師父，也不再聽聞鐘鼓梵
唱。民國七十六年半天山石事件，
幾度纏訟，七十九年僧人正式遷
了大殿的佛像外，只剩下山邊石

離半芙岩絮雲寺，佛教的象徵除
造的蓮花寶塔及塔中天乙法師的
遺骨空對紫雲。
傳說巾，半天岩紫雲寺的始建
地地勢高拔，上接苦苦大，故取名

是覺豐和向來此結茅修行，見此
「半芙山石」?又因為山間的浮雲
民國四十六年至六十九年的二

常現縈色，而名為「紫雲十一寸」0
十餘年間，這裡曾由一位比丘尼
住持，她是台灣首度傳授三壇大

的身體就不好，經常發燒，母親

「小時候，大姊

二部僧中受的第一位尼成和銜，

o

也是當時研究尼戒的第一人?她
il

因此四處求神拜佛，廟裡的人常

就是

滿，兩眼炯炯有神，聲如洪鐘，

善星轉世，不好帶養。」洪瓊珠

盤在脖子上)的女孩，是夫上的

這位一六 0公分左右，雙頰飽
儀表堂堂的女性，在台灣亢復初

的毅力與膽識，為比丘尼樹立了

成長，洪金珠的父母親不得已將

鬧病的孩子，讓她平安而健康的

為了話神明能就近保佑這個常

回憶說。

新的梅範'同時，因為她的出現

院做慈濟工作。這時

o

9

東山寺的陶養

民國三十七年，洪金珠毅然出

處在戰後教育尚未普及的四十

家了!那年她二十五歲。

是高屏地區的富豪入家，無論家

常稀有難得的，「糕仔店清」又

年代，女子留洋受高等教育是非

已在日本開業的大哥處向佳，生

中佼佼者，但她在讀過省尾大師

世、人品、學問，洪金殊都是人

抗戰勝利後第三年，
o

圓融、法師剃染，法號「天乙」
字號「印儀」 0
法師的出家，在親朋問引起了

道生活，終於在屏東東山寺依丘

第華富貴，走向謹嚴、安貧的修

動，決定放棄這一切令人欣羨的

的「勸發菩提心文」後，深受感

強壯起萊

日據時代經營盛極的糕餅鋪，

糕餅舖裡的磨練

才隨著大哥回台灣定居。

活上彼此有了照應，身體也逐漸

昭和大學畢業後，她搬到當時

正如火如茶地進行著

中日戰爭

的生活，開拓了她的視野，她的

一樣地用功，所不同的是在異域

。課業閒暇時，她常發心到孤兒

關懷白書本擴大到「人」的身上

土沒有太大的障礙，她仍如從前

光。

天天清晨必須趕搭早班火車上的字
，又要帶便當，無法繼續住在廟
裡'母親只好帶著她擲杯妥跪求
神明，結束了住在廟裡的童年時

」洪瓊珠兩手比
o

住在家裡'臼臼往返高屏就讀
期間，洪瓊珠回憶道:「大姊的
身體依舊不頂好，胃口小夢也不
太參與其他活動，只有故故不倦
地讀書，我們都認為她最大的嗜
好就是|!「讀書」」洪金珠一
放學回家，馬上又埋首案頭，書
桌上是燈火常明。「她常在額頭
上紮根帶子，據她說如此頭腦會
較清楚一點。冬天天寒?讀書時
就將棉被裹在身上，直到天亮?

