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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緬甸參學及帕奧禪林出家之饗宴 

─生命旅程的轉折與成長 承續禪林與學院的法緣      

                              作者:黃啟明 觀淨尊者等潤補  

 

1.序幕．起程   

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大風暴，我所服務的

公司受到雷曼兄弟波及而搖搖欲墜。已在職場滾盪

三十年的我，也正思索如何尋找「漂亮下臺的身

段」。此際，好友杜輔仁兄剛從上座部佛學院短期

出家回來不久，慈懷慧心的他，告知學院明年二月

份有帕奧禪林參訪的訊息，並且邀約同行。緣於過

去曾經對「止觀」有所接觸，且在輔仁兄第一次出

家時，有幸與悉達拉長老及觀淨尊者有兩面之緣，

經過數周思慮，遂乃告知可以同行，並以此「出國」

為由，提報退休申請。世事如棋，告知後，反是輔

仁兄無法成行，然幾經周折又逢春，終遂可以同

行。一個訊息的聯結，讓我走出職場，尋找生命的

涼陰，有機緣披上保護法途的袈裟，此或佛家語「不可說」。 

元月二十九日〈農曆初四〉，與輔仁兄一同至台南學院，聆聽觀淨尊者對這

次行程的安排及途中需注意的事項。當天下午，寶昭師姐與好友周憲衛師兄亦從

台北趕來會面，順便了解學院活動之概況。此次同行者共有八位，悉達拉大長老、

觀淨尊者、ViriyA 

Sayalay(在這次朝禮中改

名為 SaGghamittA)、管鳳

九、龔良勳、丁敏哲、杜

輔仁、黃啟明。我懷著臨

淵履薄的心境，為即將投

諸的未來感到興奮而徬

徨，也準備好迎接我下一

階段的生命旅程，追隨僧

團，行於林間小徑，尋訪佛陀的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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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清晨五點，提著簡單的行囊，生平第一次穿夾腳鞋外出旅遊，既

彆扭又不自在。但行前聽說緬甸的比庫都打赤腳，我也就隨順放下開步走。清晨

七點的機場已見不少出入旅客，於大廳的一處角落，先行落髮的敏哲師兄已先至

相候，一會兒管鳳九、龔良勳師兄亦陸續來到。我們在候機室與悉達拉長老及觀

淨尊者會合。經過近四個小時的飛行，進入了佛教的國度─緬甸。由空中俯瞰最

先映入眼簾的是櫛比鱗次的佛塔，以及一望無際綠意盎然的田野風光，此時東坡

《望雲樓》詩不由浮印心中：「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

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2.首邑仰光 

下了仰光機場，莊爾群師姐已在入境大廳迎接大家，隨即備車前往市區住

宿的飯店。到了飯店安頓好後，爾群師姐帶我們去當地的傳統市場準備各種所

需。有賣紗龍、佛畫、藥品、日常用

品等，商品擺設奇特，很具市集特

色。 

莊師姐是緬甸籍的華人，通

華、緬、英語，有她從頭到尾幫忙大

家，一切都熟悉方便許多。師姐也是

學院在緬的主要淨人，助成學院的很

多法務，方便台地學院師生在緬的學

習與生活。一路同行，不只見證緬甸佛友的虔敬三寶，也學到很多居士行儀與淨

人的要領。 

其間也參訪了世界和平塔(kabaye 

pagoda)。起造此塔是為了紀念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世界重獲和平、緬甸獲歸獨立。

塔旁有洞窟般的大會堂，仿佛教第一次結

集聖典的七葉洞而建。佛曆 2500 年(西元

1956 年)緬甸政府護持，邀請 2500 位東西

方僧伽，在洞窟內舉行第六次佛典結集，

於佛教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根

據此，現已發行第六次結集版的巴利大藏經光牒(CSCD)，內容完整收編律經論三

藏、註解與疏抄，及《清淨道論》等重要藏外文獻。 

華燈初上，我們轉往嚮往已久的大金塔，一禮悠古佛跡。大金塔(Shwedagon)

