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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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覺行寺啟建祈福大悲懺法會紀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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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建「覺行寺」道場的殊勝法緣】 

 

一、龍天護持的莊嚴梵籟 

  

2015 年 10 月 31 午後，藍天鋪絮著緜緜白雲，驕陽溫煦地播撒金黃輝芒，陣陣西

風吹揚起凜凜幢旛，座落在苗栗市南勢里的法會壇域，供檯上的擺設典麗華美，顯映著

宗教氛圍的虔敬特質。兩側旛帳高舉「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尊號，壇域中央供奉「南

無大慈大悲觀世音」的巨幅唐卡。上證下達阿旺德吉上人巍然陞座，一場莊嚴隆重的大

悲懺法會如斯開演。 

 

維那唱誦「爐香讚」：「爐香乍爇、法界蒙熏，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

梵唄悠揚、天籟宏廣。四眾弟子、緇素僧俗、大德護法、十方信士約千人，同聲合誦、

禮敬十方諸佛菩薩慈悲加持。裊裊爐煙飄送壇場，四圍護法居士靜穆屹立，如四天王天

臨壇護教的威德神將，儀表端嚴、慈悲和睦，予人清淨肅然之感。 

 

儀式進入「大悲咒」誦持二十一遍的主課時序、持香繞場和敬拜懺摩，循循引導全

場信士們攝心持念、稽首行經、跪拜。一遍又一遍地誦念，一次又一次地頂禮，身心貫

注在虔敬忘懷之信願行持中，無人無我、無時空想，念念相續無間的法昧，就在臨近兩

個時辰的儀禮演教中，攝入了心靈覺照的本然自性。 

  

二、祥光瑞應的悲願因緣 

 

未時啓幕、酉時前序漸入尾聲，光音感應著法喜，靈光燦然，禪悅薰染六合，天色

由湛藍澄碧慢慢幻化成七彩斑斕的彥容。幕落時分，維那引磬傳唱的迴向偈，悠遠射空，

信眾合聲共鳴，一心行持法會儀禮。當是時，上證下達阿旺德吉上人，宏宣法音，現獅

子吼，廣傳如來心印，並且以灑淨儀軌祝願全體信眾，皆能福德俱足、慧智宏開，身心

康泰，成就菩提聖道。 

 

法會在莊嚴殊勝的祥雲瑞應中，安放了心弦的休止符。上人旋即施贈每一位參與信

眾乙份加持過的修行信物，人人循序上台稽首恭請此一無價珍寶，法喜充滿如慈光貫通

全身，不可思議的信力與願力似心蓮展靨，感動肺腑的清涼密意，周遍身心，得未曾有。 

這一場功德圓滿的大悲懺法會，因緣於上證下達阿旺德吉上人發願締建傳承如來正

法的清淨道場---覺行寺。上人有感於台灣寶島這一方土地，雖然擁有不少宗教社會化

的大小道場，也不缺慈善濟眾的佛教志業，更有發展出企業經營的現代傳輸型態，惟在



直趣本心、啟發般若慧性的三寶淨地，乃至具有修行證量的教界領導聖者，則遺憾鮮少。 

 

緣此大乘悲懷，上人決然放捨安逸無礙的清修身命，勇於承擔如來家業，摒除佛教

庸俗化和主體異化之路徑，願以身心奉塵剎的睿智貞心，登高呼號、奮袂擎舉法幢，頻

頻領眾宏法籌資，現示巍巍威德、親沐佛子、垂愍信眾，教諭離苦得樂之尋根法脈，希

冀成就利樂十方的大乘法船。 

 

三、續佛慧命之覺行願力 

 

    兩千五百多年來，以一大事因緣世出娑婆紅塵的佛陀教法，從印度起步，跨越國界

領域、無分宗教藩籬，打破社會階級，喻示眾生平等的生命尊嚴，開啟人人本具的如來

覺性，泯除無明煩惱，揭曉身心安頓之修持正法，故以佛法僧三寶住世宏宣，續佛慧命、

廣傳解脫生死之般若心經，如是表法會意，於身相行誼與心佛契應，遂密咐心印、單傳

獨授、燈燈相照、脈脈相續，如法傳燈至今，即有上證下達阿旺德吉上人法承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並榮獲七師十證考核認證果位，實乃殊為難得之教界龍象。 

 