八年中日戰爭期間，人們三餐吃

在她囡囡時已冷清許多，因為在

燈火徹夜未熄

劃以身體動作表演當年洪金珠讀

分不捨'卻也未曾出面阻攔，因

很大的震撼，幾乎所有的人都認
為她瘋了，她的雙親雖然感到萬

的是地瓜簽煮的稀飯，甚至時有

斷炊之虞'糕餅業自然受到強烈

糖尿病的侵襲，眼力日差。洪金

此時的洪奇清年己老遇，又受到

受到圓融法師的攝化，在往來探

我圓融法師理論的是她的小妹碧
珠，但也由於此次因緣，洪碧珠

只是早晚的事。唯一到過東山寺

直深信!她生來有佛骨，出家

為從小就須以廟為家，他們就一

助手。因為這段經營的經驗，使

山山石的明一法師。

座下出家，即是後來駐錫斗六湖

姊的介紹下，依止於白聖老法師

心。民國四十三年，洪碧珠在其

殊學成歸國，便成為他最有力的

財務、入事的管理。

視天乙法師中漸漸對佛怯生起信
il

，調理糕餅舖內外紛雜的人事、

在這段正值雙十年華時期，也
有不少人上門為她說煤，可是，
母親洪失會一向深信廟裡的人說

執，圓融法師總是找監院，喝斥

然有成，於是，請當時甫出家兩
年的天 Z 法師擔任東山寺的監院
，負責處理人眾事務、籌備聞辦
東山佛學院等事宜。心達法師回
憶道:「師父曾說在東山寺當監
院時，若人眾有不如法處或起爭

愛惜她的才萃，認為多加訓練必

，時常當眾的斥她;另一方面又

，存有責高我慢的富家子弟習氣

天乙注師在東山寺修閉擎的那段
日子，圓融法師一方面不希望這
位留過洋，受過高等教育的弟子

財貨，對一向只嗜好與畫日本溝通

從聿日本的世界走到現實的生活

樣技能

她在文科的學習之外，又多了一

光復之後?糕餅舖重新閉幕，

制物資，糕餅舖曾一度歇業。

的挫折，再加上日本公會全面管

書的景況，按著說:「『讀書』

講稿。」

成了全家人對她最統 -9同時也
是最深刻的意象。」
由於自身對讀書的興趣，想讓
弟妹讀書便成了她最大的期望。
但是，洪瓊珠對讀書毫無興趣，
小學畢業後即不想再升學，最後
還是在她不斷的鼓勵下，考上台
南家政學校。「每當考試我記不
來，她總會幫我薑重點，一遍又
一遍耐心地陪我慢慢記。此外，
她也常幫在工會就職的二哥寫演

負笈東瀛

，仍不時聽見一向堅強樂觀的她

。雖有父親提供經驗，不時指導

的她來說，是件非常吃力的差事

是民間信仰的寺廟、齋室，講求

日據時代，台灣佛教的面貌就

她送到離家不遠的廟裡去住。

的是不沾葷恆、不飲酒、不賭博

{家。住在齋教媽祖廟的童年，使

，在信仰上混合了佛、儒、道三

唱嘆:「社會實在不簡單!」但
協助父親經營糕餅鋪的歷練，卻
對洪金珠日後的人生有著莫大的
影響?也奠定了她未來管理寺院
財產及人事的基礎。

興趣與習慣。因此，小學的病績

過的|!這個女孩是有「菜骨」

得洪金殊的啟蒙比同年齡的兒童

?他鑄她取名「金珠」'洪金珠

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師喜愛，

朗朗上口，也養成了勤於讀者的

還旱。閑為環境的薰習，使她有
機會誦習漢文，四書、五柳枝比自能

即是後來的天乙法帥。

十七歲那年，屏東高女畢業後

其實在這時，洪金珠己認識並

天乙法師養成堅忍的個性。
據曾任天乙法師侍者的心達法

自己戀愛結婚，我不反對!」

告訴上門的媒人說:「如果金珠

取順其自然的態度。洪太太往往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在
鳳山市三民路的一家糕餅締裡'
老闆淇奇清在生了二個男孩之後
欣喜地看著他第一個女兒出生