的初建，始於佛陀的時代。緬甸的二商人(大布沙與婆利佳 Tapussa & Bhallika)，

在佛初成正覺後的第四週，供養佛陀缽食；佛賜與八根頭髮。他們回到仰光時，

起塔供養。 



3 
 

歷經修建，現今的大金塔有東西南北四個門，沿著階梯而上，上面是用大

理石鋪成的平台，平台中

央是大金塔的主塔。四周

有形態各異的六十四座小

塔，壁龕裡都設有佛像，

閃爍著金黃色的亮光。寬

闊平滑的大理石面走廊，

金碧輝煌，莊嚴祥和。來

自甚多善男信女環繞著金

塔浴佛或叩首膜拜，有的

則盤腿閉目唸經，祈求佛

祖的庇佑。祂守護仰光，

象徵藉是緬甸，也是佛教

世界的聖地。 

3.古都庇古 

二月五日清晨，大眾驅車南下，沿路朝聖聖，漸往帕奧禪林。首抵南緬古

都庇古(Pegu)。遠在郊區已看到庇古

大佛塔(Shwemodaw)。大塔幾經修

建，現今的塔基還有地震倒下的舊

塔，約 373 英尺，乃全緬最高的佛

塔。這塔也是緬甸佛塔建築的典型佳

構。中心是高聳的主塔，向外是平鋪

空地，供繞塔。再外一層是附帶的小

佛塔，供集會、休息或護塔會辦公

室，等宗教生活用；庇古大佛塔在這一層植育濃陰的樹，格外清涼。再外則是朝

塔的四方廊道。大金塔的建築勝於重寶華飾與群塔疊構，這塔則層次分明，結構

井然，典雅樸實，清涼宜人。 

庇古的諸多史蹟聖地展示了其為

古都，非常值得巡禮僧團和合統一的

「莊嚴界場(KalyAnI-sImA)」。這界場乃

受到十五世的達摩悉提(Dhammazedi)

王護持，派留學僧至楞伽島

(LaGka-dIpa)，返緬而建，以在此僧伽

重歸和合，淨化佛教。王欣感傳承教法

的盛事，特立碑銘記事。這碑銘也是現

存最早的緬甸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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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達拉長老教了十八年的聖典學院也在庇古。其中有一間古樸而典雅的房

子，是悉達拉長老的母親供養蓋給悉達拉長老所

住，悉達拉長老的臉頰上映照著慈母的光輝，神

情顯得和煦愉悅。 

近午時分，來到法曜(Lin Yauk GI)長老(長老

乃帕奧禪林的教誡師長)帶領的聖典學院，看到很

多小沙馬內拉在用功背誦經典。不一會兒就打板

用齋，近百個小沙馬內拉整齊排隊魚貫進入齋堂

用齋。不少小沙馬內拉的父母都默默來到學院供

養護持，慈心照耀在聖典學院的每一個角落。 

 

