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思禮讚水尊者

水尊者的弟子們

　紀念水尊者圓寂五週年





叢書總序

本叢書始於 2008年向帕奧禪師報告出版法務暨請求指導，

並蒙其隨喜簽名，我們逐次出版「上座部佛教叢書」。

    「上座部佛教叢書」含五小套，依次即為第一「巴利三

藏譯叢」、第二「帕奧禪師叢書」、第三「禪師弟子叢書」、

第四「上座部佛教選輯」、第五「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共

成本叢書，以闡釋與弘護巴利聖典為宗，以教修三藏為趣，歸

於斷盡煩惱、利樂眾生。

「巴利三藏譯叢」的內容即是三藏聖典的「譯」本。巴利

三藏當然是以巴利三藏文本為主體，並含傳統闡釋三藏的註與

疏，統稱為巴利三藏，以教修三學。廣含律、經與論三藏，不

偏重律、經與論之一，更不單依三藏一。「巴利三藏譯叢」是

學院出版的叢書之首，翻譯三藏實為不諳外語的人聞法之磐石，

也是我們最待加強的。

「帕奧禪師叢書」即是帕奧禪師本人著作的叢書，以華譯

為主。禪師的著作重於闡釋三藏，所釋都是依於古代註疏並及

今人佳作，內容不離戒定慧。「禪師弟子叢書」即是受學於禪

師（著作）的弟子之叢書，選入的不離禪師著作之主體，同釋



三藏聖典，助教修行。換言之，上二套叢都是為了闡釋巴利三

藏叢書。來到當代，能傳承三藏聖典是很難得的；幸運地，帕

奧禪林的教學典範是以巴利三藏及註疏為依歸，並由之教授三

學。在當代非巴利語系的傳統教區，帕奧禪林的教學典範已開

始在華人區傳承教法、成立道場，開始累積上座部佛教的教學

經驗。因此，本叢書首選「巴利三藏譯叢」，於上座部的當代

新教區，隨以「帕奧禪師叢書」與「禪師弟子叢書」來闡釋三藏，

以助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等華人區。

本叢書的最後一小套是「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重於弘

護巴利三藏（即「藏內文獻」），猶如在當今易見的緬甸第六

次結集版之巴利聖典的「藏外文獻」。簡言之，這四小套叢書

猶如巴利聖典，以三藏為主體，而附以藏外文獻。藏外文獻則

內容多元，廣如上座部佛教史傳（如述三寶之傳世、讚佛頌）、

巴利語法書、現代緬甸雷迪大師 (Ledi Sayadaw)的著作與通於

世俗才德的書 (如《LokanIti》)等，還包含了可視為三藏義註

的《清淨道論》。前三叢書以譯釋三藏聖典為主體；弘護叢書

則取法藏外文獻的精神，以譯或述藏外文獻。後者廣可包含以

僧團為代表的三寶之宗教文化，上座部佛教為主的佛教世界之

史地與文化民俗，依本上座部佛教而與教外互顯特色或相交流

或判攝教外以嚴分，個別地區或道場的介紹，古今長老宗師之

傳記行誼，護法弟子傳 (如佛世的給孤獨長者、阿育王 )，藝術

圖文詩歌 (如 Pagan古城 )與朝聖參訪等。

本叢書的第四小套是「上座部佛教選輯」，性質兼含闡釋

巴聖三藏與弘護，選輯上座部佛教名著，選風較為自由多元，

不限於上座部傳統教區，作者大都不是於帕奧禪師及其弟子。



總之，本叢書的前三套構成上座部佛教之教學主體，附以

必要的弘護叢書。前三可說是佛教的內學，後一則是佛教外學，

附以第四小套的「上座部佛教選輯」，整體構成「上座部佛教

叢書」。實則以佛教的內學引導佛教的外學，以弘護佛陀之教

於世間；猶如僧眾引領信眾共組教團，以弘護佛法於廣大的社

會。換言之，整套叢書的內容旨在勸引皈依三寶，譯述巴利三

藏以教修三學，導向解脫以令正法久住、利樂眾生。

本叢書略可表解如下：

出版計畫 主 要 內 容 出版叢書目的

1.巴利三藏譯叢
2.帕奧禪師叢書
3.禪師弟子叢書

譯及述巴利三藏聖典，來教修三

學，以斷三毒，構成上座部佛教

之教學主體；乃佛教之內學。

勸引皈依三寶、

譯述巴利三藏

以教修三學，

導向解脫以令

正法久住、利

樂眾生。

5.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
以譯或述藏外文獻為本，實則廣

含弘護上座部佛教，以勸引皈依

三寶、護持正法；乃佛教之外學。

本叢書不單是台灣之需要，更為廣大華人所用。從叢書的

寫作、選編、出版、流通與大眾的受用，我們培養菩提資道糧，

滿心展望有更多師資、有計畫得以從事師資培訓，乃至建設教

學中心，以協助上座部佛教植根於台灣等新教區。



序　文

尊敬的水尊者 (Bhante U Silavanta)2013年 6月 11日於台

