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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是史家 
釋自晟  紫竹林精舍香光志願服務隊召集人、紫竹林精舍監院 

【摘要】高雄紫竹林精舍是大眾終身學習的心靈學校，是香光尼僧團在高雄地區的推廣教育中心，

也是在臺灣面向世界的「心」聖地。本文概述紫竹林精舍秉持著「人人皆可成佛」的信念、「終身

學習」的理念，組織「文化志工」團隊，關懷在地文史、與大眾生命的發展史，從實作做中學、學

中做推廣「大眾史學」，實踐從「人人皆可成佛」到「人人都是史家」的歷程。以志工團隊的力量，

建構集體記憶，實作「高雄都會史與紫竹林精舍故事」之理念，從訪談、撰寫、整稿到編纂成書，

完成《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故事集》的挑戰與願景。最後，期許大家來寫歷史，開顯個人

覺性，開展社會實踐，記憶生命發展史，不論種族、社經、信仰、生活的千差萬別，都能同情共感

全人類的本質是生命共同體。 

關鍵詞：大眾史學；口述歷史；終身學習；紫竹林精舍；香光尼僧團 

 

 

一、終身學習「人人皆可成佛」 

高雄紫竹林精舍的現址，於 1987 年（民國 76

年）動土，當時正是臺灣解除戒嚴令的年代，社

會經濟起飛，國民教育提升，邁向民主、開放、

學習的時代。二十世紀，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

教育思潮是「終身教育」。因此，2003 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教育研究所，提出終身學習的五大支

柱：（一）學會與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二）學會追求知識（learning to know）。（三）

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四）學會發展（learning 

to be）。（五）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

期望透過終身學習，讓每個人在一生中擁有這五

大支柱的力量，發揮相互了解、和平交流與和諧

共處的能力。這也是佛教推展佛陀教育的目的，

人人修持善行以顯發佛性，能為二十一世紀化解

歧視、衝突、暴力，發展具有同理心、平等心的

世界公民素養，活出「人成即佛成」的生命價值，

及展現平等、和平的生命觀。 

紫竹林精舍是個終身學習的學校，香光尼僧

團方丈悟因法師秉持著「人人皆可成佛」、「人

人都有被教育的可能」的信念，啟建紫竹林精舍

作為香光尼僧團南區推廣教育中心。1985 年開辦

佛學研讀班，推展成人教育，至今三十年；研讀

班的課程於 2014 年通過「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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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另外，自 1999 年起，組織志工團隊，推

