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佛法中相見
 開基法師

鐘聲傳三千界內，佛法揚萬億國中；
功勳祈世界和平，利益報檀那厚德。

緣　起

二○一一年二月十七日下

午幾位法師與蓮友們到桃園機場

恭送仁俊上人的舍利返美。在機

場的貴賓室裡候機，上人之舍利

供坐於過去所坐之正中央貴賓座

上，大家如同上人在前一樣，虔

誠地頂禮三拜送駕，昔日上人時

時叮嚀不可或忘佛法，更要積極

地去幫助窮人之語，言猶在耳。

沈惠珠律師熱心關切地要盡力蒐

羅上人生前點點滴滴的生活啟

示，遂向學人邀寫一篇報告。誠

惶誠恐，自己無修無德，如何敢

登大雅之堂，雖推辭再三，但在

其懇切催託之下，只好貿然放膽

試著寫上這篇報告。

憶念三寶

一九九五年春天，上人獨自

一人從美國到台灣弘法，我們到

機場接駕，在入境的人群中看到

步伐矯健且快速而儼如青年者，

正是我們所恭候的上人。大家上

前問訊並要為上人拿行李及僧

袋，上人卻一手高舉僧袋說：「自

己可以做的事，不要麻煩別人。」

時值七十七歲。此行弘法圓滿要

返美時，美國的蓮友特別來電，

希望這裡能安排一位男眾法師隨

行護送，學人受命隨侍，但上人

卻堅持的說：「一人可做的事就

不要麻煩他人，大家要把時間用

在佛法上。」還記得一九九六年，

有一次上人到台中的慈明寺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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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法中相見

聖印法師，在等候時，自己一人隨

即在大殿裡繞佛經行，在上人那

精進的腳步中，不就在啟示我們

生命要隨時把握充實。

不老的學習

一九九七年十月，上人到新

竹峨眉，有一天早上，學人要去接

上人到新禪堂為大眾開示，在相

距一公里的鄉間路上，從遠方即

看到上人手拿字典，邊走邊查的

走過來，因上人的家鄉口音較重，

開示時尚需翻譯，然上人不忘隨時

學習如何正確地發音，甚至不恥

下問，雖以七十九高齡，那種精進

奮發之精神，誠為弟子們之典範。

上人常言：「生命就是時

間，時間就是生命，浪費時間就

是在浪費生命。」平日進講堂開

示必然準時，無論是會場的蓮友

們是否已準備好。如為一小時之

開示，也一定準時圓滿，絲毫不

差。當年曾在旁邊負責翻譯的果

冶法師私下告訴學人：「在上人

的開示中，全然找不出可以增或

減一個字的地方。」我們所霑不

只是言簡意賅千錘百鍊的精華，

更是醍醐灌頂的法寶。

無相有節

一九九九年，有一次我們恭

送上人到機場搭機返美，當上人

通過證照查驗後，隨即轉身向我

們高舉雙手揮動不已，臉上綻放

著是自在而歡欣的笑容，雖然身

處上百人的陌生大眾之前，那種

稱性而起的無礙神韻，剎那間學

人彷如被帶入《金剛經》所言「無

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

相」的境界中，這不就是「佛」！

二○○一年十月，學人到美

國同淨蘭若依止上人修學。當學

人入門頂禮三拜之後，上人即說：

「在這裡沒有所謂的子孫寺廟，

在稱呼上不要稱『師公』，你在這

裡要好好修學佛法，要做好的榜

樣。」學人自此就改稱「上人」。

此一大公無私，不為我所界限的

心，不就是敞開真心入法界！上人

在這裡為我們打開如何入不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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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解脫境界的法界之門。

