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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主任講話
1 

 

「諸法因緣生」，這是佛法的精義，也是世間的真理。

我們這女眾佛學院，不覺已屆三年圓滿了。看見莘莘學子，

個個法喜充滿，手持瑰麗堂皇的畢業證書，我也有說不出的

喜悅！在這三年以前，我做夢也想不到有這麼一回殊勝因緣

會在敝寺出現的。名義雖說一同寺在辦佛學院，其實在我則

慚愧萬分！自問毫無能力，只是在印公導師的威德感召與賢

明領導下，鄙人幸得追隨驥後，作為無數因緣中的少份因緣

而已。 

今日諸同學所得的成果，固然由於各位三年來的精勤修

習，有以致之！而功績最顯著的，當推福嚴精舍諸位年少老

成德學雙隆的法師們，櫛風沐雨，寒暑無間地為同學們講課，

這些法身父母之恩，自該永銘莫忘。另外還有個非常重要的

增上緣，不可不知︰我們都是凡夫，皆賴飲食以資生，修道

者謂「借假修真」，學法的青年，更需營養的支持，我們出

家人雖然一切從簡，以清淡為原則，但三年悠長的歲月裏，

整個學團，所需的消耗，統計起來，數字也不小，這都全賴

熱心衛教的大護法們慷慨布施，以及善導寺的經常資助，才

能維持到今天的圓滿，綜此，法師們的法施，護法們的財施，

我們都該深刻五中！諸同學雖從此分手各奔前程，但望此去，

尚須恆常憶念法師們及護法們的洪恩碩德，因而加倍勇猛，

為佛教為眾生而努力！ 

至於鄙人的確無甚貢獻，還望諸同學有以見諒！我所能

做到的，真是微不足道；只有一片隨喜心，移出簡陋的寺舍，

                                                       
1本文引用自：〈訓導主任講話〉，《新竹女眾佛學院畢業特刊》26-27 頁，

民國 49 年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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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作院址之用而已。說起來，這也是一個巧妙因緣。恰好我

們的藏經樓落成不久，上下兩層，正足以利用作宿舍和講堂，

雖嫌狹窄一點，尚幸勉強敷用，各同學均能「審容膝之易安」，

我更感到異常的高興！因為這一來，我的藏經樓，不但藏了

無聲的經典，還藏了幾十個活潑的經橱呢！這比什麼都有意

義！ 

至於生活情形，一向如法合軌，和諧相安，均賴院長及

法師們經常教導有方，訓勉有加，故各同學均道心勇銳，福

慧雙修，飲食既甘淡泊，體力又能耐勞，精誠合作，勤勉互

助，僧團所有的清淨和樂的氣氛，貫徹始終，三年如一日，

這也非常值得慶慰的事。願諸同學今後，無論向那一方發展，

尤須發揮此番僧伽精神，以作自律攝他的張本，既可以保持

出家風味，自利利他，亦以此才不負諸法師及諸護法的栽

培！ 

我除了為諸同學慶幸之餘，亦為自己欣慶，因為籍此因

緣，敝寺才有機會作一點對佛教有意義的事，留下光榮的一

頁；同時久渴法雨的我，又得陪列末座，受益不少！今天，

我也和同學們一樣，要向法師們護法們深深地敬致無量謝忱！

更要向諸同學謹

致祝福︰各位此

別，於自利方面，

道業猛進；利他方

面，廣度眾生！各

位的光榮辛福，也

就是佛教的光榮

辛福！此去務須

珍重前程！我也

感到法喜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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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家因緣 

上人傳曹洞正宗，號玄深，字義，俗姓鄭，名秀梅，新

竹鄭公季章長女，民國二年十一月九日瑞生。夙具善根，稟

賦聰慧，幼時常隨祖母出入廟堂，時受薰修，頓發菩提心種；

民國十一年排拒眾難，薙髮一同堂，隨投於
上
覺

下
力上人派下。

上人稟賦穎異、靈敏慧巧；民國十九年即任一同堂住持。 

 

二、求學歷程 

民國二十五年，求學心切，東渡日本就讀京都尼僧學校。

上人求學精誠，且熱愛祖國，於就讀當地猶求學國語（漢語

文）。畢業後被當地應邀住持一所尼寺。但上人念於祖國恩、

鄉土情，遂歸返祖國。爾後曾陸續親近
上
慈

下
航菩薩、

上
印

下

順導師、
上
星

下
雲法師，並為其弘法作臺語翻譯。 

 