捨報，至今滿五年，僧信追思為文紀念。本紀念專書集自尊者

生病至入滅以來，僧信親近照顧的受益與懷念。弟子們起而學

師奉獻為教法的精神、守護靜樂禪林以修弘教法；持續至今「勤

護教法」，在台成立南傳道場開始進入第二個十年。  

水尊者是靜樂禪林之緬籍師長，曾長年隨同帕奧禪師開創

帕奧禪林本院，2011年再次蒞台，協同帶領開創靜樂禪林。

2013年 6月 11日捨報，圓滿成就這一期生命的善業及功德。緬

懷尊者為三寶獻身致命，茲略追思其功德行誼，供眾禮讚。

1937年  出生於緬甸

1980年  至帕奧禪林服務

1996年  在帕奧禪師座下受具足戒，並更精進禪修

2008年  首度應學院邀請蒞臨法藏講堂指導，廣受信眾推崇

2011年  2月再度應邀蒞臨靜樂禪林指導，並參加 3月界場

結界與出家戒會等莊嚴法會

12月開始禪林的禪修教學迄今

2012年  春，發現大腸癌。

2013年  6/11人滅。



尊者自 2011年 2月長駐靜樂禪林兩年多來，即便語言不通，

然尊者在舉手投足、語默動靜間所傳遞的法，卻大為攝受跟隨

學習的僧信。尤其是慈眉善目的臉龐，經常流露出安詳的微笑，

展現一股仁者的風範，散發出無限的慈愛。

尊者對禪林的各項法務更是全力協助，是代院長－觀淨尊

者最重要的善知識，法恩情誼深同父子。尊者安詳靜默的精神

支助，無形中也塑造禪林的道風，更加凝聚禪林僧信的共識─

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助益我們心生於佛法、教法根於我們

生長的土地。

尊者病苦長期住院時，安詳易受照顧，攝受諸多醫護人員，

更招感眾多僧信同往親近服侍。臨終前兩天尊者的心跳平穩但

急促、無驚恐但血壓很低。主事醫師讚仰尊者之安詳異於一般

臨死病人！  

諸善信法友如尊者般之依護三寶、建設禪林，也要學習尊

者處無常之平靜！不忘於平常護法之際，更加攝念練心；更誠

邀同回靜樂禪林，享用維續水尊者為我們開創之正法園地，親

自體驗寂靜之道，以法禮讚水尊者！

                                                                    

觀淨敬序 
2018 台灣南投靜樂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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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Bhante U Silavanta（水尊者，以下簡稱尊者）為學院

(TTBC)的僧團師長之一。於 2008年應學院邀請，首度自

緬甸帕奧禪林蒞台指導；復於 2011年 2月再度應邀蒞院，

並於同年 7月間取得居留簽證，得以長期駐錫在靜樂禪林

（Santisukhavana Forest Monastery）修弘正法。

乍聞尊者近日因重病住院接受手術治療，學院僧信同感

不捨，並商定如何發心長期照顧。大家雖然明白老、病、死

是人生必經過程，此乃每個人終有一天都會面臨的課題；但

此時此刻“病”的課題無預警的示現，則是比較令人難以承

請為水尊者

(Bhante U SIlavanta) 祈福

2012/04/02
王寶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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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苦。自思：尊者病苦的業，目前只能自己面對承擔；治

療方面則有醫院協助；身為弟子的我們，還能在服務尊者中

受持的功德是甚麼？唯有回歸到佛法，仰賴三寶的威德，來

解除尊者乃至每一個人身心之苦。

緣此，末學不揣簡陋的文筆草撰一文，就所認識的尊者

與法友分享。籲請大家在靜坐、佈施、行善之時，能憶念尊

者諸多功德，散播慈心給尊者：“祝願 尊者免於身體的痛苦，

早日恢復健康，住世弘法”；也請大家將所作善業的功德迴

向給尊者。Sādhu！ Sādhu！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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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者簡歷及功德