展小學心智教學、關懷生命教育，至今已十七年；

並於 2012 年通過高雄市教育局認證為「教育類志

工隊」。不論是自我學習或服務他人，都是關懷

社會教育的平臺。因此，每一位來到精舍的人，

都是未來佛，終身學習「人人皆可成佛」，親驗

著「人為用而學」、「菩薩為眾生而學」的旅程。 

教育與學習是終其一生的歷程，個人的終身

學習，是為了讓社會的發展更加光明，也是為了

在人間實現美善的淨土。 

筆者從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後，在高雄

都會終身學習修行與服務，很感謝紫竹林精舍的

學佛者，一直送給筆者許多的弘法動力。猶記得

1999 年，在一場居士的告別式之後，孝眷們來寺

禮謝，向我說：「法師，您在告別式上對我母親

的肯定與欣賞，很如實。如果母親生前就能聽到，

她一定會很開心，法師這麼懂她、讚嘆她。我母

親早年失學，年近六十時，仍堅定地到紫竹林精

舍讀佛學研讀班，每天很認真的預習、複習功課，

作業一筆一筆地寫，我們看到作業本的字，一絲

不苟，這麼整齊，很驚喜！感謝師父，讓我母親

彌補了失學的遺憾，擁有快樂的晚年。明年，身

為子女的我們，也要來就讀佛學研讀班，這是母

親的願望。我們也希望活著的時候，就能聽到法

師對於我們的欣賞，可不要像母親那樣聽不到讚

嘆的話語！」 

這一番話，至今一直深印在筆者心中，成為

心底的願望。希望有一天，為紫竹林精舍的學員、

志工們，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生命的故事。在他

們活著的時候，希望社會大眾閱聽他們的生命

史，期望大眾在閱聽中，互映出覺性之光。2014

年，因緣際會，在精舍終身學習的平臺上，以大

眾史學的方式，實踐從「人人皆可成佛」到「人

人都是史家」，走上實現「大家來寫歷史」之路，

書寫普羅大眾的歷史，並送給社會大眾閱聽的願

望，也衷心感謝這一切因緣的匯集。 

二、終身學習──從「人人皆可成佛」到

「人人都是史家」 

從「人人皆可成佛」到「人人都是史家」的

第一個因緣，起源於 2014 年至 2015 年財團法人

伽耶山基金會在香光尼僧團分院，舉辦北中南四

場「口述歷史工作坊」。其中一場在高雄紫竹林

精舍，由國史館修纂處處長侯坤宏教授講解「口

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屏東教育大學王藝逢講

師講解「紀錄型微電影初探」、和信治癌中心醫

院臨床心理師石世明老師講解「影像紀錄在臨終

心理諮商的應用」、法鼓佛教學院闞正宗教授講

解「口述歷史採訪技巧與資料整理」。經由此工

作坊，感受到每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隨著歲月

的流逝，美好的善行將被人間遺忘，唯有記錄歷

史，才能留下無限的記憶，讓美心永遠在人間，

一代又一代的傳唱著。 

因此，2014 年 6 月，在僧團方丈悟因法師的

支持及紫竹林精舍終身學習的平臺下，招募志工

組織「文化志工組」，成為香光志願服務隊組別

之一。又逢大眾史學專家──臺北市立大學張弘

毅教授鼎力相助，其所提倡的大眾史學理念「人

人都是史家」，正相應著佛陀的理念「人人皆可

成佛」。故邀請張教授為文化志工團隊指導實作。

於是，香光志願服務隊的志工們展開終身學習─

─從「人人皆可成佛」到「人人都是史家」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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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藉由工作坊的實作，做中學、學中做「大眾