三、建立道場 

民國三十六年，返歸祖國，重整一同堂。四十二年，為

住眾益於閱藏鑽研之需，添建藏經樓一座、客廳一所。四十

四年，于觀音山興建福藏寶塔；當時民生匱乏，上人常為建

塔南北奔波說法，勸募歷時數年，完成艱巨工程。續又鑑於

一同堂殿舍之年久，尤恐狹隘不適度眾之需要，翌年鳩工于

觀音山福藏寶塔前，闢建現況壹同寺。大眾同心協力、竭盡

辛勤，歷十年相繼完成大雄寶殿、藥師殿、五觀堂等，與福

藏寶塔相關之建物。櫛風沐雨、艱辛無狀。六十三年初，為

新發心僧眾之需，增建左右兩僧房及三寶殿。七十七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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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為僧眾膳食之需，重建大寮，擴大五觀堂並增設圖書室。

可見上人護顧僧眾如己身，愛護常住如眼目。 

 

四、培育僧才 

民國四十六年，于一同堂創辦新竹女眾佛學院，禮聘
上

印
下
順導師為院長，

上
演

下
培法師為副院長，為期三年，學員

達四十多人。上人除當家之外並擔任訓導主任，參與學生之

生活管理，輔導教化學生，培育僧才，不遺餘力。上人理想

為寺廟學院化之生活，不斷為僧眾親自講授佛說阿彌陀經、

藥師琉璃光本願功德經、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慈悲三昧水

懺、金剛科儀、梁皇寶懺等法，要不斷以法薰習大眾；並禮

請許遐年居士教授國文與書法，提昇僧眾素質含養，育才之

切語重心長。 

 

五、弘法利生 

上人以弘法利生為本務，廣勸淨土為依歸。民國三十八

年，首于新竹南門本願寺創辦佛教講習會，禮聘
上
慈

下
航菩薩

任會長，為新竹地方帶來佛教訊息。三十九年，任中佛會臺

灣省佛教會理事，又兼任新竹縣支會常務理事，為教護教不

遺餘力。六十年十一月，于壹同寺傳在家菩薩戒，禮聘
上
慧

下

三法師為戒和尚，廣傳佛法。六十六年，創辦壹同幼稚園兼

任董事長，寓教育於普化、廣續慧命、散播菩提幼苗。又任

仁愛之家董事，普利孤幼。復為信眾聞法交通之便，于新竹

南大路創設壹同講堂，禮聘高僧大德每週宣講妙法，廣益群

眾；上人亦於每週共修會中開示法義，如灑甘露，令增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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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戒為無上菩提本，長養諸善功德，況乎為戒定慧三無漏

學之首。戒能令身口意三業清淨，而後自在產生定，引發無

漏聖慧。為令出家二眾恆念佛之本懷，在家二眾深識戒之所

在，使能如法行持。故于七十八年三月，擴建五觀堂完工之

期，禮聘
上
真

下
華法師為戒和尚。每月舉行八關齋戒一次，廣

被四眾。悲愍含識之心，受者永誌難忘。 

 

六、修持謹嚴 

上人修具慧根，今復勇猛精進，冀此一生修證菩提。上

人平時持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嚴謹希被一切含識，又念佛、

禮佛數十載如一日。雖七十八年微疾示現，益加精進，日持

聖號不斷，可知上人精進修持。上人法相莊嚴，一生戒德清

淨，弘宣佛法，隨緣惜福，嚴以律己，寬以待人，獎掖後輩，

不時以慈悲心行教化徒眾。惟今緇素弟子，謹當以戒為師，

以教奉行，奮勉自勵，庶不辱上人教誨恩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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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民國 年齡  大事記 