4.大金石佛塔  

下午再向南，左轉往 Kyaiktiyo 的聖

山， 朝禮大金石佛塔。緬甸人都希望這

一生能到此一遊。車行到聖山外圍的入

口，因山路陡峻，且路權歸私人所有，

須買票搭車才能入山。看到一輛輛的大

卡車迎面而來，每輛車上都橫列著一排

排的木板凳，一部卡車可容納五十個座

位，點人頭收現金。車緩緩前進，隨著

顛簸的山路搖搖晃晃蜿蜒而行，忽高忽

低，途中還經過幾處管制站停車檢查，

同樣依人頭抽稅。 

經過了近半小時的折騰，到了聖山的山腳下

下車，爾群師姐幫每人都備好一根木杖。悉達拉

長老銜領我們沿蜿蜒山路而上，路上不時看到有

坐轎的遊客經過，有些婦人頭上頂著食物或木

柴，往山頂邁步而走。天色漸暗，愈來愈感受到

聖山幽微寂靜的氣氛。晚上大夥往聖山觀賞夜

景，在空曠的山頂上，一塊貼滿金箔的大金石，

幾近騰空佇立，僅一絲絲繫在另一塊大石頭上，

而蔚為奇觀。構成這一奇觀，除了鬼斧神工的巨

匠妙思，最重要，大金石內植入佛陀的頭髮舍

利，石頂再立佛塔。這就是大金石佛塔，聖山的

精神堡壘。很多善男信女在此焚香膜拜祈福，有

的徹夜打坐，期望早日證得解脫。我們也合掌禮敬，凝神憶念不可思議的佛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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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隨著悠揚的梵唄聲響起，再次前往參觀，白天怡人的景色，讓

人有一種此地風光即佛天的舒暢。在

大廣場看到有位盲胞拄著拐杖，嘴裡

唱誦著響亮的巴利經文，一次又一次

來回地走著。在下山的路上看到一位

比庫，一步挨一步，一心頂禮往山上

經行。也有位殘障的信徒，用雙手、

雙腳著地，努力地往上爬著，以行動

表示內心的虔敬。也有位穿著清修服

的道人，用掃地的方式由山下掃到山

上，除塵滌垢地修練。亦有留著山羊

鬍、戴著帽子、手裡托著缽的修道士，心眼相對地沿路而上。小店旁看到媽媽幫

小沙馬內拉整理袈裟準備托缽等動人的畫面，讓人印象深刻。 

5.法源金地達通 

下山後再往南，驅車前往法源金地─達通(Thaton)。依緬甸的教史，這是阿

育王時代派來僧團，傳承教法至東南亞的聖地，古稱金地(SuvaNNa bhUmi)。東

經山路，法傳耀於泰國，再演教於柬埔寨與

寮國，乃至越南南部及中國雲南之西霜版納

等，加上緬甸，形成東南亞的南傳上座部佛

教傳統教區。 

自達通傳至較北的庇古，建立緬甸南部

蒙族的佛教古都。11 世紀時，首次統一緬

甸的巴甘 (Pagan) 王朝，即是從達通迎請巴

利三藏及僧團，暨佛教的工藝之士，建設巴

甘王都為佛塔城；還遠從楞伽島(LaGka-dIpa，今日鍚蘭)，請回巴利三藏，以植

根上座部佛教。幾經傳演，緬甸已成為佛教古國、僧伽的園地。現存的達通大佛

塔見證佛法住世，供人禮拜。 

帕奧禪林即是位於佛教傳

統濃郁的金地，獅子吼，轉法

輪；也從受庇蔭於菩提樹的鍚

蘭，請回分枝自佛世的菩提樹，

植於帕奧禪師的寮房與禪的中

間。 

學院依帕奧禪林為宗教典

範，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的宗

旨，正是依循這個教法源流：「佛陀於閻浮島(JambudIpa)創覺，弘法建僧；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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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弟子於楞伽島(LaGkadIpa)傳承上座部佛教(TheravAda)。就弘揚上座部佛教於台