史學與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這是成人的體

驗教育。 

2014 年至 2015 年「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工作

坊」，經由兩次的志工招募，共有 50 位報名參加。

歷經一個月一次的培訓，出席四次以上的 34 位志

工，實作「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為期一年。

將法師、志工團隊的實作，編纂成《大家來寫歷

史──紫竹林精舍故事集》。這是終身學習的實

踐。志工們是終身學習的實踐者，懷抱著「學海

無涯，學無止境」的信念，聽那冷的、暖的、甜

的、苦的，人們心海的故事，寫下一字、一句、

一篇的生命史，送給人間，有關高雄都會、寺院

道場、大眾生命史的故事集。這是來自於生命的

記憶、土地的故事，是生活描繪、歷史記憶、信

仰文化的紀錄，也是普羅大眾的生命發展史。從

個人、從在地開始，貼近大眾脈動，開展社會參

與，面向全世界。 

（一）文化志工「實作大眾史學」 

法師及志工團隊投入「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

工作坊」背後的動力來自於：1. 香光尼僧團長久

以來很重視歷史的傳承、生命史的紀錄。2. 紫竹

林精舍佛學研讀班的學員，書寫生命成長史，帶

動了社會良善的循環。3. 信仰「人成即佛成」，

是一種終身學習的實踐。因此，此工作坊是紫竹

林精舍學佛者，實作（doing）「大眾史學的理論

與實踐」，是體驗性的終身學習，從知、思到行

一體的學習。在過程中，學著與人合作、追求新

知、實際操作，學著發展與改變，在生澀的領域、

自我侷限之中，不斷轉化、打破自我格局，享受

甘苦相伴的學習滋味。 

在歷程中，體現著「人人都是史家」的兩層

意思。1. 每一個人對於歷史，或多或少都有自己

的一些看法。2. 書寫歷史並非「職業或專業史家」

的專權，而是從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生

命過程來書寫歷史。這段歷程猶如成佛的修鍊，

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是生命歷經晦暗

之後，轉身而顯現出覺性光芒。覺性的光是在過

程的當下，不在遠方的結果。素人大眾史學的作

品，雖然沒有迷人味蕾的風味，卻有原汁原味之

醇美，像一流清冽的山泉，淡淡而甘美。這是古

今每個生命都需要的清泉，這就是大眾史學之

美。人人書寫自己的生命歷史送給社會，讓大眾

閱聽生命發展史的清泉之聲。 

（二）文化志工「做中學大眾史學」 

香光志願服務隊的志工們能夠「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大眾史學」，是眾多因緣的

成就。1. 書寫關於大眾的歷史，需要有人願意口

述。感謝本書中口述的每一個人，三十多人獻出

生命故事。2. 為大眾書寫歷史，需要有人閱聽。

感謝正在閱聽的您，接納這份原汁原味的生命

史。3. 大眾來書寫歷史，需要由大家來書寫。感

謝書寫或訪談的法師與三十多位志工，以信仰的

力量、學習意樂心與追求善法欲，圓成大家來寫

歷史的美夢，以團隊學習的力量，寫出紫竹林精

舍的故事集。 

實作進行的方式，首先由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館長自衍法師與張弘毅教授規劃架構篇章，

然後由志工選定以小組方式或是個人進行主題。

接著志工們透過訪談、錄音、謄逐字稿、撰稿、

修稿到完成實作。並於每月一次「大眾史學與口

述歷史工作坊」課堂上報告，再由張弘毅教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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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指點，最後經由曉融法師帶領編輯組志工整稿、順潤、校稿，編纂成《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

舍故事集》。 

（三）文化志工投入「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工作坊」學中做 

「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工作坊」自 2014 年 6 月 29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5 日止，共計十二次。其培訓

內容簡述如下： 

日期 培訓內容簡述 

第一次 

2014.6.29 

張弘毅教授講授：大家來寫歷史──「高雄都會史與紫竹林精舍的故事」 
講述曾投入的「大眾史學與口述歷史」工作，舉出未來精舍可進行的主題與方向：

高雄都會史與精舍史，雙軌進行。 

康鴻裕老師報告介紹：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介紹口述歷史如何結合當地文化。透過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從舊地圖讓大家看

見鳳山百年前的樣貌，重回當時的發展。 

第二次 

2014.7.13 

張弘毅教授講授：大眾史學概介及都會史案例分享 
以「大家來寫都會史」為主題，講述大眾史學的理念。身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

事。臺灣的在地文化可分為個人與群體，並由探索記憶與地景，進而了解在地人物、歷

史與文化。並指導架構精舍史的篇章，再由志工選定有興趣的主題，進行實作。在下次

上課時，由志工完成三百至五百字的內容作為分享。 

康鴻裕老師報告介紹：紫竹林精舍在鳳山 
介紹紫竹林精舍在高雄市鳳山區，將築成一扇跨越歷史的大門，訴說著鳳山城三百

年來的故事，從清朝、日治、戒嚴、解嚴、地方自治，直到現在，同樣的地點有不同的

變化，猶如歲月刻下的歷史痕跡。 

第三次 

2014.8.17 

張弘毅教授講授：大眾史學的理論與實踐 
講述大眾史學的理論與實踐，書寫過程除了重視故事外，還要觀察變化，從小故事

反映出人物特色，讓故事栩栩如生。歷史是記憶的延伸，宛如記憶溯溪，在大家寫歷史

中，完成「人人都是史家」的可能。 
志工依照主題分為七組，以小團隊力量進行。部分志工報告實作，張教授進行講評

提示，指導並修正內容，鼓勵不斷寫作，累積大眾史學的書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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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培訓內容簡述 

第四次_1 

2014.10.25 

為招募第二批文化志工的投入，故舉辦 10 月 25 日、10 月 26 日為期兩天的培訓課程。 

王藝逢導演講授：從紀錄片話人生 
講述透過鏡頭拍攝地方人物的真實故事，正如同口述歷史寫下每個平凡的人生故

事，呈現內容是相同的，差別只是用影像或文字留下紀錄。 

第四次_2 

2014.10.26 

張弘毅教授講授：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書寫 
講述什麼是大眾史學，及人人都可能成為史家。藉由在地參與，了解當地文化風情，

