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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佛教聞修正法會、覺行寺興建籌備委員會專刊 

 

專刊以電子報方式發行，目的除使覺行寺所屬成員訊息聯繫與共識建立外，更在於使社會大眾明白，台灣寺廟到處都是，

但覺行寺是一座由高僧大德來導化眾生的寺廟、是一座讓要學佛修行的佛弟子學到如來正法的寺廟、是一座可以利益眾

生、繁榮地方的寺廟；大家在這裏修行學佛、護持覺行寺，讓真正的佛教正法得以傳千古百世，是何等的福田與功德。   
    8/2 市議會【大悲懺】法會專題報導   

                  
 

 
在

上
證

下
達阿旺德吉上人的慈悲帶領下，我們會以真正利益眾生的菩提心出發，為有緣眾生提供服務。 

為更清楚、明確的傳遞訊息，誠徵具有：美術編輯、文字編輯或各類專長的志工，加入我們的行列。 

有興趣者請來電 02-29570308 或 Mail jxsi0710@yahoo.com 聯繫。 



 

壹、上人致詞 

 

各位尊敬的貴賓、法師仁波切、大德行者，大家吉祥！法安！ 

  

八仙塵爆，一月有餘，眾生災難帶給我挖心切肉之苦，難以言狀，眼見生命遭受火

劫紋皮煎心，遇難者痛苦與悲慘交融匯集、震天痛裂。親人、朋友以及社會大眾、海外

同胞，無不感同哀淒。 

  

連日來，社會各界、醫護人員與政府當局，對遭受這場災難的人，投以無數的關懷、

照護、協助與資源，無不期待他們能度過火劫，走出這場塵爆所帶來的陰霾，開展復健

之路，重啟人生，此展現了台灣社會，同體大悲的菩提行舉。 

  

慚愧比丘尼證達我法承  H.H.第三世多杰羌佛、南無釋迦牟尼佛佛教教法，今日

藉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成道日前夕，本著慚愧修行之心，盡己之力，廣邀諸位佛門弟

子、政府機關代表、社會各界之善男、信女，在這裡舉行「大悲懺法會」，聚眾人之悲

心共力，共同敬祈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施以無畏、菩提悲心，憐憫此次八

仙塵爆所有傷患者及罹難之生命，惟願仰仗 南無觀世音菩薩廣大慈悲，暨禮懺法會共

修之功德，祈願已罹難者超生得渡往生淨土，並大悲加持仍於醫院治療受難者，早日康

復、病難遠離，並為受難者之諸親眷屬，撫平傷痛，共令罪障消除，體解無常，虔向佛

道，並祈禱台灣，國泰民安，社會祥和，與會善信及其眷屬，福慧增長，平安吉祥。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南無十方諸佛菩薩 

 

 

 

 

 

 

 

 

 

 



貳、心得分享 

 

（一）大悲懺法會籌備紀實 

    

7 月上旬時的一次聚會中，有師兄姐不捨八仙塵爆中的受難者及其家屬，有感於大

家都是在因果業力中輪迴的苦難眾生，於是興起恭請 證達上人為受難者舉行祈福法會

的念頭，時值 上人正在海外，幾個人決定先行找尋適當法會場地，待 上人回台後再行

定奪，由於時間緊迫，許多場地都需要兩三個月前就要預訂，在打過很多通電話，洽詢

了雙北市的許多學校、機關。7 月 9 日那天，找到了台北市議會大禮堂，當日 上人已

回到台北，工作同學立馬約了台北市議會歐陽議員及工作人員，立刻去看場地，拍照傳

給 上人並做了詳細簡報；很快的，上人做了決定，將於農曆 6 月 19 日 觀世音菩薩成

道紀念日的前一天（國曆 8 月 2 日），為此次八仙塵爆的受難者舉行 觀世音菩薩大悲懺

法會。   

 

7 月 9 日到 8 月 2 日，只有三周左右的時間準備? 真的可以嗎?  同學們立刻動起

來，把要做的工作條列出來，人員分組、分工、場地布置、來賓邀約、交通、環境衛生、

現場桌椅、拜墊、花、果、經本、法器、唱誦練習、文宣、海報等等….   天啊! 只有

三周時間，在 上人親自帶領之下，同學們個個自動自發的做起了每份工作，上人亦不

辭辛勞的親自反覆帶領著同學排練著整個法會的唱誦、繞佛等儀程。由於時間緊湊，再

加上這是近年來第一次舉辦大型法會，法會佈置須齊備的幢、幡、法器也來不及訂製，

來賓也不知道是否能邀約到預定的人數，同學們心中七上八下的，日子一天一天逼近， 

很神奇的，法會所需要的幢、幡等適當法器，就這麼自然出現了，人數報名也每天增加

中，於是只能容納 500 人的場地，報名人數竟達到 700 人。   

 