灣島(TaiwandIpa)而言，即是

令正法光照台灣(Taiwan 

dIpeti)，成為台灣之光

(Taiwano dIpaM)。一言以蔽

之，『植根佛教於台灣』

( BuddhasAsanassa mUlAni 

TaiwandIpe otarantu. )」 

6.帕奧禪林 

從仰光直接搭車到帕奧禪林約須七-八個小時的路程。以往到帕奧須經渡

輪，近幾年來才改善為陸路直達，替禪修者省卻不少旅程上的勞累。緬甸目前尚

屬軍政府管轄的國家，行程中偶爾會遇到武警的盤查。一路上設有很多簡陋的柵

欄收過路費，但車內只要有比庫在座就會很受禮遇地免收費過關。馬路兩旁隨時

可看到比庫在路上行走，晨間更是到處可見托缽的比庫，甚為壯觀。 

車輛緩緩經過林蔭幽徑，駛進帕奧禪林。觀淨尊者指著路旁的老樹，敘述

老住持植樹蔭後人的故事。帕奧禪林佔地約二百五十甲，分上、中、下院。下院

負責住老僧眾及女眾，並處理佈施事宜。向內走往中院，我們五位就是在此求受

比庫戒。上院清靜禪修，就是莊嚴山，我們通稱的帕奧禪林。 

我們到達下院時，一位和藹慈祥的長者老悉臘尊者(Bhante U Sila，2008 年

10-12 月應蒞學院弘法)及德天尊者(2008 年駐學院的安居僧)已在門口迎接大家。

其中，老悉臘尊者是禪林的後勤大總管。在台已親過兩位尊者，所以顯得格外親

切熱絡。短暫的寒喧後，我們五位即將短期出家的師兄弟，在兩位尊者的協助下

備妥出家必備的用具，隨而前往上院圖書館的寢室。我與輔仁師兄住一間，隔壁

是敏哲及良勳師兄，鳳九師兄單獨一間，觀淨尊者及悉達拉長老住在附近的寮

房，爾群師姐及 ViriyA Sayalay 則住下院。觀淨尊者住的編號 242 寮房，是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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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高雄的夫婦師兄姐所發心供養起建的。晚上我們五位到僧團執事人處，辦完

入住禪林的手續後，就回圖書館就寢。 

7.全村大供養 

二月七日一大早，我們五位新人到托缽堂當法工，先學習服務僧團，幫托

缽的比庫打飯菜。托缽堂每日有近千禪修者用餐，外國的比庫優先打齋，後面再

接著是緬甸的比庫及沙馬內拉，最後才是在家居士。隊伍安靜而井然有序，偶而

有外面的信眾，帶著食物前來供養比庫。 

早上剛好碰上帕奧一年一度的

全村大供養盛事。一早村落的車輛就

開到禪林，一車車地將幾百位比庫送

往山下接受全村大供養。村落的景象

樸實無華，大部分是木造的房屋，馬

路是黃澄澄的泥土，掃得格外乾淨。

居民為迎接這一年一度的盛事，不管

男女老幼都穿著像新年一樣喜氣的

服裝，期待這一天的到來。比庫在廣

場陸續下車，按戒臘高低，打著赤

腳、右手托著缽排成一列列，沿著街道開始接受供養。比庫的左邊排著一列穿著

白色整齊服裝的淨人，協助比庫收取供養物，不一會兒，又換成淨人幫僧伽拿缽

接受供養。街上一片的寧靜沒有雜音，當比庫走過時，村民亦都打著赤腳，微笑

供養，虔誠禮敬。 

此際，天、地、人三者為一，佛

法貼近眾生，眾生心向三寶。頓然的

心神攝受，讓我充滿法喜，也看到土

地的力量，以及釋尊、阿拉漢的威神

力。佛陀的教法落實於生活，一掃過

去大乘度眾小乘度己之說。村民供養

以米為主，淨人協助裝袋上車，走完

全村約二個小時，著實上了一堂寶貴

的人生課程。 

8.受戒．「台灣五比庫」 

是日下午一點鐘，觀淨尊者邀請華人 Pesala 尊者當我們的剃度師，先幫大

家圓頂。三點半，在圖書館樓上的佛堂，我們五位新人受身沙馬內拉戒，穿起袈

裟，悉達拉長老為戒師，各授予法號，我們五人正式成為沙馬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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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來尋求解脫的，但袈裟一穿煩惱馬上臨身。為了袈裟這一塊布如何