2.1尊者簡歷

1937 　出生於緬甸

1980 　年代初即至帕奧禪林服務

1996 　在帕奧禪林受具足戒並更精進禪修

 多年擔任禪林之指導師長（nayaka）並管理禪

林之下院

2008 　首度應學院邀請蒞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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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 月再度應邀蒞院指導    

 7 月取得中華民國居留簽證  

 12 月開始助理禪林的禪修教學

2012 3 月助理禪林的禪修教學

2.2尊者與帕奧禪林

尊者於 1980年代至帕奧禪林，隨帕奧禪師開創禪林而主

事禪林後勤與建設工程。先服務 10年後，於 1996年受具足

戒。出家初期 3年以靜坐為主，服務為輔；之後 12年則以服

務為主，得睱即禪修。由於尊者日間法務繁忙，經常利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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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靜之餘靜坐，頗感受益，因此也常鼓勵學眾嘗試體驗。

初親近識尊者時很好奇，為什麼大家尊稱尊者為“水尊

者”？自以為尊者之生命清涼如水、慈心如水滋潤眾生。原

來這是有典故的。因為尊者在帕奧禪林，職司禪林後勤兼下

院總管。尊者發揮過人的智慧，照顧多達一千數百餘人的生

活所需，而帕奧禪林係依山勢建設，所有的水力都須自給自

足，自鑿水井，架設水電設備（並自備有發電機）。僧信森

林住，最重要的是水資源問題，故禪林僧信習以“水尊者”

尊稱之。

帕奧禪林以地勢及建築結構，區分為上院、中院及下院。

顧名思義，上院位居山的最上方，乃男眾修行區，建物有法

住界堂等公共設施，禪師、長老孤邸、比庫孤邸、男眾住所；

中院位則純住僧眾，並為一般之僧團法事之處所。下院位居

山腳，建物有慈住禪堂、禪林辦公室、大寮及 Sayalay、女眾

住所，為禪林最接近外界之區域。辦公室為帕奧禪林行政管

理中心，綜理建設、庶務、總務、文書、會計事務，尊者負

責禪林後勤作業，每一個要在禪林成就功德者，都需透過尊

者，故為禪林大功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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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尊者係在禪林建設初期即到禪林服務，可以說帕奧

禪林的重要建設是在尊者手上完成的。尊者的夫人是帕奧禪

師第一代弟子，目前仍在禪林服務，她的為人處事非常善巧，

廣受僧信愛戴，頗受烏給大長老讚賞。也和尊者一樣，是下

院的重要功德主。

2.3尊者與 TTBC

學院 2008年曾邀請尊者蒞臨指導，廣受信眾推崇；乃於

2011年 2月，再度邀請尊者蒞臨指導，以及參加 3月界場結

界與出家戒會等莊嚴法會。此次尊者蒞院時，適逢靜樂禪林

創建伊始，乃借重尊者建設上座部森林禪修道場之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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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設計靜樂禪林之建設規劃以及陸續進行之各項工程建設

草圖。2011年底帕奧禪師蒞臨指導前，完成第一期之簡樸基

礎建設，包含公共區（整建原鹿寮為齋堂、增建大寮及辦公

室）、山下之女眾區（整建原香菇寮為即今之寶光禪堂與女

眾住所）與山上之男眾區（山上小禪堂、男眾住房）。目前

開始第二期之鎮山建物，進行中的則有僧光界堂兼全山大禪

堂、禪師及大長老之駐錫處所及男禪修者住處。因此，尊者

如今也是靜樂禪林建設的大功德主，貢獻卓著。

尊者駐錫靜樂禪林一年多來，不但協助建設禪林，也協

助禪師指導學院常年舉辦之禪修營等弘法事宜。每天禪修者

在作禪修報告時，尊者都隨同主法禪師聆聽，以瞭解各個禪

修者學習狀況。在禪師因事無法指導時，則由尊者給予適時

的指導與教誡，獲得禪修者一致的愛戴及推崇。

尊者對學院所推動的各項法務更是全力配合，是代院

長－觀淨尊者最重

要的善知識之一（僅次於戒師－帕奧禪師），法恩情誼

深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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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近學習心得分享

