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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民國98年8月1日本館出版由闞正

宗、卓遵宏、侯坤宏訪問的《「人間佛教

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一

書，出版以來迭接信徒讀者向佛光山高雄

南屏別院反應，指出此書諸多內容與史實

不符。南屏別院特實際訪談當時親身參與

見證民國42年高雄佛教堂創建、發展因

緣的當事人星雲大師、青年團信徒周鴛、

陳秀足、孫阿幸、楊春蓮，以及見證民國

93年佛光山重新接受高雄佛教堂之相關

當事人高雄佛教堂前念佛會會長林崇基、

董事顏麗容、林張素謎、信徒蔡碧珠等人

後，該院針對該書內容與事實出入之處，

提出說明，本館同意原文刊登於館訊。

                                          編者謹識

壹、星雲大師參與高雄佛教

堂開端、籌建、建立與

發展之時間與因緣

《「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

傳道法師訪談錄》第28頁至30頁，傳

道法師表示，「星雲法師在高雄佛教堂

時間很短，並沒有重大建樹。」「假如

說，今天佛教堂還未登記，還沒有將土

地購下，佛光山肯進駐嗎？」「耆老們

質疑星雲法師幾時建設過佛教堂？」對

此說法說明如下：

民國42年夏天，星雲大師受邀到鳳

山公園演講。講題是「如何醫治人生的

大病」，
1
聽眾有二、三千人，反應熱

烈，演講從晚上7點延至11點多。聽眾

中有來自「苓雅寮布教所」的青年，如

周鴛、陳明等人，他們原本皈依臺南普

明燈居士。周鴛等青年聽了兩次星雲大

師的講座後，嘆為稀有，認同大師的佛

法，因此邀請大師領導他們學佛。

一、星雲大師開法演　青年聞法

音喜追隨

周鴛
2
說：「當時我也在苓雅寮，

是普明燈的弟子，但聽了師父（星雲大

師）的演講，覺得師父年輕、有佛法，

演講講得很好，很現代化，活潑，比較

適合我們青年的需求，所以就開始跟隨

大師。」 楊春蓮
3
也說：「會去高雄佛教

堂是因為師父而去。師父在佛教堂號召

對於《「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

傳道法師訪談錄》內容之更正
佛光山高雄南屏別院   

1 參見 《星雲大師演講集》，〈心病還須心藥醫〉一文。
2  鄭丹琳小姐於周鴛天津家中進行採訪（民國99年6月26日）。
3  陳美娟女士於楊春蓮高雄家中進行採訪（民國9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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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大，每當高雄佛教堂需要什麼，只

要師父一說馬上就有。」 孫阿幸
4
表示：

「當時聽人說宜蘭有一位法師（星雲大

師）很棒，於是就請他來講經，尤其是

鹽埕區的老菩薩，每一次師父來，大家

都是列隊、樂隊迎接。」 

二、籌建、建立高雄佛教堂的因緣

星雲大師表示：「我來這邊講經

後，青年們就倡議要建立一個根據地。

後來大家就商量，覓得佛教堂的現址，

是當時警察宿舍的預定地，那個時候四

周都很荒涼。」

周鴛說：「當時很多人都是因為認

同、支持師父才捐錢。為了籌建款項，我

負責推銷腳踏車彩券（當時一台腳踏車

700塊），只要腳踏車彩券對上愛國獎券

的號碼，就能領到一部腳踏車。一千個當

中，會對到一部腳踏車。每半個月，大概

都會賣到二、三十部腳踏車，就好幾萬，

為什麼能賣到這麼多？因為那裡都是高雄

鋁廠、唐榮鐵工廠、肥料廠，比起當時愛

國獎券要5塊錢，腳踏車券才1塊錢，大

家有個希望，又幫忙建寺廟。」

星雲大師表示：「當時臺灣經濟尚

未起飛，建築經費不易籌得，出錢的人

有限，頂多出50、100元臺幣。籌款方式

多元，青年們持功德箱至廟會募款、賣

『腳踏車彩券』等。」

陳秀足
5
說：「過去在籌建高雄佛教

堂時，有販賣彩券籌款，都是慈輝（周

鴛的皈依名）在負責打點。我們也會拿

功德簿到各地為佛教堂募款，新興區與

鹽埕區的老菩薩，都是看師父的面子，

布施了很多錢。另外，高雄佛教堂設計

師陳仁和原本信基督教，後來師父來

了，才改信佛教。」 

孫阿幸表示：「為了買地，信徒去

募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來建

佛教堂，非常辛苦。我們女眾去外面募

款時，和乞丐吵架，他罵我們和他們搶

地盤。有時到廟會，拿個箱子站一整排

募款；也有到過高雄五塊厝、東山，四

處都去，募款外出坐車時，都拿自己的

錢，不敢拿佛教堂的錢。⋯⋯為節省開

銷，我們跟長榮募鐵，晚上青年來擔土

打地基。」

楊春蓮說：「師父當時在高雄人緣

很好，鹽埕區這一帶都是商人，很護持

大師。⋯⋯師父來了佛教堂後，人才比

較旺，大家出錢出力很快、信眾越來越

4 陳美娟女士於高雄佛教堂進行採訪（民國99年6月27日）。
5 林淯立小姐於高雄普賢寺十樓客堂進行採訪（民國99年8月27日）。

對於《「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內容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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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為師父，佛教堂蓋得更順利。」