    10 月 31 日苗栗市南勢里建地上的大悲懺法會，是上人啓建覺行寺的慈悲願行，也

是護持三寶的四眾弟子與十方善信共同成就之莊嚴德行。我等信士能有如此善緣願力共

襄盛舉，是乃印證了十世一念、因圓果滿之華嚴義諦。於此順頌上證下達阿旺德吉上人

覺行圓滿、慈力廣被十方三世，覺行道場崇興隆盛、蒙霑法昧行人無量無疆。（慚愧學

人  劉易齋  稽首行記（作者為國防大學榮譽客座教授）） 

 

 

 

 

 

 

 

 

 

 

 

 

 



【寧可自受陽光曬目，不忍眾等逆光刺眼】 

 

之前在群組裡看到  上人親自與許多師兄姊到寺地整理、灑淨，準備啟建的事宜，

由於工作忙碌只能默默關注。直到 10 月 18 日才有緣實地一訪。寺地已整出一塊平坦

的地面，雖仍有許多殘枝及石頭，已略見初步雛形。30 日為預演而再訪，見原有的沙

地已鋪上碎石，並架好帳篷，場中桌椅及拜墊排列整齊，法台上下裡外各項用品正在定

位中，對規模已然大備感到驚奇不已。 

 

許多師兄姊曬得黝黑發亮的臉龐，雖略顯疲憊，卻散發著欣然認真的光芒，我靜靜

地看著   上人指揮大家一一完成細部工作及繞佛彩排，心裡讚嘆在短短時間內有如此

大的進展。自己雖然濫竽充為工作人員，但為俗務所羈，直到預演才來到寺地，心下慚

愧出力甚微，而且還正苦於傷風引發氣喘，偶咳不止，對能否勝任隔日將臨的重任，仍

感惶恐。 

 

法會當日自台北出發時飄著微雨，行至苗栗，卻見晴日當空。我上午立在台前，耀

眼的光線直射入眼，連忙找陰影遮擋，以免看不清司儀稿上的文字。想著台上的  上人

無蔭可蔽，還要主法，更是難為。看著日光的方向及角度，突然意識到下午法會開始後，

仍然有此問題不會改善，剎那間頓時明白為何法台方向會與日前群組裡所見的設計圖方

向相反。是 上人的慈悲！ 祂寧可自己受陽光曬目之苦，也不忍法會的大眾因逆光而

感到刺眼。看著炫目的陽光及梵唄聲中， 上人及法師們禮拜的身影起落，我只能感動

地祈請   佛陀及   南無觀世音菩薩加持，讓法會一切順利。 

 

落幕後，台上台下又開始一片忙碌，場地裡人與物快速地離散、歸八方而去。無常

的覺受在當下格外明顯，不同於上回法會結束看著舞台時尚有著諸相如夢幻泡影的感

慨，這回心情多了些淡然平靜。眼前一切的生滅流轉，更堅定了自己出離輪迴的心願。

感恩有 上人為榜樣，以及許多無私奉獻的師兄姊們，示範著大悲利眾的行舉。自己能

有機會向 聖德學習，並有這麼多同伴相互扶持勉勵，期許未來更要一步一腳印，於菩

提道上努力向前。 （jfChin） 

 

 

 

 

 

 



 

 

 

 

 

 

 

 

 

 

 

 

 

 

 

 

 

 

 

【修行人一步一腳印，菩提道幸福自在行】 

 

獨自搭乘前往苗栗的自強號列車上，腦海裡所想的是這一次的”大悲懺”法會。 

 

”覺行寺”的啟建祈福法會，在寬廣的戶外，那是一個朗朗晴空，迎著風和日麗的

好心情，越是走進活動現場，越是感受活力的召喚，望見洋溢微笑的臉龐。 

 

很多的師兄姐們提前就來，除了佈置法會的現場，也參與各項工作的調度。 

 

帶著相機透過鏡頭，按下快門的瞬間，只想留住每一位佛弟子的真心真意。 

 

看見 上人帶領大眾練習唱誦”大悲懺”之際，那是一幅寧靜有美的畫面。 

 

隨著移動的腳步，來到一群煮炒食物的志工團隊，看忙碌人群的汗水，看滿是歡欣

的面孔，有著一種力與美的結合在其中。 



法會當天，自己是被分派在展示區的位置，將要排列的結緣書陳列好在位。 

 