末學於 2010年 5月間，隨行學院師長至帕奧禪林參學暨

供養僧團，在禪林辦公室第一次頂禮尊者。當時正值帕奧禪

師在禪林指導六個月的密集禪修營，來自世界 20餘國的住眾

約有一千三百餘人；又逢雨季來臨前之酷暑期間，住眾處所

及水電供應相當吃緊。尊者為讓遠道而來的學院僧信，在禪

靜樂禪林  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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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約 2周的時間能安住學習，除了費心調整住眾處所，也

帶領我們頂禮帕奧禪師暨諸多大長老等大威德者，並安排我

們這些信眾到上院齋堂前，親手供養缽食給以帕奧禪師為首

的僧團，成就佈施缽食的善業功德，大家無不法喜充滿、感

恩在心。

尊者自 2011年 2月駐錫靜樂禪林一年多來，有更多因緣

親炙學習。即便語言不通，然尊者在舉手投足、語默動靜間

透過肢體語言所傳遞的法，卻讓末學印象深刻。尤其是慈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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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目的臉龐，經常流露出安詳的微笑，展現出一股仁者的風

範，猶如家中老父般，令人想去承歡膝下；卻又礙於戒律，

也只能保持一定的距離攝受之。

最令末學感動的是：每當觀淨尊者不論是內部帶領護法

會信眾，召開僧信會議討論法務；或是陪同護法信眾，遠道

到外面處理繁雜的道場事務時，水尊者因不會華語，聽不懂

我們談話的內容，但是仍耐心全程陪伴參與，沒有絲毫的疲

累與不耐。這種精神支助，無形中也塑造禪林的道風，更加

凝聚學院僧信的共識：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讓佛陀教法

生根在我們生長的土地裡。　

4.結讚與祝福

觀淨尊者在每個月底例行舉辦的僧信會議裡，曾提醒我

們這些已婚的在家信眾，要以水尊者為典範。尊者值得信眾

學習之處，至少有四點：

（一） 尊者雖然已婚，但仍然能夠於 60歲世間功德圓滿後，

在家眷、親友眾人祝福下出家，這須要有很大的智慧

及福報。因為尊者是在正信的道場（帕奧禪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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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三寶學習，並長期佈施服務，方能累積菩提助道資

糧，善業成熟自然會成就出家的因緣。

（二） 尊者在帕奧禪林隨侍禪師建設禪林，誠為一大功德。

卻能放下在禪林享有之尊榮，向禪師請求許可在台安

心禪修並隨緣弘法。

（三） 尊者今年 75歲，願意在老年高齡，離鄉背井到陌生的

國家弘法。尊者安住道場的樣子，乃至幾乎沒有打電

話跟家人閒話家常，這才是徹底放下的修行。

（四） 尊者此次生病住院，在接受開刀手術後的第一天晚上，

雖然傷口很長、很痛，但是尊者仍以深厚的安忍，未

呻吟哀嚎。隔天早上慈祥潔淨的容顏即已展開，微笑

簡示醫護人員與在旁照顧的學院僧信。真是無聲勝有

聲之說法！

本篇拙文就以觀淨尊者對水尊者之讚歎作為結讚與祝

福。讓我們一起共同來為水尊者祈福！ Sādhu！ Sādhu！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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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春示疾

在烏給（U Ke）大長老不斷的開示叮

嚀警告中，我們對老、病、死似乎已經

耳熟能詳，驕傲地自認為已經注射了百

毒不侵的疫苗！

哪知道當聽到水尊者得了大腸癌第

四期，仍然是晴天霹靂，不但難以接受，

還勾起了我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先夫歷經

三年三次手術和不知幾次辛苦的化療，落得失敗而離我而去。

這次尊者怎麼辦？禪林怎麼辦？護法會怎麼辦？主其事觀淨

親近善士
─ 水尊者處病死之攝教

弟子  簡美真  恭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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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nte怎麼辦？他們兩人又看起來情勝父子。想起當時的鬱