三、星雲大師於高雄佛教堂弘法

盛況

星雲大師表示：「當時皈依的青

年都是『慈』字輩。男、女眾的青年很

多，比宜蘭雷音寺多，他們熱情洋溢，

也是每天都來唱歌、練法器、學習講

演。慈華負責慈育幼稚園、慈輝負責籌

款、廚房，另有慈香、慈音、慈美、慈

智、慈芳、慈書等。高雄佛教堂蓋起

來，但沒有經費裝修，員警也來查佔有

土地的問題，所幸，警民協會會長洪

地利、（高雄）市長陳武璋也幫忙我

們。」

陳秀足：「民國42年師父來到佛教

堂講經，帶動青年學佛，成立歌詠隊、

訓練青年到各地布教演講、舉辦供佛齋

天、請廣慈法師教青年學法器與當香燈

等。由於師父充滿熱忱、又很會說法，

吸引鹽埕區一帶的老菩薩、議員等，佛

教堂才興盛起來。」

孫阿幸說：「我21歲就來這裡（高

雄佛教堂）學法器，師父對年輕人很

好，當時我們已經有鼓樂隊，而後師父

來了成立歌詠隊。」楊春蓮說：「我是

民國42年高中畢業，44年皈依星雲大

師，皈依後到高雄佛教堂唱歌參加活

動。皈依師父後，師父到哪裡，我們就

跟著到哪裡。我喜歡唱歌，師父在講經

時我們就唱歌，佛教堂在大師帶動下很

有朝氣。」

以上說明星雲大師於民國42年起，

確實參與並促成高雄佛教堂的購地與籌

建。此外，慈容法師6 表示，民國42-47

年期間，星雲大師在高雄佛教堂舉辦過

千人佛七、千人露天佛學講座、八百人

三皈五戒，學幼教的他，亦協助創立慈

育幼稚園等，帶動高雄學佛風氣，推廣

佛教事業。並非如書上所說沒有參與建

設、沒有建樹等之言。 

貳、星雲大師離開高雄佛教

堂的原因

《「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

傳道法師訪談錄》第28頁至30頁，傳

道法師提到，「當時，星雲法師曾想將

高雄佛教堂變更為出家道場，要求負責

的居士交出所有權狀、幼稚園。⋯⋯當

他要求交出所有權狀、修改章程時被拒

絕，最後才黯然離開。」「佛光山長久

以來就對高雄佛教堂有興趣」、「佛光

6 慈容法師口述（民國99年8月22日）。慈容法師為宜蘭念佛會的青年吳素真出家，早年跟隨大師前往各地弘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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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心機深沉，手腕靈活，光是佛教堂

的土地就值好幾億，何況地處都會中

心，正可大顯身手！他們從民國四十幾

年就覬覦了，不過鎩羽而歸。」針對以

上的說法，說明如下：

民國43年，月基法師從香港來到臺

灣。星雲大師禮請月基法師擔任高雄佛

教堂住持，而他則擔任佛教堂的當家。

月基法師駐錫高雄佛教堂期間，星雲大

師仍駐錫宜蘭雷音寺，每兩三個月才會

到高雄佛教堂一次。民國47年，星雲大

師因以下因素，離開高雄佛教堂。

一、高雄佛教堂大殿佛像前兩隻石

獅子去留問題，引起兩派激烈鬥爭。當

時「保獅派」堅持將石獅子放置大殿的

佛像前（見左圖）；「去獅派」主張將

石獅子搬至大殿的門口。
7
 

二、建築外觀「卍」字的問題。
8
 

（見右圖）

三、月基法師擔任高雄佛教堂住

持期間，在現在高雄五塊厝另建棲霞精

舍，之後月基法師便離開高雄佛教堂。

對以上事件星雲大師表示：「我主

要反對的是那個『卍』字，為什麼呢？

我主張的『卍』字是正的，他們的是反

過來的『卍』，這是希特勒德國納粹標

誌。那個標誌一弄，在我的心中，對這

個佛教堂就很冷淡。後來月基法師離開

了以後，他沒有說他要離開，也沒有說

要我來，那我就說我們一起撤退。」

7 參見星雲大師，《往事百語（六）．排難解紛不是閒事》，頁155。
8 參見星雲大師，《往事百語（五）．勇敢的一面》，頁16。

當時引起爭論的「卍」字方向，及二隻石獅子置於

佛像前兩旁。

高雄佛教堂，攝於民國99年6月27日。當時引起爭論
的二隻石獅子已搬到大殿門口。

卍

卍

卍

卍

對於《「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內容之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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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足說：「當時趙仲秋、陳明、

