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民國六十七年參加過大崗

山龍湖庵水陸法會的「諸經壇」

後，也已事隔三十幾年了。新加坡

毗盧寺的慧雄法師，每兩年舉辦一

次水陸法會，每逢見面時，法師

他都很誠意地邀約我前去參加，終

於在前年（九八年）我和徒孫一靜

法師因而成行，參加了新加坡的水

陸法會，安排在「淨土壇」。這是

我第二次參加水陸法會，最主要的

原因是希望多了解些，因為四年前

本寺大護法──宏總總裁林宏宗居

士曾提起希望我能辦水陸法會。每

次他提起，我都默默不敢回答，前

年、去年他又提起，當時我順口

說：「辦一場水陸要花很多錢」，

林居士回答：「辦水陸法會可以利

益水、陸、空一切眾生，使得冥陽

兩利」，而經費部份就由他來負

責。話說完就過去了，也沒有積極

著手，就隨順因緣去安排了。

因緣的成就是在上個月，有

一天見恩法師打電話來請我過去

極樂寺吃飯，在喝茶的當下，她問

我：「師父，您水陸法會到底有沒

有要辦，您如果不辦那我們明年就

啟建水陸法會緣起
◎徹宗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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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舉行了。」我聽她這麼一講，恍

然清醒過來，馬上打手機給林夫人

──現任高雄市議員曾麗燕女士。

我問她：「我們是不是來辦水陸法

會？」麗燕告訴我：「師父，兩星

期前宏宗剛好有提起，不知道師父

要不要辦水陸法會呢？」我回答議

員：「好！那我們今年就來辦」，

當下就這麼決定。因緣呢，就是這

樣地微妙不可思議，我一向隨順因

緣，既不強求也不推拖，勇於面對

各項挑戰，但是年紀已大，確實有

點辛苦。

三月六日下午二點半召開第一

次水陸籌備會，我對與會的幹部和

信眾說，這是從來不曾有過，也沒

有過這份的夢想，因緣卻這般的醞

釀而結合。由林宏宗居士發起的大

善願，而也已經過了這幾年的光

景，林居士從9�1大地震以來，經

歷無人所能感受到的嚴厲考驗，深

深的體會：唯有懺悔和發願才能完

成賦予生命中的任務，而我也就來

成就他的大願行。

水陸法會在佛門中是無比殊勝

的大法會，本寺的場地是不夠使用

的，還要租借凱旋世貿中心來舉

辦，另外要購買的物品和要處理的

事情實在太多，因為不熟悉也沒經

驗，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我是

有點擔心，希望大家給我力量，也

希望諸佛菩薩加持，龍天護法的擁

護，四眾弟子同心協力來共同完成

這項任務，使法會更殊勝、更圓

滿！日期是國曆七月十日（農曆六

月十日）灑淨、召請，到七月十七

日（農曆六月十七日）圓滿，以此

告知這次法會因緣的來龍去脈。

�



�11日本本州東北外海淺層苪

氏規模9級大地震、海嘯襲捲、核

廠爆炸、輻射外洩，接連又有火

山爆發、搜救過程大雪直下，餘震

依然延續，接二連三災變應運不

及，恍若世界末日般的提早降臨島

上，而舉世驚動矚目。是天災？是

地變？相對核能的災害無法控管，

能說天地是無情物？瞬間人、財損

失慘重難以估計，影響之極人心惶

惶，如何自保？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

後，曾經講了這麼一句話：「奇

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

德相，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

得。」既然眾生平等，一切眾生皆

可成佛，也因此「四宏誓願」（諸

佛通願），第一句就是：「眾生無

邊誓願度」。只因那無量無邊的眾

生都是佛的子女，而佛心不忍的

是：如何讓那無知沈淪的苦難眾生

同登安樂的彼岸，然後再把佛陀的

無上智慧寶藏施與眾生；但為何眾

生還是眾生？

二月底的六天，我們一行十八

人飛往黃金緬甸朝聖之旅，赤足步

上緬甸的蒲甘、曼德勒，乃至仰光

的大金塔時，膜拜瞻仰佛陀慈悲的

聖像時，那份祥和、純樸、虔敬、

莊嚴的氣氛在四周邊不斷的散漫開

來，心中的悸動無以名之，有著歡

喜、有份感動、更有一股懺悔，

隨著無限的慚愧從中生起，是願力

不強？是悟性不夠？還是宿業的障

重深鎖？應該是相對質地的差距太

過遙遠了吧！人和虛空比較猶如鄰

虛塵（佛經中肉眼無法識別的最小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記日本國世紀浩劫

◎天得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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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比）；和大自然相較是滄海一