抬眼展望，法會兩側直掛的布條上，清清楚楚的字眼，不禁心喜暗自稱頌。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想是眾生依學如來正法的因緣在成熟，深感撼動。 

 

站在展示區裡，一樣的和民眾唱誦”大悲懺”， 整個心都和法會交融在一起。 

 

法會進行到持誦"大悲咒"時，不知過了多久， 證達上人已將菩提聖水沐灑的行徑，

走來到了展示區前，就在上人將法水滴露在我的頭上，平靜法喜在心。 

 

法會在上人發放結緣加持物與民眾後，圓滿順利的落幕。正當師兄姐們恭送聖德要

離開法會的現場，所見行經眼前的上人，是慈藹又是這般欣慰的神態。 

 

從活動的開始，到活動的結束，自己不但沒有疲憊而是很大的收獲。 

 

這樣的豐收，來緣於大團隊的成員，縮小自己只為成就活動的圓滿。 

 

望見在菩提的身影中，住著一顆柔軟的心。 

 

修行人一步一腳印，菩提道幸福自在行。（修行人） 

 

【珍惜殊勝因緣，菩提道上努力向前行】 

 

感恩上人的慈悲，讓慚愧如我者，能有機會參與台灣佛教史的盛事--覺行寺啟建祈

福大悲懺法會。當電子報編輯邀稿，雖然不論文筆、對法會的參與程度、佛學基礎…各

方面都遠遠不及大部分的師兄姐，但還是自不量力的欣然答應這生平第一次的投稿，也

懇請各位師兄姐多給予指導。 

 

10/30 日一早搭火車南下苗栗，約九點多到寺地。看到法會現場佈置狀況，感到非

常的震撼。第一天和大部分去當義工的人一樣，在現場幫點微不足道的小忙。晚上約八

點多回到旅館，盥洗後，本想趕快睡覺，好明天可早點去寺地幫忙。從有記憶以來，即

使是國外出差，上床和睡覺幾乎都是連續動作，從來不知道失眠為何物的我，想著、想

著，當晚沒有睡覺天就亮了。 



想著因為原依止的師父離開後，在師姐的介紹下，有機會和一位仁波切師兄一起到

台南拜見剛出家的證達上人。上人慈悲教化，深受感動。在回程的高鐵上，就寫簡訊問

引薦的師姐可否依止上人…。想著後來上人的慈悲，及對一個素昧平生、無禮自大小子

的付出，自己實在慚愧到極點。因自己往昔業力所致，在前師父那裏學習的期間，沒有

智慧區別什麼話該聽、什麼話不該聽，導致自己雖已依止上人，但還是要花費大部分的

時間在工作上面。更麻煩的是以前染習的錯誤觀念、知見，雖然名義上說自己跟著上人

學習，但實多為造業舉動。很慚愧自己是經歷過很長的時間，上人不誨的教導，才慢慢

發現這些根本觀念、知見的嚴重錯誤。對大部分師兄姐言，很簡單的事情，慚愧的我卻

要走很長、很長的路才能發現錯誤。感恩聖徳對於駑鈍頑劣的我也不放棄，是菩薩不捨

眾生慈悲心的具體展現。業力深重如我者，良心偶爾發現，會感到難受，有懺罪的衝動，

但今天總算也明白，改正是要以具體的行為展現悔改，而不是在世俗的事情糾葛後，片

刻的良心就淡然消失無蹤了。 

 

從投入職場後，因為從來不需看人臉色，所以也從來不懂得看人臉色，更從來不懂

得體諒別人。常常還自以為具有正義感的行為，歸根究底是狹隘視野、井底之蛙式的無

明、自大。如果我能習得一絲一毫待人接物的道理，如果我能對人有一點一滴的實質幫

助，我都要感恩上人的慈悲教誨，是上人讓慚愧的我學會這麼基礎的做人做事道理。感

恩上人！更期盼上人法輪常轉，渡脫更多如我之類的駑鈍眾生。 (林忠翰) 

 

【風和日麗 祥雲當空】 

 

10/31 苗栗 覺行寺在下午 1：30 舉行啟建法會，當時晴空萬里風和日麗參與法會

善信近千人非常盛況，真是良辰吉日。 

 