日子一天一天很快就過去了，由於場地租借的安排，前一天只給我們晚上時間約 3

個半小時佈置跟排練，因佈置會場花得太多時間，導致排練來不及完成，真是擔心隔天

的法會能否順利舉行嗎? 

 

8 月 2 日終於到來，當天早上工作人員都提前到達現場，一一就定位，每個人檢視

自己的工作內容，下午法會開始前，來賓們陸陸續續報到。首先，會長代表聞修正法會

致贈新台幣一百萬給予新北市政府用於八仙塵爆受難者，由副市長侯友宜代為接受；緊

接著，法會終於正式展開，在莊嚴的 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聲中， 主法聖德 證達上人

緩緩進場，霎那間，會場莊嚴肅穆，許多人眼淚不禁的流下來了，法會在 上人主法、

僧團及眾等禮懺唱誦聲中進行，說也神奇， 前一晚還沒來得及排練好的繞佛同學們，



居然熟練的好像訓練有素的團隊? 這期間不少人深深受到大悲之王 觀世音菩薩的感

召，感動落淚，還有一些人聞到一陣陣檀香香味。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法會進行，最後，慈悲的 上人邀請台下 700 多位與會者上台，

一一親自贈與來賓精緻的手珠結緣，法會在感恩氣氛中圓滿落幕了。祈願每個人都得到 

大悲之王 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加持，個個法喜充滿。  

弟子 丹增德勒 紀實恭錄 

 

（二）大悲懺法會-報到組心得 

 

當知道  上人 2015 年 8 月 2 日要在台北市議會主法【大悲懺】法會時，心中有著

說不出的喜悅，聞修正法會在台灣終於要舉辦第一次的中、大型法會，這真的是第一次

啊；從 2014 年迄今，我已經參加過許多次  上人主法的法會，剛開始時就感到  上人

的法會太殊勝了，心中有著莫名的感動，時間長了，於是就有一種為什麼參加的人始終

不多的感慨。這次台北市議會的【大悲懺】法會，終於要邁出第一步了，不是我們希望

人多、壯大聲勢，而是真期盼能有更多的人得聞如來正法、能真正的認識聖者，進而達

到利益更多眾生的目的。 

     

就在心中還在被歡喜沖昏頭的時候，被指派擔任報到組組長，壓力頓時浮現，深怕

會做的不好而影響到整個法會的圓滿，但很幸運的報到組組員個個都是主動認真、樂於

助人的好師兄、好師姐，在他們的努力下，報到組很順利的完成所賦予的工作任務，其

中有許多原先沒有規劃好的事項，組員也能隨機應變，臨場發揮主動積極的精神，完成

工作，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組合。當看到參加法會的同學陸續進場，人越來越多，暗地裡

心中隱藏著興奮，不到 1：30 分位置已經爆滿了，心中的壓力頓時釋放，眼淚在眼框

裡不敢給別人看到，故作鎮定，我想一定有很多的師兄姐跟我一樣有相同的感受，也都

流下了感動的眼淚，這時所有的辛苦也都值得了。 

     

法會進行到最後，  上人慈悲親自發給與會大眾加持聖物和紀念品，更帶領大家執

行場地撤收及復原工作，在同學齊心合作下，很快就完成了；就在  上人與所有義工合

照的時候，那種滿心的歡喜與感動又沖上心頭，這種感覺持續了好久好久，直到開車回

家下車走第一步，才發現腳已經不聽使喚，也才發現真的是累了；這一天，是歷史性的

一天，我們何其有幸能夠參與盛舉，一點點辛苦是值得的，特別要感謝報到組師兄、姐

們，有你們真好，所有參與義工的同學，大家都努力發心護持，共同寫下聞修正法會這

歷史性的一刻。 



感恩  上人的慈悲啟建了這次「祈禱國泰民安，並為八仙塵爆傷者及有難者祈福」

的【大悲懺】法會，我們能夠參加真正聖者所主法的法會，這必定是累世的福報，才有

此殊勝因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爾後我們必定有更多共創造歷史的機會，同學們

一定要好好把握，趕快搭上這班車，追隨著  上人弘法利生，更學習  上人的慈悲精神，

自我精進以求得成就解脫，此時心中信心滿滿，眼前突然一現，上人主持萬人法會，這

個畫面一直在我腦海中，我想那天必定很快就會到來。（莊明深） 

 