穿好，不在外面出窘，我們幾個

每天都半夜四點多鐘就起床練習

穿衣，我幫你、你幫我，但總是

穿不順。我多虧有輔仁師兄幫

忙，總算安然的度過此關，然而

要能順手熟悉，已是三個星期以

後的事。 

感謝美好的福報因緣，才受

完沙馬內拉戒，隔天二月八日早

上七點半，在中院的禪堂就接著

受具足戒。由於觀淨尊者在

台已向禪林僧團主要職事

人─月圓尊者(Bhante U 

Candima)請求，慈允隨行的

五人速能在禪林受短期比

庫戒，經月圓尊者妥善安

排，及悉達拉長老的戒齡高

德邵，諸山長老都來共襄盛

舉。受戒前，僧團誦經祝

福，我們領受法雨甘露。我們分兩批受戒，我與輔仁及鳳九師兄一組，敏哲與良

勳師兄一組，前後歷時一時四十分，誦完羯磨文後，我們五位正式成為「台灣的

五比庫」。步出禪堂，老悉臘尊者的故二等善女人，已準備好汽水與觀淨尊者交

付的物品，在門口供養

大家。善巧尊者也幫忙

照相留念(2008 年駐院

的安居僧)。感恩諸方

善緣及施主的用心，我

們今生幸值佛法，更能

出家為僧，安住在大威

德的僧團中。 

下午五點 Pesala

尊者到觀淨尊者的住

處，教我們穿好袈裟的要訣—首先要學會安住，一次次慢慢地練習直到順手，不

求一次就好，因那是「貪」。袈裟是成就阿羅漢很重要的一項功課，隨時藉助僧

團的力量，不偏離正知正見。 

在禪林期間，我們五人每天托缽完，即到觀淨尊者的寮房一起用餐，觀淨

尊者同時會交待當天的行程，並教導相關法要及注意事項。Pesala 尊者每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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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來，教我們五位新比庫戒律，點說修行的法要，要大家修行永遠不要去注意時