名列前茅的家學期(洪金珠

的，因而對於洪金殊的婚事，採
1.」

讀書

師說;「師父雖然出身富家，但

蔡忠志一祭欣純

尹琪陳惠卿
林昱成林珮璇
蔡上尾陳明娥

黃淨緣

張耀彬
蔡瑞麟

黃淑芳
蔡雅鈴
沈貴蓮
趙陳免

無名氏
陳淑貞

陳靜室
一祭劉怨

張素英

自己的未來，她早已有了打宜。

楊坤敏謝勝忠

茶一筆

林成龍
蔡曜辛
蔡天佑

張吏農
黃玉秀

貳佰元整
吳修珍楊碧銀

莊世忠黃美月
蕭{于香紀傳仁
陳俊銘陳俊郎

陳俊維謝蓮英

壹佰伍拾元整
周元枝周洪話
壹佰元整
王艾新葉淑君
蘇滿菊莊世榮

湯儒璧

梁宣力
伍拾元整

黃雅文

盧牛屎

吳岱穎
卓聖崇
苓宣芳
周秋香

一祭貢惠

無名氏
一祭士心宏
洪于蕙

李宗翰

薛純

假日也常常到東山寺聽經聞法，
對行者的生活細行瞭如指掌，旦
而圓融法師也會至鳳山家中拜訪
能二睦履，應當歸功於東山寺
，受到洪金珠。〈母的歡迎，對於 的訓練。」在民國三十八年間，
(下轉第三版)

常親近屏東東山寺的圓融法師，

張俊白田
林裕雄

林孟秀
莊愛華

謝佑純梁本林

尹文林清信

遠赴日本東京昭和大學文科就讀
。從小即受日本教育 7加上屏束
一品女時期的用功，洪金珠在語言

，洪金珠隨著當時己在日木京都
大學修醫科的大哥洪有達之後，

立於左後一)

欽羨的鄰居、親朋總愛說:「洪
金珠天才沒讀自己來

家人最深的印象
i|

學的學生，那是一所以招收日籍

小學畢業後，淇金珠是當屆全
校唯一考上省立屏東女子高級中
學生為主的「高級」學校。由於

程吳秋靜
肆佰元整-江惠華林保壇
謝春英李彥賢

吳金蒼
陳錦同
為裕豐
劉銀漲
吳靜汶
林再茂
林長慶
吳錦聰
顏瑞虎陳信士心

郭來春林碧麗
涂碧鳳張顯勛
王雅賞吳慧傑

蔡孟摔傷芳玲

貳佰伍拾元整

吳一幅榮

許賄銘賴淑卿
秀窮蘇俊哲
VU
陳玉蓮潘武雄
黃鷹楊林哲扶…

李哀郭江玉燕

陳韻慨陳余白雪

林陳金鳳
參伯元整:
一無江漢張意誠

侯明材
涂錦港

杜昇武侯明森

一陳柏窈

邱清山江碧琳
(陳澄卉
一陳韻竹

揖個丁順
陳美晉
察顯佳

羅鍾碧珠李愛

周文忠謝淑慧
央上康李佳蓉
黃冠豪黃冠齡

陳薇羽

劉貴蘭
邱炳山昆
蘇宣銘

林素雪
姚俊詞

金踩下有二個妹妹，一個弟弟，

忙峰的生意，使得洪寄清無法
分心，照顧家庭和育養孩子(洪

輕而走，逐漸成了鳳山的富家。

質結餅，「糕仔店清」的名號不

港、林閩、大海埔等地老遠地來

日據時代，民生物套並不豐裕
，糕餅是一般人家過節喜慶、酬
神時的珍品，於是洪家餅鋪的生
意日益與隆，人們不斷從高雄小

她督促不力，有時甚至杖打
」，在圓融法師嚴格的教導下，

y

位紅廟裡的童年

法出竅生活的里程。

?也閱啟了尼眾修習或法，過如

受到重視的佛教界捏，憑著過人

期戒法不與以及比丘尼地位尚未

說:這個出生就掛著念珠(擠帶

天乙法師。

戒的沙彌尼首，是台灣三壇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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