粟，然而起心動念所造作的業力卻

無遠弗屆呢。想想我們人類為生活

居住的地球做了那些好事?災難發

生的慘痛所啟動的那份民胞物與的

精神，除了向上天祈禱和行動力的

出錢、出力，又該如何亡羊補牢？

《周易．乾卦》一句：「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

卦﹞一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

載物」，《禮記‧孔子閑居》中：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

照，霜露無私降，此言天地之大，

不外乎公也」，古書聖賢無非告訴

我們：要認知和學習天地自然間運

載無私的道理吧。但從古到今我們

只曉得向大地予取予求，不斷地開

發、不斷的發明、不斷的創造，探

索地球上的所有的資源，也只在乎

達成人類所有進步的需求吧。而

佛法上告訴我們：那宇宙間事事物

物的存在，都是因緣關係的存在，

也隨著因緣的無常而消長，深一層

的是說明：有情六道世間的業感原

理，之間盤結的錯綜複雜也是離

不開因果法則的，所謂「自作自

受」、「共作共受」，若不造作其

因，必不遭受其果的。

學佛人耳熟能詳的幾句話：

「神通敵不過業力」、「萬般帶不

去，唯有業隨身」，也知道《地藏

經》裏所說：「業力甚大，能敵須

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因此

我們如何自求多福？一者發菩提

心，長養慈悲，再者戒殺茹素，持

守五戒十善，向大地生靈徹底反省

懺悔，真正平等一切，離惡行善，

才能勇於面對災難的到來，留給子

孫未來的希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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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緬甸的蒲甘有「四百萬

佛塔」之稱，尤其是在日落時的蒲

甘最美，聽到這樣的數字就倍感其

殊勝，心中極為仰慕，為了一償宿

願，邀約天得法師、理慧法師及信

眾一團十七人，於�月��日就歡歡

喜喜地向中緬、南緬朝聖去！黃昏

時分到了南緬素有「東方花園」美

譽的仰光，看了「古典火車站」一

眼，就乘坐「雙向位人力三輪車」

遊街，繞了一圈回到「古典火車

站」，大伙兒就停留拍照--「到此

一遊」。接著前往「觀音古廟」，

有台灣的味道，大家相繼供養後，

「慢」步走在「唐人街」上，有一

點像台灣的夜市，但是台灣比較乾

淨、先進！隨後用晚餐去也，正是

台灣時間八點「而已」！大家都已

饑腸轆轆了。

第二天，一大早四點半就

「morning call」，ㄛ！為了要

趕飛機飛往美麗的蒲甘。下了飛

機，迎面的空氣透著微涼，感覺

好舒爽、空氣很新鮮！等車的同

時，在小小的機場開始購物了，這

◎天瀅法師

裡的玉石相當便宜，「一朵拉」

（one dollar 美金）成為我們的

口頭禪，隨時掛在嘴邊玩笑地開心

的說著。在未參拜佛塔前經過市

集，下車繞了一圈，幾乎蔬果類為

多，當地的小朋友向我們要糖果，

甚至用搶的，看情形不妙就急忙

上車。我們首先朝拜「瑞西貢佛

塔」，這佛塔範圍真大，東面有過

去佛「拘留孫佛」、南面是「拘那

含牟尼佛」、西面為「迦葉佛」、

北面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佛塔

在陽光下金光閃閃，有些歐美人士

也來參觀，為後來蒲甘平原許多佛

塔的建築範本；代表緬甸早期的

佛塔建築「阿難陀佛塔（Ananda 

pagoda）」，於西元1090年建造

黃金緬甸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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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180呎，西面為「釋迦牟尼