間、年歲，對生活要出離，依止在佛

陀的教法上，少事、少物，而能在法

上活出來，活出「止」的力量。太多

的目標和追求，會失去單純、減少快

樂，須守護好自己的善心。 

9.供僧、誦戒 

二月九日是帕奧禪林一年一次的供僧大會，很多出家眾從各地組團來參加

這次的盛會。大會堂設在下院的禪堂，僧伽按戒臘的高低排比而坐，我們五位沒

有戒臘的排在最後面。會場約有近千僧眾參加，並看到約有百名北傳的出家眾參

與此會。法會進行莊嚴祥和，從早上七點五十分至十

時三十分結束。步出會場，走廊兩旁已站滿善男信

女，準備好供養給比庫們的食、衣、住、藥等豐盛的

日用品，一個接一個供養禮敬，讓我們再次看到信眾

對佛法僧三寶的信心。 

這一天剛好為月圓日，下午四點正，在上院的

法住禪堂舉行誦戒。誦戒前，比庫與比庫要先彼此懺

悔，誦戒時是以蹲的方式進行，前後約二個小時。我

們五個新比庫蹲不到半個小時，兩腳就開始搖晃，順

勢改為側坐的方式而坐，整個會場完全攝受在響亮的

誦戒聲中，不看戒文，琅琅上口，相續連貫，定靜而有威力。誦誡的尊者是康沙

那禪師(Bhante U KaJcana)，幸運地，觀淨

尊者也曾帶領我們去參禮。在禪林的日

子，每見到尊者，都心生尊敬與安詳。

更幸運地，尊者後來也蒞院教授(2009 年 

5-6 月間蒞學院)，利樂台灣的求法者。

法住禪堂是禪林的精神堡壘，禪修的中

心，一年除了誦戒、入雨安居、出雨安

居等僧團重要集會，其餘時間都做禪修

使用。                                    
二月十一日原安排到禪林外的村落去托缽體驗。我們是外國人，須事前登記

核備，然而前一天太晚不及登記，因而取消體驗活動，誠為此行未圓滿處。禪林

對外的活動漸漸進入尾聲，觀淨尊者每天看似閒而事多，仍為植根佛陀的教法於

台灣，穿梭於禪林中拜訪及邀請可以到台灣來弘法的師長，會見老友，接見訪客。

二月十二日並帶著美心尊者〈輔仁師兄法名〉參加僧團大會觀摩學習，在僧信的

共識會議了解各地的弘法情形。觀淨尊者認為台灣幸有禪林可為宗教典範，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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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地方仍然很多，得各護自己的業行，大家同心協力弘護教法。 

10.參長老．訪小沙馬內拉   

觀淨尊者在這段期間，每天仍撥出時間帶著我們「台灣五比庫」參訪長老、

禪師。其中一位一位是禪林戒臘最高

的長老(Ye Ou Sayadaw)，仰光中分院

的住持。 

禪林到處都是小木屋，比庫們

一人一間。走進小木屋看到內部簡單

的陳設，一張小木床、袈裟、缽和幾

本經書，每位長老及禪師都隨緣自

在，安定而有力量。我們都感受這美好的因緣，請求開示聆聽法益，內在充滿著

法喜。 

禪林內有個沙馬內拉學院，

台灣的「三大尊」─觀淨尊者、

悅音尊者與智者尊者，帶我們穿

過森林小徑，通過簡單實用的小

木板橋，就到這座「森林小學」。 

很難得看到三位兄弟同為沙

馬內拉，怡然自得地各自在樹底下背誦經

典。觀淨尊者往前和他們「論法」，期盼學院

早日也教與養一群小沙馬內拉！ 

11.回程 

時間匆匆，來到禪林參加盛會的國內外團體皆陸續返回駐地。二月十四日

下午，悉達拉長老及觀淨尊

者，帶領大家到帕奧禪師的

寮房，向代理住持布德林

(Budalin Sayadaw)大長老辭

行〈帕奧禪師雲遊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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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清晨五點半，我們驅車離開禪林〈Sayalay SaGghamittA 及管鳳

九師兄留下繼續禪修，龔良勳師兄已先行捨戒返台〉，行前，老悉臘尊者依依不

捨地在門口送行，德天尊者及爾群師姐則將一路隨行到仰光。老悉臘尊者的故二

已備好餐點，讓我們帶往山下村落的小店用餐。 

回程向北，沿途參訪。除再訪古都庇古等聖

地，下午前往學院護法會賑助緬甸風災時，所援建

的雷古(Lhe ku)禪林─帕奧禪林在仰光西北的分

院。已蓋好兩間寮房，部份工程還在進行。這見證並加深台緬佛教的佛法淵流，

亦微表台灣(佛友)感恩緬甸大地子民。為了確實做好援建計畫，在禪林期間，觀

淨尊者帶領大家參訪牟救大長老

(Mojion Sayadaw)，並為援災計畫做先

前的了解。至仰光時，悉達拉長老及

觀淨尊者，還抽空召開當地僧信會

議，由爾群師姐與敏哲師兄報告會援

助緬甸風災的狀況，以待總結。回學

院後，援緬計畫的成員決定，所剩的

援助淨資全供養牟救大長老主持的

道場。援緬風災計畫、感恩專案，至

此畫下完美的句點。 

晚上住仰光道場，再次前往大金塔，不一樣的是，身著袈裟已成為一介比

庫，心態有很大的轉變。 

二月十六日清晨，至德勝聖尊者俗家，接受家人的應供〈德勝尊者人在台

灣的學院〉。中午至仰光機場搭機返台，登機前，德勝尊者的媽媽再次在機場附

近的餐廳為大家準備午餐，並預先準備好尊者所喜歡吃的糕餅，請我們轉交給在

台灣的尊者。慈母心繫千里之外的兒子，不思量，自難忘。 

告別悉達拉長老、德天尊者、爾群師姐後，觀淨尊者帶著輔仁師兄、敏哲

師兄及我登上飛機。此刻，穿著袈裟第一次搭機，內心法喜充滿，宛如包著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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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嬰兒，得使生命獲得再生。回台後繼續留在學院參加瑪欣德尊者的禪修營及阿