 

 

（三） 大悲懺法會-有如神助的動線安排 

 

回溯上個月法會序幕，在 南無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前夕，舉辦《大悲懺》法會，

為國泰民安祈禱、為塵爆受難者祈福。過程記憶猶新，從市議會活動廳現況勘查，到法

會結束。對我而言，像趕鴨子上架般，連些許多餘的思考時間，都擠不出來。而對整體

活動而言，幾乎是一氣呵成般的圓滿。另我驚訝連連。 

        

活動規劃中，為了配合市議會活動廳的現況，苦思如何才能使整個法會的進出動線

流程更加流暢，輾轉難眠了幾夜。經工作團隊幾次檢討，好不容易，如催生般地完成定

案及備案就緒。即便已胸有成竹，要將最大容納席 450 人的會場，上加至 650 人席。



不免忐忑不安。也還是緊張地，飛奔法會佈置會場，途中只好頻頻深呼吸告訴自己要沉

著應對。 

 

8/2 日早上，預演進行前一刻的人員動線彩排模擬。經  上人輕輕一點，如天外飛

來一筆般，整個動線流程，豁然開朗。心中的石頭落下了一顆，但還有一顆還卡著呢！

關鍵時刻還是來了，會場已是滿滿的人，或坐或立。我如蜜蜂般，飛到東又飛到西，整

場飛串，已經無暇顧慮爆不爆滿了。當法會即將開始，報到處也傳來最後一批人次，一

百人已入場。我一眼環視全場，雖然沒座位了，但尚在掌控中，心中另一顆石頭，倒吸

口氣也落下了。哈啊！哈～ ，就是這樣 ”江江好”，穠纖合度，多一分又太多，少一

分又太少的，約 600 人次入場。真是拍案叫絕。提筆至此，又彷彿時光倒轉，再度身

歷其境般的緊張刺激。 

     

八仙塵爆發生至今也近三個月過去了，復健之路漫漫展開，祈願他們早日康復。而

所有與會的工作人員，不分南北與團隊。無不抱著，因地菩薩的初衷，服務大眾。讓法

會圓滿。真令我讚嘆不已。在菩提道上有大家一路相伴，真好！ 

 

感恩  南無十方諸佛菩薩 

慚愧佛弟子     Eve  合十 

 

 



 

 

（四） 大悲懺法會-無常的體現 

 

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爆炸事件，社會瀰漫著驚慌悲傷的氣氛。當聽到此消息時，還不

知事件的原因是如何發生，為何會有如此多人受到這樣恐怖的災難，看到這些傷者心都

涼了一半，且整個人心情都很不好受，我們稍微跌倒受傷就很痛不舒服，更何況這些受

難者，真是無法想像他們要如何度過每一分每一秒。 

 

當 上人得知此消息時，便問這件事是如何發生? 受難者為何這麼多? 看到受難者

如此痛苦，親人如此悲傷，感同身受，便告知我們要為這些受難者，舉行祈福消災法會，

祈請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為受難者消災免難，當下所有師兄姐，便盡心盡力圓滿這場

法會，法會必定會圓滿殊勝。但落在每個人的心裡卻有不同的感受，我們大家為受難者

祈福，祈願減少苦痛，反觀自己是多麼幸運，人生無常更應體會生命的可貴。 

 

人生短暫如夢幻泡影，一轉眼就過了數十年，從小到大就這樣過了，回思起來真是

可怕，但我們能遇到如來正法，得受 上人親教，是何等的福報，所以學佛修行是不能

等，稍縱即逝，到現在才有一點點的體會，才知道修行學佛不是等到世間法了了才來做、

退休了才來做、賺到錢才來做，當無常來了，什麼都做不了，不是我們能控制的，所以

要活在當下，認知修行學佛的重要性，進而影響自己的親朋好友，讓大家能在此生中，

福慧圓滿早證菩提。 （潘秀娟） 



 

 

（五） 大悲懺法會-把握難得機緣 

 