佛」、南面是「拘那含牟尼佛」、

東面有過去佛「拘留孫佛」、北面

為「迦葉佛」，西南二佛由金銀銅

鐵錫鑄成，東北二佛由千年樟木雕

刻而成。繼而參拜有神廟之稱的

「大比紐佛塔」表示佛陀無所不知

之意，西元111�年建立高�01呎，

全部供奉釋迦牟尼佛，每燒一磚窯

共十萬塊磚，抽出一磚建成右邊一

座中塔，可見此塔之雄偉。以壁畫

聞名的「古彪基佛塔」1�世紀建築

的，讚頌著佛陀五百五十世輪迴的

動人事跡，並參觀傳統手工漆器製

造及成品。下午朝禮「達磨揚意佛

塔」1�世紀建立，供奉佛指舍利，

緬甸是南傳上座部佛教國家，人民

相當虔誠地供養「本師釋迦牟尼

佛」及建造佛塔或金箔安貼佛像，

縱使地板不乾淨，進入佛塔廟一律

脫鞋赤足以表崇敬。在傍晚時分大

家乘坐馬車，一路黃沙滾滾地來到

有鐘型塔頂的「瑞杉多佛塔」，供

奉佛牙舍利，我們登上高階觀賞

落日，夕陽西下後一邊唱著「小

小羊兒要回家--紅紅的太陽下山

啦…」，一邊準備回去用晚餐。晚

上在花園餐廳用餐，沒有燈火，在

餐桌上點了蠟燭，非常有氣氛像

黃金緬甸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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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光晚會一般，並欣賞線控木偶劇

場。

第三天，早上八點飛往曼德

勒--瓦城，因時間的關係，我們

先去「千人佛學院」供養午齋，緬

甸的比丘、沙彌井然有序排隊接受

盛飯供養。雖然想盛飯供養，但沒

事先預約，一群人圍著觀看，很多

歐美人士一直拍攝這如此盛大莊嚴

的供齋場面。在回程時， 緩師姐

走路不小心踏了個空扭傷了腳，領

隊許先生幫忙症狀處理，雖是腳受

傷了，但 緩師姐仍然談笑風生不

以為意，讓我放心不少。有百年歷

史的「柚木大橋」就在附近，就驅

車前往照個相罷!在緬甸朝聖或觀

光有一個最大的好處，也是大家的

最愛--可以回飯店午休，這裡中午

的陽光太熱情加上早起，用過午餐

大家就昏昏欲睡，可以午睡大家好

開懷！養精蓄銳後前往參觀緬甸最

後一個王朝「雍笈牙王朝」--「故

宮」，建築面積最大的皇宮，先閱

覽緬甸王朝歷史文獻，再參觀其建

築與文物。說真的，建築得很雄

偉、面積大，也頗為特別，但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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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文物實在少得可憐，沒什麼

可看性，真是可惜！爾後參觀世界

最大之石刻經書「庫克多佛塔」，

於18��~18�9年建築，由��00位比

丘誦經六個月石刻完成，此佛塔群

共�90座經塔，一座座外觀都是純

白色，內藏以石刻成的佛經，放眼

看去非常壯觀--數大便是美！為了

傍晚要在「曼德勒山」觀看夕陽下

山及鳥瞰曼德勒市全景，我們搭乘

兩輛來自日本二手、老舊不堪的小

公車--像極了台灣的小卡車，飛速

地上山腰，再轉搭三座高聳的手

扶梯上山，先行禮拜東西南北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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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莊嚴的大玉佛並供養，又趕快欣

賞夕陽、拍照，也有人去浴佛。這

裡歐美人士也很多，等待日落了，

所有的人就匆匆下山，延途有八座

佛塔，因天色已暗無暇禮拜，又聽

說佛陀曾在某一處佇足過，大家很

有興緻，心想既然來了就得參拜。

不防地，突然停電（緬甸最大的特

色--免電啦！）大伙兒摸黑尋訪聖

地，忽然間出現一位比丘與領隊許

先生以英文對答並引領我們，沒多

久這位緬甸的出家人也不見了，又

出現一位抄著不怎標準的華語：

「從那邊走就到了」。在黑暗中一

群人到達目的地，塔門已經上鎖，

但有一男眾好心幫忙開門，無法瞻

仰佛陀的聖容樣貌，隱約可以看到

大佛好高ㄛ！右手指向前方，如同

眺望遠方整個曼德勒城一般。又摸

黑下山，搭上破舊無比的小貨車

（公車），咻咻的！飛快下山去用

晚餐，用餐時仍停電數次呢！最後

結束今天美麗又驚險萬分的行程。

第四天了！「摩訶牟尼佛寺」

（Mahamuni Pagoda）相傳是��00

年前釋迦牟尼佛至緬甸度化國王，

國王想留下佛陀聖像，由佛陀親自

監工打造，鑄造後頭頂有一裂縫，

當時佛陀以神通力使之復合，至今

每日清晨皆有人（比丘、國王、大

臣）負責幫佛陀聖像洗臉、刷牙，

猶如佛陀在世一樣。大家買了金箔

由男眾林慶忠居士、柯忠成居士去

聖像前安貼，風俗如同早期台灣重

男輕女，女眾不可安貼金箔，在等

待的期間，參觀佛陀度化國王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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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故事。接著也參觀當地刺繡、金