毗達摩研習，三月四日與輔仁師兄在悉達拉長老及觀淨尊者的監護下捨戒。 

12.感恩．祈願 

短短一個月的旅程中，讓我的生命做了一次美麗的大翻轉。最大的收獲是，

在禪林期間的薰習，親身感受到「戒定慧」的真實義。進而在全村大供養中，看

到「僧信一體」的自然宗教文化，真實地感受到那是「慈心禪」的極致發揮。並

在僧團服務中，能讓自己一顆塵封久蛀的心開始發酵融化，此行真可謂今生最大

的幸福。 

此行也深廣化對佛教文化的認識。緬甸乃佛教古國，今日的僧侶約有五、

六十萬人，高度受到民眾的禮敬，今日的佛國。佛教不僅僅只是部份人的宗教典

範，更是全民的文化傳統。在古蹟聖地方面，三大聖地是仰光的大金塔、聖山的

大金石佛塔、北緬曼德勒的大牟尼(MahAmuni)佛，我們由仰光向南，朝禮了前

二者。在佛教古都城，三大古都是北緬的巴甘城、東緬的雅凱(Yakkhai)、南緬的

庇古，我們參禮了後者。到了帕奧禪林之後，親睹大僧團外出接受全村大供養、

在禪林出家為僧、應大供僧的福報、上禪堂、參加誦誡，以身作證緬甸佛教文化

的精髓。同行的陶藝家杜輔仁，深受感動，回台後，結合宗教與藝術，獻身創作

佛塔陶藝，即將成果作品展。還想北行之路，參訪緬甸。 

在禪林這段時間，五位短期出家的比庫受到無微不至的呵護。由於月圓尊者

的妥善安排、悉達拉長老的「光環」，成就莊嚴的戒會。德天尊者帶著我們去爬

山，認識禪林的環境。特別是老悉臘尊者，其故二及德勝尊者的親人，也都深怕

我們飲食不習慣，特別給予照料。觀淨尊者帶領大家去參訪的還有鍚蘭的聖戒大

長老(AriyasIla MahAthera)、蒙族人禪師優果長老(Yogo Sayadaw)、新加坡分院的

禪師歐岡大尊者(Bhante U UkkaMsa)，教外國人的禪師郭偉大尊者(Bhnate U 

Kovida)，等善知識。禪林長老和藹可親，承受護教；看到觀淨尊者與老友如父

子兄弟般的情誼，一幕接一幕的生動

畫面。這些點滴，述說學院與禪林的

深厚法緣與恩情。我們新學待修而同

享福田，善要珍惜。能說的，就是感

恩；能做的，就是報恩。 

時間飛逝，今已捨戒八個月。

雖然耳際不時地縈繞著，觀淨尊者依

引佛說：「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

理思惟，法次法行」，以判合學院的

教學重點：「皈依三寶、研習三藏、勤修三學、滅盡三毒」，來落實學院的宗旨：

植根佛陀教法於台灣。但畢竟出家與在家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很快的又落入世

俗。「世俗與勝義」的平衡是需要教團力量的支持，何其有幸，台灣有南傳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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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佛學院，台緬等尊者組成的僧團帶領大家，正為弘傳佛陀的教法而奉獻。我為

滄海一粟，僅將此行心得做一微薄之分享。 

願佛陀的教法，深植於台灣，普及有緣世人。薩度！薩度！薩度！ 

 

插入緬全圖 南緬放大圖 都標示聖地 

 

 

***學院預訂 2010 元月參學緬甸與帕奧禪林，歡迎想參加者與學院

連絡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