1913 2 1  ◎11 月 9 日，上人出生。 
◎俗姓鄭，名秀梅。新竹鄭公季章長女。 
◎祖母和叔叔經商於法國，祖母陳林進

治為通草會社董事長，家裏在新竹甚有

名望。 
1922 11 10  ◎尊禮達精法師，於新竹香山壹同堂出

家。 
釋禪慧《覺力禪師年譜》：弘宗大德，法

名達精，新竹湖口人氏。……出家大湖

法雲禪寺，為妙果和尚大弟子，親近覺

力禪師研習佛教要義。於覺公住持時

代，嘗於本山任職監院。……師善傳漁

山梵唄，音韻悠揚，生前愛惜人才，座

下得度弟子除真應法師外，尚有汐止靜

修禪院玄光、新竹壹同寺玄深……，皆

一稟師志，弘揚佛教，領導一方。 
◎祖母和叔叔施打脅迫還俗，堅持如一。 
◎常被誤會長頭蝨才把頭剃掉，被當地

人叫「啞巴子」。 
◎生活刻苦，採摘山上野木瓜到市場

賣，以補收入。 
1924 13 14  ◎11 月 5 日，到香山壹善堂參加覺力禪

師宣講《維摩詰經》法會。 
1925 14 15  ◎參加覺力禪師「南瀛佛教會第二回特

別講習會」。 
1930 19 18  ◎接任壹同禪堂住持 
1932 21 20  ◎如照法師（即慧照法照，後為竹南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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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寺、新竹翠碧岩寺住持）禮上人出家。 
◎覺力禪師到壹同寺為常住眾講《般若

心經》。 
◎仲夏，覺力禪師肝硬化，上人奉祖母

命前往探視，並致果儀三百，及後再寄

山東梨致禪師。 
1936 25 24 ◎赴日就讀京都「淨土宗尼眾學校」，鑽

研佛學，學習威儀道風。 
1947 36 35 ◎返回台灣，獻身佛教。 

◎親近慈航法師、印順導師、星雲大師，

並為其弘法作台語翻譯。 
1949 38 37 ◎於新竹南門本願寺創辦「佛教講習

會」，禮聘慈航法師任會長。 
◎台灣政府實行「三五七減租」，祖母留

給上人的田地被放領，私產頓減，生活

日益拮据。 
1950 39 38 ◎任中佛會「臺灣省佛教會」理事，兼

任「新竹縣佛教支會」常務理事。 
1952 41 40 ◎星雲大師在青草湖佛學院教書，上人

領眾聽講。 
星雲大師〈百年佛緣--如學比丘尼 盼建

師子會弘法〉《人間福報》(2013 年 8 月

21 日)： 
和他的認識，是我還在新竹青草湖靈隱

寺台灣佛教講習會教書的時候。因為靈

隱寺和壹同寺相隔只有一小時路程，不

是很遠，我在上課時，玄深法師都率領

徒眾前來聽講，就這樣結下了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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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在城隍廟前街頭布教，上人

為大師作翻譯。 
星雲大師〈百年佛緣--如學比丘尼 盼建

師子會弘法〉《人間福報》（2013 年 8 月

21 日）： 
後來，在我每個周末前往新竹城隍廟前

街頭布教時，他也常常替我翻譯。壹同

寺是當時新竹市的寺院當中，被認為是

一個貴族的寺院，他們對外都沒有來

往，真可謂「門雖設而常關」，不過，他

們在佛法上相當精進，不落人後，後來

還辦了壹同寺女子佛學院。 
1953 42 41  ◎為住眾益於閱藏鑽研之需，添建藏經

樓一座，客廳一所。 
◎4 月中，印順導師擬購買壹同寺後

山，觀音坪約一甲坡地，興建福嚴精舍。

上人接待印順導師到壹同寺暫住。 
演培法師《一個愚凡僧的自白》: 
精舍建在甚麼地方，自然是個首要的問

題，時我正在新竹靈隱寺，主持佛教講

習會，就請導師暫到壹同寺，寺主玄深

尼師亦很恭歡迎導師到來，有時談起覓

地建福嚴精舍，終在壹同寺後山，找到

一塊名為觀音坪的山坡地，……導師看

後，亦認為可以，決定購一甲多地，乃

於此建成精舍。 
◎6 月 25 日，時導師為正聞學社事而赴

香港，福嚴精舍一切建築工程交由上人

監督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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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參加新竹靈隱寺舉行的大