上人的作息一向規律而有

節奏，不急不緩從容有序。有位

法師告訴學人：「你只要看到上

人的所在位置，就可以知道現在

是幾點鐘。」有一次學人凌晨三

點起來看書（常住規定三點半起

板），正好上人經過學人的寮

房，就說：「等起板後再起床，

不可吵到大眾的養息。」

力行莊嚴

二○○二年二月，有一天

下午，學人在寮房做功課（常住

規定，寮房的門除了晚上養大息

之外，平時必須完全打開，以免

懈怠），走廊上傳來矯健而敏捷

的腳步聲，一路以宏亮的聲音宣

佈：「大眾全部搭衣，馬上到大

殿集合接駕！」學人以為是位年

青人進來宣佈事情，音聲是如此

的鏗鏘而有力，出寮房一看，竟

是上人（親自過來）！原來是香港

的娟娟夫人闔家所供養的銅塑觀

世音菩薩聖像，用貨櫃車運抵蘭

若。其實當時曾有一位中醫師曾

為上人把脈，驚訝其心臟完全不

亞於二十歲之年青人，可見上人

之修持功夫，時已八十四高壽。

印順導師曾讚嘆上人，為

末法時期最莊嚴的比丘，三千威

儀八萬細行持守得滴水不漏。有

一次學人在大齋堂獨自一人託一

位女眾居士，幫忙購買上等蘋果

供養上人，正好上人經行到齋堂

看到我們，即嚴斥學人不可單獨

一人與女眾交談。即使當時學人

與一位發心教學人英文的美國女

老師上課亦然，旁邊也必須有一

位男眾在旁作陪，雖然老師已

六十四歲也不例外。佛陀於圓寂

前告誡弟子們：「佛在世，依佛

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

上人身體力行教誡無遺。

深心關愛

二○○九年三月底，上人參

加世界佛教論壇，由上海轉來台

灣，下榻於晶華酒店。四月一日

上午，學人偕同開宗法師、空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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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與素真居士等一起到飯店，

向上人禮座，正好遇到華雨精舍

的法師們，我們於是一同上樓拜

見上人。上人只開示佛法，不談

無益之語。當華雨精舍的法師們

先告假後，上人即轉身看著學人

問：「你現在住什麼地方呢？」

學人答：「弟子現在暫時一人住

在宜蘭。」上人馬上說：「不可以

一個人住，跟我到美國同淨蘭若

共住。」再轉向住持法師說：「你

幫忙辦理有關去美國的手續。」

接著轉而望向坐在另外一邊的開

宗法師說：「那你又住什麼地方

呢？」開宗法師答：「弟子目前也

是一人暫住宜蘭。」上人說：「你

也一同到美國同淨蘭若，你們的

機票全部由我來買。」在旁的空

淨法師與素真居士看到上人對

弟子們如此地慈悲關懷，莫不深

受感動。當天上人很愉悅地與我

們多談了一些話，當我們要告假

時，還特別起來陪我們到門口。

我們離開之後，即詢問昨天

先來拜見上人的幾位蓮友們，是

否已先向上人提及學人和開宗法

師的近況，但他們皆說沒有提起。

學人深知上人的修持不著痕跡，

無微不至的關愛，讓人刻骨銘心。

靜候中，終於我們訂妥九月

份赴美的機票。沒想到因緣仍然

不具足，只好再改機票，於二○

一○年的四月五日才抵達同淨蘭

若拜見上人。之後由於簽證及機

票快到期的原因，必須提早返台

再辦，臨別告假時，上人再三叮

嚀：「回到台灣辦好手續就趕快

回來蘭若。」

示　疾

豈知沒多久，於九月上旬，

上人卻由美來台住進新店慈濟醫

院治療，此時我們方知上人的病

情已有惡化，雖然接見我們時尚

能柱杖而行，但開示時之音聲已

不如昔日之宏亮。此期間幾位熱心

的蓮友們相繼要提供有助改善病

情的飲食，但總是很難如願去做。

十月十三日，學人偕同開宗

法師與素真及錦繡居士一起上法鼓

山探望上人，抵達時正逢上人要坐

在佛法中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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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環山，我們於是隨行在後，