八仙塵爆事件之初，斷續由新聞、網上得知八仙發生了大火。「Color Play Asia—

彩色派對」活動，彩粉瀰漫氣氛歡騰之際，舞台前突竄火光，隨即現場成了一片火海，

哀嚎、逃竄、各種混亂的情景宛如人間煉獄。消息傳開舉國譁然，媒體追蹤著傷亡狀況、

大眾關切著起火成因。看到傷者血肉模糊的畫面、聽聞傷者親友聲淚俱下的訴說，心中

非常難過。 

    

想想我們生活在無常之中，生命是何等脆弱渺小，歡樂轉瞬消逝，最可悲的莫過於

一心追逐的快樂，到頭來卻是苦果，追著追著不知道無常竟然就在前面等著。雖說世間

現象脫不開因果關係，但見聞如母有情正受著巨大的苦難，總也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做

點能起到幫助的事。 

 

過了不久，忽然想到 FB[還願精舍]頁面巡新消息，見粉絲團發佈了[觀世音菩薩成

道日 大悲懺法會]、祈禱國泰民安、為八仙樂園粉塵爆有難者祈福的訊息。知道是由聖

德 上證下達 阿旺德吉上人主法，趕緊請託堂哥堂嫂代為報名，就這麼的趕上了最後報

名日期，參與這次殊勝的法會。 

 

     



法會當天到了會場，很有福報的正巧遇見尊敬的 證達上人！當下內心的喜悅難以

言喻！顧不得身在何處，隨即向上人表達希求皈依的心願，真想噗通跪地，賴著問什麼

時間可行，但實在地說對於師徒緣起、求法禮儀是沒什麼概念的，但深恐走出這裡便難

以再見到上人，一時杵在當場手足無措，一旁的仁波且秀娟師姐見狀，笑言可到櫃台拿

精舍名片，平常先到精舍聞法，待機緣成熟再行皈依。聽師姐這麼說，立刻到櫃檯取資

料，後來回想只記得 上人慈悲的微笑。其實見到上人前，就時常向諸佛菩薩祈求能親

受佛陀、大菩薩教授指導，學到如來正法，但願今生就能有大成就，隨諸佛菩薩行持利

生志業，不再浪費人生。 

  

得知上人通過七師十證的證德證境考試後，出家現比丘尼相展開另一階段的度生志

業，心中景仰上人為利眾生的大悲菩提心，遂常向諸佛菩薩祈請能早日依止上人學習，

祈願法緣速成；所以終於得見上人，實在非常開懷，尤其真正在上人跟前歸依了四寶後，

幸福踏實之感至今都持續著，就像在外流浪許久的孤兒，回到父母的懷抱!修學解脫成

就的道路總算有了指引和希望。 （王聖棻） 

 

 

 

 

 

 

 



 

 

 

 

 

 

 

 

 

 

 

 

 

 

 

（六） 大悲懺法會-共同位受難者祈福 

 

感恩上人慈悲，於 2015/08/02 在台北市議會大禮堂為八仙樂園塵爆受難者及家屬

舉辦[大悲懺]祈福法會，負責塵爆善後的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率社會局張局長及受難者

家屬代表一同出席參加，名作家司馬中原先生也來到現場貴賓席，從我身邊經過時看他

年歲很高了卻臉色紅潤，還有人扶著他進場令人感動。 

 

法會開始前四百多個座位全坐滿了，就連走道也坐滿了人，門口還擠了一堆人進不

去，就連我在門口的凳子也讓給一位年紀較大的師姐，沒位子的人都在後面從頭站到

尾，一起來為八仙樂園受難者及家屬祈福，也為世界和平國泰民安祈禱，場面非常感人！

由於上人慈悲領眾的聖德道行，使得義工參加人數非常踴躍，在灑淨時有很多師兄姐都

聞到異香，讓我非常的感動。我是第一次參加上人舉辦的大型法會非常高興，我是被分

配在庶務組的機動，雖然事情不多，仍自動找做事的機會，看到卓師兄在擦拭坐椅、牆

面灰塵，我也不落人後。師兄邀約的大學同學雖然還沒皈依佛門，卻一早就到還願精舍

協助搬運、布置會場。法會即將開始，人越來越多，我就站在禮堂門口微笑著幫忙導引

入坐；感恩上人決定舉行這次法會，讓許多人都有參與利生活動的機會。 

     