醒法師舍利入塔典禮。 
◎9 月 30 日，「新竹縣佛教支會」理事

長無上法師，請印順導師演講三天，上

人作台語翻譯。 
1954 43 42 ◎9 月 4 日，印順導師宣講《藥師琉璃

光如來本願功德經》，由上人作台語翻

譯。 
1955 44 43 ◎有感出家人生活維艱，為使後人可安

心辦道，與師弟玄源法師擬建寶塔。 
◎在李克成博士捐獻下，於新竹觀音山

興建「福藏寶塔」。時民生匱乏，為完工

程，南北奔波，說法勸募。 
1956 45 44 ◎有鑑壹同禪堂舍年久狹迫，度眾成

難。於寶塔前闢建壹同寺。 
◎12 月，法籍比丘阿難陀來訪印順導

師，暫住壹同寺。 
1957 46 45 ◎5 月 10，「福藏寶塔」落成。 

◎9 月 6 日，於「壹同堂」創辦「新竹

女眾佛學院」，成為台灣佛教界首次開辦

的女眾佛學院，與靈隱寺同為新竹市佛

教辦學的主要寺院。 
釋妙然編《民國佛教大事年紀》： 
新竹壹同寺住持玄深尼師，鑒於培養弘

法人才為當前佛教之急務，特發心創辦

女眾佛學院。 
妙峰法師〈三年來的教務概況〉《新竹女

眾佛學院畢業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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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舍講堂太小，宿舍不夠，又是男眾道

場，根本不適宜。……於是大家都希望

該寺住持玄深上法師發心辦，始初她以

辦學有經驗及經費沒有著落不敢答應。

後來經院長尤其是副院長演培法師的竭

力慫恿與鼓，終於了大心慨然承辦。 
《海潮音》（第三十八卷九月號）： 
新竹女眾佛學院，已於本（九）月六日

在草青湖壹同寺舉行入學式典禮，行儀

簡單而莊重。……該院教師陣容雄厚，

除印老法師經常講授自著之偈頌（《成佛

之道》）外，尚有續明、妙峰、印海、通

妙、常覺法師及一位在家老師，分任宗

派源流、五蘊論、佛遺教經、法句經、

佛教歷史人物、及國文等課。 
禮請印順導師為「新竹女眾佛學院」院

長，演培法師為副院長，妙峰法師為教

務主任。上人擔任訓導、事務主任，照

應學生生活起居、上殿、過堂等事，輔

導教化學生，及負責管理學院經濟及有

關庶務。 
◎12 月 8 日，「新竹女眾佛學院」正式

舉行開學典禮。 
《海潮音》（第三十八卷十二月號）： 
新竹壹同寺主辦之新竹女眾佛學院，計

有正班生二十名，旁聽生三十餘名，自

九月間開課以來，學業操持，均已步入

正軌。該院經教務主任妙峰法師及訓育

主任玄深法師之積極籌劃，乃於本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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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舉行開學典禮，是日上午十時三

十分典禮開始。 
《海潮音》（第三十九卷元月號）： 
原像秋風古廟般的壹同寺，竟也變成了

造就人才的學府，陶冶法器的洪爐！

這，不能不歸功於該寺住持玄深法師的

遠見與魄力。 
印順導師致辭：本人來到台灣之後，見

此地女眾出家的很多，覺得從事佛教的

女眾教育，是一椿極迫切的工作，所以

時從旁鼓勵玄深法師，希望利用壹同寺

這現成的環境，創立一所女眾佛學院，

讓有志向道的女青年們，能有研修佛法

的機會，以冀他日學成，弘揚聖教，應

導人心。終於，在玄深法師的努力籌劃

之下，這一小小規模的女眾佛學院，總

算創辦起來了。 
◎實踐「寺廟學院化」 
為僧眾講授《佛說阿彌陀經》、《藥師琉

璃光本願功德經》、《慈悲三昧水懺》、《金

剛科儀》、《梁皇寶懺》等法要，以法薰

習大眾。 
請請許遐年居士教授國文與書法，提升

僧眾文化素質。 
◎「新竹女眾佛學院」孫姓學生要出家，

上人恭請印順導師為他剃度，取名慧瑜。 
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 
學院中有一位孫姓的學生要出家，玄深

勸我為他剃度，我以沒有女眾的道場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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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辭。他說：「將來住在壹同寺好了」。