陳文等人主張要把獅子放在佛前。那個

『卍』字，我們是這樣寫『卍』的，他

們就要『卍』字。師父覺得佛教沒有這

樣的方式，雙方無法溝通，也就漸行漸

遠。」孫阿幸也說：「高雄佛教堂每次

選董、監事就內鬥。到最後，也沒有法

師願意住在那裡。」

以上說明星雲大師離開高雄佛教堂

的真實原因，並非如書中所說：「當他要

求交出所有權狀、修改章程時被拒絕，最

後才黯然離開。」或「佛光山民國四十幾

年就覬覦，長久以來一直有興趣。」

叁、民國93年高雄佛教堂董

事會改選因緣過程

星雲大師離開高雄佛教堂後，數十

年不再過問其事。而在民國93年佛光山

接受高雄佛教堂之因緣。據相關人說明：

陳秀足說：「師父離開佛教堂之

後，信徒就逐漸減少，到最後信徒不到

二、三十位。幾年前，我因為聽到一起

學書法的孫阿幸說：『現在的佛教堂信

眾零零落落的。』而後，又聽到一位董

事說要把佛教堂捐出去，找過如元亨

寺、海濤法師等，但都不接受。當下我

就跟這位董事說：『那，再把高雄佛教

堂還給佛光山。』他說：『有通喔！我

回去跟大家（董事們）商量。』」

高雄佛教堂前念佛會會長林崇基
9
表

示：「民國81年我就構想禮請大叢林的

法師前來駐錫高雄佛教堂闡揚正法。後

得知顏麗容、林張素謎等董事、信徒等

人也有此想法，於是在顏麗容的學佛道

友蔡碧珠建議下，認為值得將百廢待興

的高雄佛教堂交由佛光山管理。」

「到民國92年董事顏麗容、信徒

蔡碧珠偕同陳秀足前往佛光山普賢寺拜

訪當時的住持滿淨法師。而後星雲大師

表示，『隨緣。有因緣，佛光山就回

去，但要經過合法的程序，改組董事

會。』」 

董事顏麗容說：「經過一波三折，

於民國93年所有信徒進行投票，計有

五分之四的票通過，由佛光山慧寬法師

當選董事長，並推派慧寬法師駐錫在高

雄佛教堂，擔任住持一職，正式由佛光

山接管。佛光山未接管之前，共修人數

零零落落，慧寬法師來之後，恢復叢林

早晚課修持、開辦佛學班、禪修班等社

教課程，成立讀書會及童子軍等活動，

9 林淯立小姐於高雄佛教堂進行採訪前念佛會會長林崇基，歷任董事顏麗容、林張素謎，普賢寺信徒蔡碧珠等人
（民國99年8月27日）。

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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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修人數更達二百餘人；若是辦大法

會，人更是擠到大殿外。」

選舉後，高雄佛教堂前董事長趙仲

秋控告違法，但法庭在民國94年4月21

日判決選舉合法。佛光山進入高雄佛教

堂後，由法師領導大眾共修，傳揚正法

正教，因而獲得大眾的擁護。因此，佛

光山駐錫高雄佛教堂乃經過正式合法程

序，而並非如文中所說的不按程序。

肆、結語

一、星雲大師於民國42年起，確實

參與、並促成高雄佛教堂的購地與籌建。

二、民國42-47年期間，星雲大師在

高雄佛教堂舉辦過千人佛七、千人露天

佛學講座、八百人三皈五戒、創立慈育

幼稚園等，帶動高雄學佛風氣，推廣佛

教事業。

三、星雲大師離開高雄佛教堂的主

因：

1. 大殿佛像前「去獅」或「保獅」

兩派鬥爭嚴重；

2. 建築外觀「卍」不符佛教「卍」

字設計；

3. 高雄佛教堂內鬥嚴重。

因此當月基法師離任時，星雲大師

也同時撤退，全心投入高雄壽山寺、佛

光山寺，乃至後來與國際佛光會的創建

與全球性發展。

四、民國93年高雄佛教堂董事會

改選一事，起因為高雄佛教堂信徒與董

事們禮請佛光山駐錫，經由合法程序改

選，並獲得法院判決合法。

以上陳述，收錄自訪談民國42-47年

間，親自與星雲大師一同參與興建高雄

佛教堂，以及民國93年親自參與高雄佛

教堂董事會改選之重要相關人士。

                 佛光山高雄南屏別院謹上

                民國99年10月20日

卍

對於《「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內容之更正

◎《蔣中正總統五記》，包括困勉

記、省克記、游記、學記、愛記等，出

自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係蔣

中正秘書仿類抄體例，就蔣氏日記，以編

年體方式，分類摘抄而成。起訖年代，自

清光緒十（1884）年至民國32（1943）

年。因摘抄自蔣氏日記，故其史料價值極

高。國史館預定於本（100）年12月底，

以精裝精印方式，分裝成6冊出版。

本館出版新書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