自上次迄今一個多月的時間，此時

上人已難於行走，飲食也多只能喝

流質，雖然常住有特別安排專人另

行烹調飲食。當繞回到男眾寮房門

口時，我們即準備告假，但此時卻

看到上人坐在電動車上，神情默

然，我們深知此時絕非語言文字所

能道出大家此刻之心情。

慈　愛

十二月十二日，很高興接到

素真居士來電約我們一起上法鼓

山探望上人，我們很高興，因為

自從上人此次返台療養迄今，我

們雖時時掛念上人之法體，但皆

因「上人需要靜養」而不敢貿然

上山打擾。

這天到了山上看到上人雖

仍只能躺在床上，但卻很高興的

與我們談了許多，上人並關心地

望著學人和開宗法師說：「你們

二人何時到美國同淨蘭若安住

呢？」又交代住持法師說：「機票

全部由我來買，總共四張。」再

度望向我們說：「你們要儘快到

美國。」我們二人合掌回答：「好

的！我們和上人一起回到美國同

淨蘭若。」上人頓時高舉雙手用

力拍掌兩次，非常欣喜地連說兩

聲：「好啊！好啊！」在旁的素真

居士看到上人如此地歡欣，感動

不已，告訴我們：「機票由我來

供養您們！」長輩的厚愛，居士

的護持，當如何報答於萬一！

真心伴行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素真

居士來電，希望學人能立即上山

協助照顧上人。學人期待已久的

願望總算實現了，馬上和開宗法

師並臨時約了傳侃及傳修居士一

同，他們可幫上人修剪指甲。第

一次學習如何照顧，內心戰戰兢

兢，不敢有絲毫之疏失！晚上睡

客廳之沙發椅，緊臨上人之療

房，可隨時聽到上人的需要。開

始前兩天發現，上人於養大息時

間，若有起來並未叫喚我們，一

定為了不影響我們的睡眠。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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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晚上睡覺，學人則更加保持警

覺，注意上人之動靜。

風　範

十二月二十七日，王院長金

平先生由陳裕民教授陪同，專程

來向上人請益。上人雖已難以行

走，但仍堅持起身至客堂接見。上

人強調：「身為清官，能為老百姓

服務，創造人民的福祉，這是修福

報的大好機會，而進入佛門再修

般若智慧就可得到究竟的解脫。」

（開示近五十分鐘）我們在旁頗為

擔憂上人是否支持得住，但沒想

到上人一開示佛法，不僅精神煥

發且燦爛無比。王院長聆聽開示，

深為法喜。告假時，上人將其所供

養之紅包歸還說：「你是一位清

官，請你將它拿去布施給窮人。」

院長離去後，讚嘆上人誠為一代

高僧，清淨而莊嚴，慈悲且祥和。

正　念

上人雖臥病在床，但作息依

然如昔，平時常提醒學人鬧鐘要

設定好三點整，一到凌晨三點，上

人的寮房就會傳出聲音，其實在

提醒我們莫忘精進！平日用齋雖

只能躺在床上簡單地用，但使用

前上人依然恭敬地合掌默念，儼

然如同在齋堂過堂般地莊嚴。有

時學人靜靜地進入上人寮房以暸

解情況，看到猶如熟睡，但幾乎每

次都以手示意沒事，學人無知，豈

知上人無時不在戒定慧之中。

農曆年前上人住慈濟醫院

時，一位協助照顧的福嚴佛學院

同學說：「有一次在幫長老按

摩時，感到長老在昏睡中，故

只輕輕地按，豈知長老轉向我

說：『不要昏沉！』我完全傻眼

了。」相信這句話讓每一個人在

修行上受用不盡。

在佛法中相見

王金平院長（左）至法鼓山拜見仁俊長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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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在