投入在地觀點，慢慢連結共同記憶，從時光之河拼湊出大眾與精舍的生命互動，共同寫

下精舍史。 

齊汝萱老師報告介紹：口訪與書寫要點 
介紹訪談技巧及人物書寫要點。以《這些人，那些事》吳念真讀信的例子，鼓勵寫

作在不違背真實又能尊重當事人的情況，圓滿口訪與書寫。 

第五次 

2014.12.28 

張弘毅教授講授：大眾史學的精神及大家來寫村史的案例 
講述大眾史學的精神、訪談技巧、態度，並示範教學。訪談前的功課，先從周邊得到

相關訊息，擬好訪談大綱，依當時情境並感受對方的立場、情緒，順著當下狀況作互動。 

志工報告實作：張教授提示訪談過程要為彼此保留一些空間與時間，在建立信任關係之

後，讓對方打開心防才能得到訪談內容。 

第六次 

2015.1.25 

投入紫竹林精舍特為高雄氣爆道路開通之祈福活動報導，以及踏查高雄鳳山區的在

地文化：踏查鳳儀書院、城隍廟、曹公廟（平成砲臺）、東便門、打鐵街、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龍目井、五甲龍成宮等。 

第七次 

2015.3.8 

康鴻裕老師講授：被創造的傳統及高雄文化記憶 
講述當我們著手進行精舍史的撰寫，可以去思考如何讓讀者閱讀這本書時，想到高

雄故事就會想到紫竹林精舍，吸引更多人來閱讀。期待這是一本結合生活、文化的文史。 
高雄文化記憶，透過影像、記憶、足跡，回頭看歷史，有哪些是消失的歷史？從地

景記憶、建築映像、生活街景等面向，連結過去、現在、未來。雖然一些史蹟已走入歷

史，但當記憶被連結了，情感自然而生。所以，精舍史的寫作可以從這個部分去思考，

看見意義、定位、史料及未來的面向。 

曹馨舫老師講授：現代化歷史研究──以 GPS軌跡實作 

志工報告實作：康老師回饋、提示實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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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培訓內容簡述 

第八次 

2015.4.19 

張弘毅教授講授：大眾史學的理論與實踐 
講述大眾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從書寫大眾歷史 history of the public，為大眾書寫歷史

history for the public，到大眾來書寫歷史 history by the public。並以《綠的海平線》紀錄

片探討歷史紀實，從訪問、拍攝之中，讓影像自然呈現歷史。 

志工報告實作：張教授回饋、提示實作要點。 

第九次 

2015.5.3 

張弘毅教授講授：大眾史學的實踐──在地文化的經營 
推薦大家閱讀《宜蘭女聲──阿媽的故事（教育篇）》一書，以教育為主題，收錄

十位出生於日本時代的女性之生命史。從她們跨越兩個時代的生命敘事，窺探女性受教

育的歷程與生命處境及時代變遷軌跡。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系林允中同學報告：鳳山文化資源現況調查與漫步鳳山一日遊 
報告撰寫鳳山文化資源現況調查，與漫步鳳山一日遊，增加精舍史的閱讀廣度。 

志工報告實作：張教授肯定在地觀點的書寫。 

第十次 

2015.6.21 

張弘毅教授講授：人人都是史家、記憶溯溪 
講述論人或事總有個源頭，猶如記憶溯溪，有上游、中游、下游。看看源頭，了解

這塊土地的過去。閩南語說「咱自己的所在」，所在就一種歸屬感。想像從精舍動土、

落成啟用到現在，已有三十年了，你有什麼樣的感覺？有了什麼改變？歷史的功用就是

認識自己。 
肯定大家來寫精舍史的特色。1. 佛門團體發動最多志工的單位。2. 推動大眾史學

的過程，參與人數是最多的。3. 從頭到尾第一個共同成就完成的。如同佛教的法華精

神，人人皆可成佛；大眾史學，人人都是史家，有異曲同工之妙。 
分享與悟因法師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師父是重視歷史的。除了推廣佛學外，基於對

人的關心，也開啟對地方文史的關懷。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長者，依然昂首向前，那種

胸襟與智慧，是自我修為很好的典範。 

康鴻裕、曹馨舫老師講授：鳳山文化資源、歷史變遷 

志工報告實作：張教授提示學歷史要有史才、史學（學歷史的學問廣博）、史識（有氣

度、格局），最重要是備有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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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培訓內容簡述 