法會前由 上證下達阿旺德吉上人 致辭，言簡意賅中氣十足，有特別提到感謝各方

善信發心踴躍捐款將來捐款收支明細一定會公開且上網供查詢，隨後由苗栗縣  徐耀昌

縣長致詞他說將會敦促下屬局處長協助  覺行寺之興建早日完成。之後介紹  立法委員

地方長官等十幾人上台合照見證此一佛教界盛事。之後大約三個小時正式進行大悲懺法

會，難得的是由眾善信由  上師帶領下共同恭頌大悲咒二十一遍，約下午 5 時準時完成

法會。在法會完成前半小時內，我與昇弟共同看到法會會場正上方出現朵朵花樣吉祥

雲，成三角形排列，正好罩住會場，我認為或許是龍天護法都來到會場傾聽大悲懺之唱

頌吧！以上為本次參加覺行寺興建法會之簡記。  （劉興裕） 

 

 

 



 

 

 

 

 

 

 

 

 

 

 

 

 

 

 

 

 

 

 

 

 

 

 

 

 

【引頸期盼覺行寺啟建完成】 

 

感恩 十方諸佛菩薩!、感恩 上人!  

 

這一次覺行寺大悲懺法會落幕了，法會雖暫告一段落，覺行寺的興盛才正要開始，

本次法會前原規畫 600 人座次，結果當天現場近千位善信大德，這種氣氛顯示著大眾

引頸期盼覺行寺的啟建完成。 

 

法會過程中，大眾非常專注，個人由於是工作人員的關係，未能全程專注在儀軌中，

但只要一停止下來隨著維那唱誦， 鼻子就酸想流淚，想到自己如此愚痴，要趕快得到

佛菩薩開敷智慧獲得力量接引更多眾生， 讓眾生得以享受如此百劫千生難遭遇的佛

法，最後在 上人的唱誦文疏聲中，眼淚就不禁奪眶而出，再也無法遏抑。 



這次工作人員非常發心，戮力完成使命，好的精神我們要繼續維持，有待改進的擇

期會議檢討，期待下次法會，大家得以雨露均霑。（吳聲滋） 

 

 

 

 

 

 

 

 

 

 

 

 

 

 

 

 

【利生過程，實諓修行真諦】 

 

夜晚近十點時，當永鑫熄掉會場最後一盞覺行之光，覺行寺寺地的星空是那麽的閃

耀。望著余班長一跛一跛的拖著行李，Alex 師兄開著住兩晚寺地的車離去，聽著礽鈞

與志宏關上貨櫃屋同時，大悲懺法會的殊勝仍回盪在會場裏。 

 

回憶過去的一段時間，所有的海內外師兄姐用願力與發心，全力護持法會的圓滿，

儘管過程中有些狀況，但當上人上文疏大慈大悲殊勝加持時，眼眶不自覺的又濕了，看

著全場與會近千位師兄姐與善信大德同沐於大悲懺法會的功德加持。內心著實感動，有

這一群一起為弘揚如來正法而打拼的夥伴，真是幸福法喜。就像上人常鼓勵師兄姐要藉

由一起做佛事的過程，實踐 佛陀師父法音的修行真諦，法會籌備及進行過程中有狀況，

做不好的，我們勇於一起改進，好的保留精進。也感謝全體一起經歷過及籌備這場法會

的師兄姐。 （柏棠） 

 

 

 



  

 

 

 

 

 

 

 

 

 

 

 

 

【利生邀約法會行 祈請護佑滿心願】 

 

前言： 

10/31 日覺行寺舉辦啟建祈福大悲懺法會，為了能利益眾生，就開始向親朋好友揪

團參加法會。 

 

邀約過程： 

首先邀請里長並說明法會的因緣，可惜里長公務繁忙不克參加，但也很熱心積極的

幫忙調度遊覽車及贊助參加法會人員當天的早餐。接著廣邀親朋好友，同時在 line 族群

發邀請函，委婉拒絕者多，經過無數的失敗，只能感概眾生福德因緣淺薄，還是自己不

善於言詞？佛陀師父曾說「佛度有緣人，無緣是渡不了的」法會前兩周報名人數還不到

一半，我只能祈請 佛陀師父和龍天護法護佑，讓有緣的大眾快來報名，不讓弟子起煩

惱心，說也奇怪，兩三天報名踴躍，已經超出名額，遊覽車的車資也由$13500 降至

$12000，也有人贊助車上的飲料和隨喜法會功德，只能讚嘆諸佛菩薩的加持力。 

 