二○一一年元月初以來，

上人的咳嗽日趨嚴重，甚至飲食

偶而會吐，此時開始使用氧氣罩

輔助。直到十日的早上，幾經商

量，終於決定到慈濟醫院再做住

院檢查。八點三十分，學人進入

上人的寮房，赫然看到眼前儼如

一尊臥佛，陽光微照在上人的身

上，臉上是綻放著自在無礙的微

笑，如此清淨莊嚴而解脫，這不

就是吾人修行所要到達的境界！

（太可惜相機沒帶在身邊）

福嚴的長老

轉進慈濟醫院大家也就較

為放心，因有醫師、護士的照

料，應可漸趨穩定。開始先抽肺

積水並輸血一千五百毫升。住院

一周，上人的身體卻走下坡，上

下床幾乎完全需要旁人的協助，

於是商請福嚴佛學院厚觀院長安

排同學們來輪流協助。厚觀院長

向大眾宣佈「仁老是福嚴的長

老」，然同學們都是自願而來。

悲　心

上人身處重病中，仍不時關

懷周邊的人。學人有一天騎機車

到醫院，下雨又冷，攝氏九度下

騎四十五分的路程，半路上即流

鼻水，抵達醫院時不敢讓上人看

到我很冷，然上人似乎心有所知

的看著我：「你的寒衣夠不夠，

不夠我來買。」關愛之心頓時消

融方才一路上寒雨刺骨之冷。上

人之悲心沒有你我之別。

蘇醫師（婉如居士特別請

來協助治療）於上人住法鼓山期

間，幾乎每週上山治療開藥，來

回車程近三小時。林醫師亦然，

甚至在幫上人做治療時，且恭敬

地雙腿長跪而做。傳修蓮友也

都抽空熬粥及幫忙按摩。他們如

此地發心，上人好幾次私下問學

人：「他們在外面幫人治療如何

計費？」學人回答：「一般是一小

時一千元。」上人即說：「他們要

養家生活，我們一定要照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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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付費，你要先把紅包準

備好。」但每當學人要代為付給

紅包時，他們幾乎都是同樣地回

答：「能為上人盡一點心力，我

們都很高興，這是我們的福報，

祈求上人早日康復，能讓大家聆

聽法音。」佛法真心的流露，無

我的奉獻，淨土還在遠方嗎？

上人此次住院三週來，病情

每況愈下，此時更需仰賴氧氣，

只能喝一點流質，身體完全依賴

旁人的協助。

大無畏施

二月二日（除夕）中午十一

點，會宗法師偕同署立豐原醫院

李院長賢伉儷來探望上人，法師

進入病房見到上人立即跪在病床

旁，雙手緊握上人的手，眼淚奪

眶而出地說：「師父，弟子很慚

愧，您老人家生病，弟子未能在

您身邊服侍您老人家，您所有的

醫療費用全部由弟子來供養。」

（學人看到）上人眼裡泛出淚

水，用著非常虛弱的聲音回答：

「你把這些費用全部拿去布施給

窮人。」在旁的每個人無不潸然

淚下無法自已，此情此景，修道

人之大無畏風範千古不朽。

迴　向

除夕這晚，是民俗的圍爐團

圓夜，而醫院裡除幾位值班的醫

護人員外，則一片靜寂。在病房

裡，看到上人仍一如平常的安然

自若地躺著，外面的吵或靜似乎

未曾動搖到上人內心的自在。晚間

六點十五分，學人和開宗法師在

上人的病床旁深深地問訊先行告

假，因為明天要去香港二週。在此

重要時刻，必須留下來不應或離，

然香港之法會臨時又找不到人可

以代替主法，心中兩難，忍痛選擇

藉著大眾共修的力量迴向上人減

輕病苦，等香港法會圓滿回台就

可全心全意在旁協助照顧。

鐘聲傳三千界內

香港的法會進行到二月十日

在佛法中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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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早上，開宗法師接到台灣

碧文居士來電，謂「上人」於昨深

夜十一點十七分圓寂。我們頓時

無法言語，因緣所生，無智無得，

上人已選擇所要往生的佛國。我

們準備馬上改機票返台，正好娟

娟夫人來電，大家都萬分不捨，希

望我們一起趕回福嚴佛學院參加

入殮，但轉而商議也就決定先把

十天的法會圓滿再返台，因為老

人家最期待是每一位僧眾皆能挑

起弘法利生之大任，法會圓滿將

使老人家感到欣慰的。

由此，我們一心祈求諸佛菩

薩接引上人到佛國。是日晚課共

修下來，有兩位老參的蓮友不約

而同地說：「晚上修法中，很清

楚地看到上人身披黃色袈裟坐在

蓮花座上冉冉上昇。」兩人所看

到的竟是完全一樣。我們聽到他

們的敘述，大家都深為欣喜。而

上人在台北慈濟醫院圓寂，享年

九十三歲，他一生精嚴的修持，

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

二月十一日，大家虔誦《法

華經》，正值上人入殮之時，學

人先唱誦：「鐘聲傳三千界內，

佛法揚萬億國中；功勳祈世界和

平，利益報檀那厚德。」因為上

人平時開示的音聲，就誠如這鐘

聲，含藏著無盡的深意。這一偈

誦也正是學人將其作為自己努力

的目標。

十天的法會順利而圓滿，蓮

友們深霑法益，無不感恩三寶的

加被及上人的加持。有位洗居士

本來過年只有三天的假，由於愈

修愈法喜，連請七天停薪的假，

她說：「即使老闆炒我魷魚，我

也要參加到法會圓滿。」更有一

位在大寮發心的老菩薩，她只說

廣東話不諳國語（法會全程皆用

國語），但法會圓滿時，她說：

「我聽得懂法師的開示，好像專

門在講給我聽。」我們無不稱讚

她平日發心為大眾服務所得到的

相應。

寒夜中的明燈

二月十四日晚上返台，素真

居士到機場接我們直赴福嚴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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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素真居士和她的師兄及全家