第十一次 

2015.8.1~8.2 

花蓮文史踏查 
張弘毅教授特別企劃 8 月 1 日至 2 日花蓮文史踏查之旅，參與成員共有 38 位；其

中，法師 14 位，居士 24 位。參觀吉安鄉七腳川部落、吉野移民村、慶修院、盧復順玉

礦場、豐田村牛犁社區楊鈞弼的社區經營；最後，與東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座談，肯定書

寫高雄都會史與紫竹林精舍的故事，是從「微觀史學」拓展為「宏觀世界」。 
分享文化志工團隊彙集《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故事集》初稿。張教授提示：

歷史的真實性很重要，但如何去詮釋與理解，能中性客觀、又具有人文關懷的看待問題，

體會「真實」與「情感」二者平衡的重要性。 

第十二次 

2015.10.24~
10.25 

走讀文史趣 
紫竹林精舍香光志願服務隊文化志工組承辦「走讀文史趣」，參訪雲林頂溪社區彩

繪、北溪剪紙藝術村、虎尾三館，以及參加在臺北市立大學舉辦的「寺院史志與大眾史

學發展研討會」，增廣見聞，培植文史素養。 

 

三、《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故事集》

編纂的挑戰 

「大家來寫歷史」是「大眾史學」最可貴的

實踐，也是稿件資料整理與後續最挑戰之處。（一）

文字的組織統合能力，如何篩選、切割、組合訪

談的內容。（二）如何統合全書的章節安排，成

為架構體系。（三）文字順暢，適合普羅大眾閱

讀。（四）影音帶的保存。（五）規劃的主題之

中，有一些重要篇章、人物，因志工的時間、工

作、家庭等各種因素而未能全部完成。 

「書寫大眾的歷史」、「為大眾書寫歷史」

是「大眾史學」最深刻的關懷。這是解構學術權

威，建立多元論述的平臺，關懷普羅大眾的生命。

因此，撰寫過程中，最具考驗的是，如何寫出歷

史的面向，尋找到理解與敘事的脈絡，然後寫出

原因、經過、結果。書寫空間歷史或人物歷史，

要從哪裡開始表述？要從哪個角度切入？如何從

大眾百姓的生命史，找到關鍵的影響力？這都需

要恆心毅力與智慧的選擇，要不斷的錘鍊。 

因此，編纂《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

故事集》是志工們實作的分享。志工們皆非專業

史家，以信仰「我是未來佛」的力量，展現「恆

毅」的好學與熱誠；以終身學習的實踐者，不畏

筆拙、史學知能不足，用心地寫出紫竹林精舍故

事集；以在地參與的觀點，寫下生命的成長歷程，

留下歷史永恆的記憶。這一切，過程勝過結果，

體驗著「教育過程在它自身以外無目的，它就是

它自己的目的。」 

四、《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故事集》

篇章的概介 

為了便利讀者，《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

精舍故事集》將蒐集的文稿，整稿、架構編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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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部分。（目次詳見附錄一） 