箔打造、玉石（佛像）工廠。下午

搭船橫跨伊洛瓦底江至「明宮」，

上船後發現竹子做成的躺椅，大伙

兒各自找位置躺下，好不優閒！太

陽極為赤熱再加上陽傘，如此的畫

面真讓人不禁莞爾！「明宮佛塔」

為世界上最大磚造的佛塔之一，這

座古蹟佛塔氣勢建造極為雄偉，可

見當時更是氣勢非凡。為了前往號

稱世界第三大「鐘」及「白象仙女

佛塔」，我們只好三人一組坐牛車

而且是兩頭大白牛拉的。見識到90

噸的大鐘，就前去敲鐘並祈願「世

界和平、國泰民安、社會祥和、經

濟復甦」，它是唯一可以敲響的大

鐘。又到1808年造的「白象仙女佛

塔」，據說藏有藍寶石緬斤10萬

斤，須one by one向狹窄的石階通

道拾級而上，我們禮拜供養後，稱

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繞佛三

匝，才一一地下階梯回程。在「夕

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時，大

伙上船準備回「瓦城」市區，哇！

夕陽真的好美、好美ㄛ！夕陽的光

彩印紅了伊洛瓦底江，詩畫般的景

象映入眼簾，驟成難忘的回憶。

第五天早上飛回南緬仰光，參

觀「白象園」及萬人石窟道場及緬

甸之父翁山的弟弟烏奴為祈求世

界和平而建的「世界和平塔」，

每尊佛都披上黃袈裟，頭頂有小

傘蓋極是莊嚴無比，和平塔外圍環

繞著各國的佛像，在石柱上也看到

來自台灣佛教團體的捐款供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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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還有時間我們提前參拜「樂伯牟

尼佛寺」，大佛來自中緬以數艘大

船同時運回，使用�00噸的純白玉

石歷時三年雕琢完成，面對大佛其

峻偉的工程，只能讚嘆！再讚嘆！

午休後前往世上最高的佛塔「雪達

根大金塔」，塔高100米，塔頂鑲

有七千多粒鑽石，塔尖上有一顆��

克拉大鑽石及一顆世界最大的紅寶

石，價值連城，塔身用�噸黃金打

造而成，真是金碧輝煌！大金塔每

五年整修一次，我們一群人紛紛解

囊布施。大金塔可說是人潮群湧，

人山人海，並上百人一起掃地的大

卡司行動，約一、二十人橫排掃

地，一排接一排，每人雙手各拿著

一支掃把而前進揮動，非常特殊又

感人的景象，馬上拍照留念。大金

塔四周有小塔及護法神，外圍一座

一座或塔或廟地將它包圍起來，所

以用一般的速度純粹參觀繞塔一圈

至少需要兩小時，可想見其大ㄚ！

當燈火通明時，大金塔更美不勝

收，是「人間淨土」！是「極樂世

界」！緬甸雖是軍事共產國家，人

民普遍貧窮，不富有的他們布施供

養佛陀、佛塔之心，是我們望塵莫

及的！

第六天了！是返回台灣的日

子，早上原本計劃去「翁山市場」

大血拼，可巧得很，同台灣一樣星

期一休業，我們就去「皇家湖」走

走，並到鴛鴦船拍攝，之後到「大

臥佛」禮拜供養，哇！好大！好長

的臥佛，據說大臥佛的眼睛是寶石

鑲嵌的，而且「不論你走到哪一個



1�

角落，大佛永遠注視著你」，確切

如此！拍照完畢，大伙兒就在附近

shopping ，1朵拉、�朵拉、10朵

拉地殺價，買得興高采烈，在領隊

的催促之下，才慢慢罷手。用完午

餐後到機場準備歸程，飛機又延

誤，回到台北已經十一點半，坐上

bus剛好午夜十二點，回到高雄寺

裏是凌晨四點鐘了，也結束六日緬

甸朝聖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