人多年來親近上人，於上人療養

期間，不遺餘力地協助，對三寶

及上人的虔誠恭敬之心，令人尊

敬。我們抵達靈堂，上香頂禮三

拜，上人宛若在前，一生之典範，

是學人所要致力學習之榜樣。

九點學人開始坐在靈堂前守

夜，學院也安排二位同學輪流。

是夜新竹風又強又冷，在攝氏八

度的寒風裡，雖加裹毯子仍然無

法停止顫抖，但心中的佛號相繼

不斷而得到加被未有受涼感冒。

直至凌晨三點十分得以進入靈堂

後面，瞻仰到上人之法相，驚歎

猶如生前般的安然自若之神韻，

更不可思議者是皮膚的完好細膩

猶如嬰兒般（此時在沒有冷藏之

下已進入第六天），尤其眉毛竟

變得又濃又密。

學人曾到韶關南華寺參拜六

祖慧能大師的肉身舍利二次，寺

裡當家師引述說：「在文化大革命

未被破壞之前，每個月都要為六

祖理髮及修剪指甲，時已圓寂近

一千五百年。」上人一生精進的

修持，又如何不可能如同六祖慧

能大師乃至第一世達賴喇嘛！（據

西藏官方的記載，第一世達賴喇

嘛八十三歲往生。往生前他進入

壇城靜坐，他的呼吸停止了，心臟

也停止跳動了。但是，過三十天之

後，他的身體從一個老人的樣子

轉化成年輕人的樣子，同時，身體

放射出奪目的亮光，人們幾乎無

法直視他的身體。）

爾今眼前如此清淨莊嚴的法

體，心中油然生起難以抑住的衝

動，希望明天能暫不荼毘，甚至

深心祈求上人的法體能夠保存下

來，留給世人都能瞻仰到一位真

修實證的行者之典範，印證佛法

誠非虛妄之語，以啟發後人只要

努力修學佛法必能超脫生死輪迴

苦海之信心。於是自己就抱著一

顆憨直而至誠懇切的心去商請，

但是仍無法如願，只好默然地回

到原座，此時刺骨之寒風才真正

滲入到我內心的深處，不知何時

才能再出現一位偉大的行者來這

世間教導我們。

翌日二月十六日上午告別

在佛法中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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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午依時荼毘。婉如居士晚

上告訴我們：「一切順利！」上

人在台療養期間，她和師兄二人

盡心盡力地協助，只要有助於上

人病情之改善者，莫不第一優先

即時去做，那種無怨無悔地奉

獻，不就是上人風範之傳襲。

親沐佛恩

上人您是佛真正的弟子，您

的袈裟承襲著佛陀的本懷，您的心

展現出佛的大悲心，您是眾生的依

怙，您是我們末法時期至尊至貴的

僧中之寶，您處處都在做最好的身

教，時時都在立下最好的典範，我

們何其有幸能在您的身旁學習，雖

然我們無以親聞佛陀的開示，但您

為我們展現佛的大無畏精神，我們

如同親沐佛的慈恩，又如同進入佛

的國土，您那無我的悲心，濟世的

願力，正是佛法常住在世，眾生離

苦得樂的明燈。

【公告事項】

一、獎學金金額：新台幣捌仟元至參萬元，名額若干名。

二、發給對象：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及研究所，或佛教研修學院、佛

學研究所、佛學院之在學學生。

三、申請人應於100年9月15日起至10月8日止，檢附下列資料向本會提出

申請：申請人資料表、自傳、在學證明、上一學期成績單、中文佛學

論文乙篇。

四、申請辦法、注意事項與申請人檢附資料之詳情，請參考：印順文教基

金會網站公告欄，網址：http://www.yinshun.org.tw，或電話03-

5587016至本會洽詢。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100年度論文獎學金申請辦法公告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100年度論文獎學金申請辦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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