第一部分地域篇：認識在地。介紹紫竹林精

舍的所在位置，位於高雄市鳳山區，在歷史發展

上高雄鳳山的變遷，附近的建築、古蹟等文化資

源，以及鳳山這地區的日常生活與歷史記憶。還

有規劃以紫竹林精舍為中心，來一趟輕鬆的一日

「漫步高雄」。地域篇的介紹，是由張弘毅教授

帶領康鴻裕老師、李承哲同學、林允中同學撰寫

而成。 

第二部分溯源篇：認識自己。「港都心聖地」

介紹紫竹林精舍的創建緣起與發展；「法華心道

場」介紹紫竹林精舍建築的特色，展現《法華經》

境教，塑造立體讀經的功能；「建築心意象」記

錄這一路走來，護念道場軟硬體建設所串連的法

華新故事；「咱ㄟ好厝邊」介紹精舍周邊地區，

東西南北方的歷史文化變遷故事。 

第三部分弘化篇：心靈翻轉。介紹紫竹林精

舍的弘化，從兒童讀經班、小學心智教學，外籍

新娘識字班的開辦、少年輔育院的關懷到佛學研

讀班的創辦，有著各種年齡層的終身學習，記錄

大眾的心靈翻轉與成長。 

第四部分人物篇：菩薩身影。記錄活動於紫

竹林精舍的人物，他們以不同角色護念道場、關

懷社會教育。有法師守護道場、有香光尼眾佛學

院學僧參與弘護學習、有法師的俗眷當護法、有

志工參與奉獻的足跡，他們都是菩薩的身影。 

最後，附上紫竹林精舍的大事記、研究參考

文獻、受獎紀錄。 

五、結語 

參與「大眾史學」的法師及志工團隊，以信

仰的力量參與社會的關懷，以在地參與的情感書

寫出在地觀點而完成作品。藉由文化志工培訓課

程，先建構理論基礎，然後進行實作的報告、修

訂。這是成人延續教育的實踐，由團隊力量實作

「大家來寫歷史」，為大眾書寫歷史，送給社會

大眾閱聽歷史，唯願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心」文

化亮點。 

文化志工們能夠實踐「學中做（Learning to do）

大眾史學」，背後是一群守護神的護念成就。首

先感謝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張弘毅教

授，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不論寒暑，從臺

北南下高雄，為志工們指導「大眾史學的理論與

實踐」。師生團隊六人分別隨堂協同教學，並指

導志工們的實作作品。 

感謝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館長自衍法師、

香光尼眾佛學院前僧務長曉融法師，每個月從嘉

義南下，與紫竹林精舍合辦培訓課程，並且架構

篇章、蒐集文稿、整稿，再由紫竹林精舍的編輯

組志工作順稿、定稿等，以及香光尼眾佛學院圖

書館藏主自正法師協力編輯《大家來寫歷史──

紫竹林精舍故事集》。最感謝的是，僧團方丈
上
悟

下
因法師，永遠鼓勵終身學習，支持志工隊以「大

眾史學」書寫生命史，並提示方向，都會史、精

舍史雙軌並重；更鼓勵學佛的人，發起關懷社會

發展的行動，勉勵以文史提升學習的深廣度，寫

下當代的信仰、生活的歷史記憶。 

期望大家懷抱著「人人皆可成佛」的理念，

為大眾書寫歷史。相信人們具有與佛陀一樣悲天

憫人的胸懷，就在閱聽生命發展史中，一一被喚

醒。全人類覺醒的同理心、悲智力，能展開歷史

意識、社會意識和生命意識的同情理解、相互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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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這是紛擾的世界中，真正和平的力量，也是

從「人人皆可成佛」到「人人都是史家」的終極

關懷。 

最後，謹以《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

故事集》，獻給人間芸芸的大眾。但願，嚐遍世

情風霜、踏遍千山萬水的普羅大眾，在流光的歲

月中，一同享有終身學習的樂趣，一起留下生命

的歷史記憶。就在大眾史學的時光隧道中，同情

共感全人類所生長的土地、生活、信仰世界，雖

然有著千差萬別，卻都有共同的需要──安全和

平、自尊尊他和自我實現，這是人間永恆的願求。 

附錄一：《大家來寫歷史──紫竹林精舍故事集》

目次 

序言 我們都在寫歷史 / 釋悟因 

代序 悟因法師：大眾史學的「先覺者」 / 張弘毅 

編序 話說緣起 / 釋自晟 

【Part I 地域篇：認識在地】 
高雄鳳山歷史變遷 
鳳山文化資源調查 
鳳山日常生活與歷史記憶 
漫步高雄 

【Part II 溯源篇：認識自己】 
港都心聖地──紫竹林精舍的創建 
法華心道場──建築創新立體讀經 
建築心意象──法華新故事 
咱ㄟ好厝邊──紫竹林精舍週邊歷史文化變遷 

【Part III 弘化篇：心靈翻轉】 
終身學習的學校──佛學研讀班的創辦 
新生命的轉動──終身學習的迴響 
翻轉吧！年輕人──少年輔育院的關懷 
勇敢的臺灣新移民──外籍新娘識字班的開辦 
我會長大！──小學心智教學與兒童讀經班 

 【Part IV 人物篇：菩薩身影】 
法華守護者──法師的願行 
青松弘護──學僧的平台 
成就僧人的守護者──護法居士 
翻轉的勇氣──志工的足跡 

【附錄】 
一、紫竹林精舍大事記 
二、紫竹林精舍研究參考文獻 
三、紫竹林精舍受獎紀錄 

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