此時，亦感到責任重大，車上這些老老少少，有基督教徒，有從來沒參加過法會的，

因法會的緣起，將來不知會產生甚麼樣的受用，chris 師兄說，只要能把這些人帶上遊

覽車，其他的，就讓師兄姐們來就好了，有了師兄姐們的後盾心情就穩定啦。 

 

法會行： 

法會期間，雖不是每個人都能虔誠跟著持誦，但也算規矩，不讓工作人員增添麻煩，



法會結束，因遊覽車有時間的限制，很遺憾無法親領上人慈悲加持給大家的佛珠和菩提

金剛丸，而我有幸領到大悲水和加持的佛珠，上車時即全車分享大悲水，有人雙手捧著

喝，有人加入自己的水杯內，更有人用雙手捧著加持自身頭臉，看到此景，感觸良深。 

 

結語： 

前往法會途中，撥放兩遍有關法會的緣起和介紹上人種種的 DVD，當時我只簡短

介紹沒人提出問題，現在反而有人問起覺行寺的未來和對上人的好奇。 

 

只能讚嘆法會的圓滿和上人慈悲加持攝受了眾生，也非常感謝默默為法會付出的師

兄姐們，您們辛苦了!!! （寶蓮） 

 

【通力合作 唯願法會圓滿】 
 

繼台北市議會室內大禮堂的大悲懺法會之後，苗栗南勢戶外的【覺行寺啟建祈福大

悲懺法會】接續展開，覺行團隊在不具相關經驗的條件下，再次集結眾人心力，從義工

招募、流程排序、軟硬體備置、香積準備、護法編制、法會邀約、媒體宣傳、貴賓邀請、

法台搭架、現場佈建、機場接機、遊覽車安排、交通導引、招待、醫療、陳展、…，各

部門的藍圖規畫、接續繁瑣庶務的研討，再到一步一步的點檢落實，有志一同要將法會

辦的一次比一次更圓滿。 

 

雖然苗栗當地師兄姐屈指可數，因地緣關係卻負起相當重的責任，展現了堅韌的毅

力，各地師兄姐也積極參予，歷經一再的討論、演練…，隨著時間迫近，在大家略顯疲

憊的身形中，見到依然保有振奮的精神，和一顆任勞任怨的心。 

 

大悲懺法會前兩天，是佛定放生日，大陸師兄姐已陸續自各省份紛至前來， 上人

主法帶領大眾放生，當群鳥躍出籠中，振翅飛向寺地的樹林內，場面感人，增益兩天後

法會的吉祥。據了解此次大陸來台的師兄姐總人數超過四百人，不但莊嚴了法會，對須

要人力和迅速完成的場地佈置，提供了及時的支援，紓解了義工團在法會前夕的掛慮。 

 

覺行團隊懷著一片要圓滿法會的堅毅願力承擔一切，一點一滴通力合作，不但建立

了利生功德，也增長了自己和團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磨鍊了自我的修行，受用最大的

當然是義工們自己。看著這群精進勇猛的佛弟子，由衷歡喜和敬佩。 

 

感恩 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教化無量有情、感恩 證達上人領眾不斷前進!  （顯琛）  

 



 

 

 

 

 

 

 

 

 

 

 

 

 

 

 

 

【世間無常 聞法利生要即時】 

 

今年九月覺行寺地灑淨整地時就聽 證達上人說，要在這塊寶地舉行大悲懺法會，

當時一眼望去一片荒蕪雜草叢生，想像再一個多月之後這裡就將成為法會現場，心裡非

常期待。時間飛快過去，在這期間也曾經整了兩次地，為了要讓法會莊嚴也避免沙麈飛

揚，因此上人還決定鋪上碎石。後來聽說上人要把已鋪好的碎石換一邊鋪，我想好不容

易才把地壓平，為什麼要重鋪，還傻傻的建議說不要再挖了，到了法會前一天看到上人

帶領大陸師兄姐，還有幾位出家師真的就去挖石子，一車一車的往樹蔭下載去，等到鋪

好才聽到上人說明，因為法會時怕老人家曬到太陽，樹蔭可以讓年齡大的老人休息，當

下我好感動，上人慈悲，為了照顧到老人家，還特別為他們改變佈置壇城的方向，想到

這些我慚愧得無地自容，沒想到我實在太無知了，上人會這樣決定一定是有道理的，我

這不懂天高地厚的凡夫俗子，竟然敢亂出主意，在這合掌一禮向上人懺悔。 

 