這次八仙塵爆受傷的都是年輕的男女，每天新聞不斷，在法會前已有十人因此罹

難，尚有三百多人在各大醫院搶救，侯副市長在法會之前的記者會上表示，這次受難者



平均燒燙傷面積達 44％，有五分之一的人撐不過，但他不相信數據，只願相信人定勝

天，說到哽咽，希望罹難者人數到此為止，期待藉由政府、民間和宗教的力量，給予年

輕孩子力量、度過難關。 

   

這次法會由中華國際佛教聞修正法會暨覺行寺興建籌備委員會主辦，捐款一百萬由

侯副市長代表接受轉塵爆愛心專戶。記者會後法會立即開始，鐘鼓齊鳴迎請上證下達阿

旺德吉上人主法，菩提聖水灑淨，與會大眾齊誦[大悲咒]，因場地限制，由與會代表繞

佛禮拜，整個[大悲懺]法會中途不見有人離席，與會大眾虔誠參與，讓法會異常殊勝莊

嚴，至下午五點準時結束，會後上人送給與會者一人一顆菩提丸，還有一串加持念珠，

還有一瓶大悲水。女兒、弟弟和堂哥也都來參加法會。會後所有義工人員與上人一同合

照紀念，並完成撤場復原後才離開。 

 

法會圓滿，上人慈悲！我們今天有幸能跟隨上人修行學佛，以及能恭逢古佛降世，

學習到如來正法，真是莫大的福報。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 （楊

千卜） 

 

 

 
 
 
 
 
 
 



（七） 大悲懺法會-學習付出  

 

2015/08/02 在台北市市議會所舉行的[大悲懺]法會，祈請國泰民安，同時為”八

仙塵爆”所有苦難者祈福。 

 

法會進行前一晚，即有很多師兄姐們在現場分工合作布置著。看見每個人雖忙碌著

手頭上的工作，大夥臉上卻都掛滿了笑容。 

 

自己剛好藉由此機會，在一旁學習怎麼樣擺放花飾，又如何的排列供果。內心很歡

喜有這麼樣的ㄧ個團隊，體會著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深深覺得學佛修行真是大幸福，

在如此的一個夜晚，溫馨喜悅在迴盪。 

 

在法會開始前，當我用完午餐之際，就在禮堂的外圍聽見 上人的唱誦聲。當下會

心一笑，也想著 上人好用心，但不知 上人用餐了沒有? 

 

當法會開始唱誦[大悲咒]時， 上人即走下法台，施灑菩提聖水加持與會大眾。隨著

持誦聲，我也合掌恭迎 上人菩提聖水的沐灑，身心清涼幸福法喜。 

 

法會進入尾聲， 上人親自一一發放加持聖物，讓現場民眾與如來正法締結殊勝因

緣。 

最後是清理環境的收尾工作，大夥兒都要驚呼效率真的太好了。差不多就一個鐘頭

的時間，大家動作可俐落，拆的拆、搬的搬，很快的便將所有物件歸位。 

 

離開台北市議會前， 上人和所有的志工們一起合照留影，法會劃下圓滿句點。 

 

事後一位師姐說到， 上人要她最後將廁所間的衛生紙補齊，以備後來的人方便可

使用。一件很細微的事，看見無微不至體恤眾生的德澤。 上人教化群生仁德典範，實

為依學修行者的福報。（佛弟子）   

 

 

 

 

 

 

 



 

 

 

 

 

 

 

 

 

 

 

 

 

 

 

（八） 大悲懺法會-彼此扶持 

 

此次在市議會的大悲懺法會我分配在報到處之禮賓組。 

 

我們穿著美麗不失莊嚴的制服，用微笑點頭代替所有話語和手勢，來歡迎參加法會

的所有貴賓及師兄師姐。 

 

殊勝法會開始時，我們四位禮賓就已到會場正中央走道就定位，任務是法會結束

後，引導信眾上法臺請領加持聖物。 

 

在莊嚴的南無大慈大悲觀音菩薩聖號聲中，信眾們有秩序的登上法臺。 

 

在這當下，我注意著每位從我身旁走下階梯的信眾。提醒小心台階，牽著每一個需

攙扶的長者及需要者。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對看起來像似母女的姊妹，妹妹攙扶著

生病中不願將衣袖穿好的姊姊，輕聲問可以多拿一份加持物嗎？我告訴妹妹 上人非常

慈悲，您可請求  上人加持姊姊。 

 