我就這樣的為他落髮，取名慧瑜。 
1958 47 46  ◎接待從香港來台親近導師的黃柳珍

（慧瑩法師），住於壹同寺，並請她擔任

「新竹女眾佛學院」監院。 
◎11 月，接待越南華僑了然法師及白瑞

華入讀「新竹女眾佛學院」。 
1960 49 48  ◎7 月 10 日，「新竹女眾佛學院」第一

屆佛學院授業圓滿。學院為期三年，學

員達四十多人。 
印順導師〈院長訓示〉《新竹女眾佛學院

畢業特刊》： 
新竹女眾佛學院成立，並不容易。成立

以後，竟能三年圓滿；而三年內，大眾

能和諧共住，安定向學，實在難得！……
大家是女眾出家，出家究竟為何事？總

要從自己身心反省起：對三寶信心增進

否？見眾過生怖畏心否？煩惱減輕

否？……切勿貪逸惡勞，自是非他，偏

愛嫉妬，鬥亂是非！ 
妙峰法師〈三年來的教務概況〉《新竹女

眾佛學院畢業特刊》： 
本院開學以來，不覺已屆三年，由於三

寶慈光的加被，院長印公導師德化的感

召，壹同寺玄深住持的真切發心，諸位

法師的通力合作及多數院護們的熱心支

持，今天，終於三年教學期滿而宣告第

一屆畢業了。……訓導主任玄深法師曾

留學日本多年，學養很高，管教甚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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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來備極辛苦。 
慧瑩法師〈歡送畢業同學〉《新竹女眾佛

學院畢業特刊》： 
如沒有這遠近適中尼眾道場，就沒有院

址；再則，假如壹同寺的玄深當家師不

發大心栽培人材的話，則教室宿舍經費

維持，生活管理等幾個主要條件不得成

就。 
如賢法師〈日記一則〉《新竹女眾佛學院

畢業特刊》： 
我的師父，能犧牲自己而為大眾著想，

不惜費神勞力，奔走維持與管理。像我

這麼愚笨，她不但不放棄，而且時加鼓

勵。 
◎印順導師建議尼眾教育最好由尼眾主

持，上人深表同意，並介紹台北平光寺。

但在高級班籌備之時，住持未受過尼眾

教育，怕在見解上不易融洽而罷。 
1966 55 54 ◎壹同寺大雄寶殿、藥師殿、五觀堂相

繼完成。 
1971 60 59 ◎11 月，於壹同寺傳在家菩薩戒，禮聘

慧三法師為戒和尚。 
1974 63 62 ◎為新發心僧眾之需，增建左右兩僧房

及三寶殿。 
1977 66 65 ◎創辦「壹同幼稚園」，兼任董事長，散

播菩提幼苖。 
◎任「仁愛之家」董事，普利孤幼。 
◎創設「壹同講堂」於新竹大南路，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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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高僧大德每週宣講妙法。 
◎於每周共修會中開示法義，令增正信。 

1978 67 66  ◎7 月 9 日，赴美南加洲羅省蒙得利公

園市，印海法師住持的佛教正信會法印

寺開光典禮。 
◎9 月 22 日，真華法師住持的福嚴佛學

院，舉行開學典禮，上人前往致賀。 
1985 74 73  ◎舉辦唯一一次重陽節敬老活動。 
1988 77 76  ◎為僧眾膳食之需，重建大寮、擴大五

觀堂、增設圖書室。 
◎7 月 18 至 24 日，舉辦兒童佛七令營。 

1989 78 77  ◎微疾示現，益加精進，日持聖號不斷。 
◎3 月 18 日，擴建五觀堂完工。 
始辦壹同寺每月一次一天一夜的八關齋

戒，禮聘真華法師為戒和尚。 
1990 79 78  ◎6 月 3 日（農曆 5 月 11 日）寅時，圓

寂往生，世壽七十八，僧臘六十九。 
星雲大師〈百年佛緣--如學比丘尼盼建

師子會弘法〉《人間福報》（2013 年 8 月

21 日）： 
我感念玄深法師為教的熱心、做人的高

貴，所以就很願意為他們服務。 
《台灣佛教辭典》：壹同寺為新竹縣著名

的尼眾道場，開山住持玄深，曾留學日

本京都，光復後在新竹地區興辦女眾佛

學院、佛教講習會及幼稚園等，對當地

之僧俗教育事業貢獻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