法會前一天一早就已看到好多大陸師姐們在幫忙舖桌裙，至少有一百位左右的大陸

師姐，看起來人多好亂，但亂中有序，真的很快的就已經把桌裙全舖設好了，整片鮮艷

的黃色桌裙套上去後，鮮艷奪目的金黃色美麗極了。 

 

10 月 31 日法會當天一到寺地，看到更多的大陸師姐在忙前忙後，我被安排在庶務



組，後來聽到宣佈開始準備演練繞佛了，就跟著去排班把自己的任務忘了，在法會結束

後的檢討會上，才了解庶務組長秀香師姐工作繁多非常忙碌，我這個組員卻沒盡到義工

的責任，在這裡向上人懺悔我的怠慢職責，也向秀香組長道歉沒有擔起自己的任務。 

 

法會開始上人進場時，我看到空中小飛機四處飛翔，空拍法會現場好壯觀!這是很

稀有的現象，國內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景相。上人很慈悲，沐灑菩提聖水時全場環繞，

幾乎所有參加的人全都得到法水沐灑加持，我雖然沒參加繞佛，但看到整齊的繞佛行

列，感覺非常殊勝好莊嚴。 

 

因年歲已老未能支援更多的事，而感到遺憾，更覺得世間無常，想到這裡就該用功

修行多聞法音，盡力做佛事，將來能了生脫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應該也是眾多佛

弟子所盼望的吧。（楊千卜） 

 

【義工雜記】 
 

個人將這兩年多期間往來各地，有幸參與服務中，各地同學之所見所聞作ㄧ簡略感

想的闡述。 

 

首先就先以"熱情"ㄧ詞來作表述-任何成事之初都必需擁有ㄧ顆幟熱無私的"熱情

心，"形於內則是內心的"喜悅與愛好"，而形於外所示現之"行為"我們就稱之為"熱情指

數"，假如將其指數強度由 1~10 排列， 台灣同學"熱情指數"僅為 6。  

 

其次我們再談論"向心力"，真正在"向心力"以具體的行為表顯上，個人理解則應該

是"內在思想的認同、與外在語言與行為的相應"下所顯現出來的"態度"表顯，在此個人

列舉ㄧ個簡單實例來說明： 

 

我們要慶幸生活在小而美的寶島台灣，因為從北到南不過短短 450 公里左右，加

上擁有便利的鐵、公路運輸系統，因此無論我們身在何處欲往何處，大約都無需花費 5

個小時即可抵達目的地。但反觀生活在其他地區同學們而言，當他們想前往參與法會

時，打從四面八方前來的同學，少則搭上ㄧ夜火車，多則需搭上 2 天火車才可能抵達，

然而每每ㄧ幕幕入我個人眼簾的是，許許多多的師兄、姐們肩膀上扛着大米、食油，及

自家種的各類形蔬果，而手裡還拎着晚上要蓋的棉被和梳洗的臉盆，然後ㄧ列ㄧ列地從

寺院山門口，ㄧ步ㄧ步走進四面佛處的西佛院報到，請大家想像此景可曾在台出現過?

答案肯定沒有，但大家可知這衆多師兄姐見到我後，所詢問的第ㄧ句話是什麼嗎? 是先

詢問[上人師父回來了嗎?這是我們帶來要供養上人師父的]，這些看似平常不過的食物、



蔬果，但大家可想過它們可是越過幾百公里、幾千公里不辭辛勞地將他、她們視為最珍

貴親手種植的寶貴食物獻給尊貴的上人師父。試問這如不是真正的三業相應，那麼何種

行為才是三業相應? 這不也恰恰符合個人對"向心力"理解說法吻合嗎?那麼，由此各地

同學之"向心力"比對應是不判而立了。 

 

最後我們來談ㄧ談"供養與奉獻"，據個人理解要做到最大的供養與無私的奉獻，其

前題是必需具備有豐富的"熱情"與充滿無比的"向心力"，也唯有這兩者兼具的狀態下，

才可能激發出純淨的供養與奉獻心境。但供養並無大小之分，而奉獻更無多寡之別，只

要是發自內心摯誠且盡全力的去做，去完成使命這就是最大的供養和無私的奉獻了。 

 

以上陳述純屬個人感想，或有偏頗或有錯誤見解之處，僅祈望能帶給大家有更寬廣

的省思空間。 阿彌陀佛 !（慚愧行者 尼瑪尊珠 合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