我協助扶持這位姊姊及其他與會者走下法臺的一路歷程，心中期望著所有參加法會

的大眾，都得到佛菩薩和上人的加持，一切順利，平安……（秀香） 



（九） 大悲懺法會-齊心合作 

 

市議會[大悲懺]法會有感 

 

在 8 月前，我初來還願精舍親近 證達上人不久，只見來至各方道場、文化背景迥

異的師兄姐齊聚一堂，好像許多品類花木同時迸開、林立在一莊園似的。 

這期間 上人已指示將於 8/2 [大悲觀世音菩薩成道日]前一天，為塵爆受難者舉行

[大悲懺]祈福法會，地點在台北市市議會。大家正如火如荼推動法務。開會研討、組織

義工、安排任務，大家發言踴躍一片活絡； 上人在會中、會後都有所指導，得令眾人

掌握要點，精簡明確工作方針。 

 

市議會會場約有 450 個座位，當時初估北中南及部分外地師兄姐報名前來大約可

能二百人，為避免法會空位閒置，會議迅速擬訂幾個面向同步動員，師兄姐積極邀請親

友、素食店、公開場所等廣發海報文宣、塵爆患者所住醫院申請海報張貼、廣邀其他道

場師兄姐共襄盛舉等。 

 

在大家合心齊力下，效應逐漸展開，法會漸近，line 群組已傳出爆滿訊息! 

 

法會當日，菩提會師兄姐除了參加法會，有的更加入志工支援，佛教聞法中心則來

了超過七十位同學到場莊嚴法會；很可貴的是，現場來了很多看到海報前來為受難者禮

懺祈福的市民，估計與會總人數應有 650 人以上。 

 

來至不同道場的師兄姐、以及由各地紛至互不相識的民眾，就為利益他人而共同圓

滿了這次法會，這一天是令人感動的時刻。 （莊顯琛） 

 

（十）大悲懺法會-感恩再出發 

 

初聞八仙塵爆事件，以為只是場小意外，但見到現場影片，宛若煉獄及哀鴻遍地的

慘況，讓我既驚且痛，更聽到有位師姊的孩子也在傷者名單，正在加護病房急救，許多

生命在無常裡掙扎流離，除了心裡祈求 諸佛菩薩加持，真不知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不

久，聽到了 上人要為這些塵爆受難眾生舉辦法會的消息，立刻當下決定參加外，也報

名擔任義工，希望藉著付出自己微小的力量，祈求這些受難的眾生得以離苦得樂，但願

傷者早癒、亡者安息。 

 

法會前的準備工作時間並不長，但在 上人的帶領，及師兄姊們共同發心，迅速地



辦齊所需的一切人力及物資。在法會的前一天，大家通力合作就將壇城佈置好了。立在

台前，我讚嘆自無到有的奇蹟般努力。隔天早上，只有短短一個半小時左右的彩排，對

於流程其實自己還是所知有限，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到了崗位，等待著法會正式開

始。 

 

剛好自己的職責位置可以縱覽全場，見到大眾開始魚貫而入，沒多久即將大部分的

座位填滿，僅餘貴賓席有空位。不久，走道也佈滿了許多善信，人雖多，卻不見吵雜，

秩序井然。法會全程，只見大眾隨著拜懺儀軌，或彎腰問訊或起身而立，依著法本齊聲

唱誦，虔誠莊嚴的氛圍，令我動容。看著 上人的身影及聽著法師們悠揚的梵唄，映照

法本上 諸佛菩薩聖號及悲憫、懺悔的字字句句，淚水在自己眼眶中打轉。直至禮成，

難以形容的感動仍縈迴不去。 

  

見到許多大眾歡喜地上台領受 上人親手發放的加持物品，欣然地回到位子上，與

會者能有機會為受難者祈福，親近 上人，想必是無限法喜的源頭。法會結束，壇城的

所有物品無比迅捷拆解分散移至場外，舞台上再度回到空無一物的場景，之前的莊嚴殊

勝法會，彷彿夢幻泡影一場。站在會場，我告訴自己，這並非結束，而是開始。這場充

滿悲憫及感動的法會一定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正法、得以開始學佛修行。 

  

感恩自己在這娑婆濁世裡，能夠得遇 佛陀帶來無上真實的佛法，感恩自己能有機

會學習正知正見，有真正的聖德指引。自己有了一方洞天，在其中靜好自在，可以追求

了脫生死解脫出離輪迴的目標，衷心希望愈來愈多人加入，共同在這菩提道中前行，終

至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