卒心情，餘悸猶存。

先穩下來的還是僧團，還是水尊者。尊者面對許寶寶醫

師的病情報告，安安靜靜地聽，平平靜靜地回答。近午時的

報告，下午一點即要開始大手術，Bhante仍即時先與緬甸的

家屬取得同意。習慣看到病患聽聞噩耗，產生激烈情緒反應

的許醫師被尊者攝授了，對這位來自故鄉 75高齡的長老尊者

產生無比的崇敬。許醫師帶領姊姊及家人來親近來供養，細

心體貼無微不至，同樓層的醫護人員也親切的隨口喚著 Pon-

Pon，醫病之間互信和諧，語言的隔閡似乎不存在任何困難。

而慶幸的是水尊者四天前才從金佃師兄手上拿到健保卡，減

輕護法會對醫藥費龐大的負擔，因緣之不可思議，令人不得

不謙卑謹慎服膺業果法則。

在檢查過程、手術及往後的住院期間，智行尊者、觀淨

尊者、還有當時的 U Pandida尊者輪流守護陪侍著，疲憊的

身心可想而知。手術完隔天下午觀淨尊者回禪林，我留下來

照顧水尊者，直到晚上北部下來的蘇寅生師兄來接手。寅生

師兄緬甸華人，是專業看護，曾經到禪林短期出家，水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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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教導他。護法會念其住院 24小時照顧之辛勞，準備淨資

酬謝，他說為自己的老師服務是很榮幸的事，堅決拒收。真

慶幸有寅生師兄雪中送炭的義舉，這是龍天護佑？還是水尊

者個人的功德？應該是兩者兼備吧。老病是很難避免的，有

朝一日輪到我們，可能會得到什麼待遇呢？經典裡警告出家

人要憶念著依賴他人生活的事實，誰又不是呢？我們有警醒

著培養自己身口意柔軟的能力嗎？還是如同七月半的鴨子一

般，不知悚懼？

水尊者是一位很好照顧的病人。手術完的當晚，觀淨尊

者在旁邊照顧，聽許醫師說術後的疼痛一般人都會唉唉叫，

但尊者安靜無聲。很多人來看尊者，老人家開示大家：傷心

非善心，不要難過，Bhante不會放棄，你們也要加油，還舉

起他的右手加強語氣。我不禁眼淚奪眶而出，趕緊躲到門外

去。在我留下來等寅生師兄接手的那個下午，尊者示意需要

水，我拿棉花浸水滋潤尊者的嘴唇，尊者居然指著旁邊的小

床要我休息。病痛中還記得照顧別人，慈心就是這樣自然地

展露無遺。是看呼吸還是休息？我搞不清楚，尊者閉著眼睛

躺臥床上，安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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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轟動帕奧禪林和尊者緬甸的親友，禪林也傳出

eamil請各方僧信為尊者祈福。乃至驚動帕奧 Sayadaw親自來

電醫院關心。有人建請尊者回緬甸照顧，許醫師極力反對；

尊者本人跟來電的 Sayadaw和俗家的兒子表明住在台灣治療

的決心。但是為了讓帕奧禪林和家人安心起見，在尊者出院

體力恢復到一定的程度之後，觀淨尊者陪著水尊者返緬弘法

省親，回去出家修行集功德的帕奧禪林，前後大概十天。尊

者人緣好功德大，訪客絡繹不絕，尊者開示之勤體力之好讓

人讚嘆，似乎忘記回台灣之後還得做那痛苦的化療和電療。

尊者給我們見證：把握因緣活在當下具體落實的樣貌。這是

真正的正法展現，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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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之後，經醫院檢查，體能堪受化療與電療，醫院建

議往返醫院接受療程。禪林離慈濟大林醫院路途遙遠，開車

至少要 90分鐘，因此交通的支援勢必有周全的安排。感恩金

佃師兄，敏哲師兄，鄭英俊先生，還有勝恆師兄，葉光久師

兄等人。勝恆師兄身體有恙，還是拿下每週一天的功德，特

別請朋友幫忙；這類似佛世的正信大富長者，雖不能親自服

侍僧團仍提供淨人來服務僧團。而葉光久居士已年高七十，

仍奮進受持功德，真叫人感動。他們這幾位義無反顧，「有

智有喜」地每週一次往返禪林跟醫院，幫忙載送尊者們，前

前後後共 30次電療，間雜著幾次化療，之中尚有因尊者體能

力下降，不適合治療而延宕，師兄們的辛苦可想而知！尊者

們的煎熬也不言而喻，但水尊者非常堪忍，老人家的堅忍不

拔鼓舞著大家勇猛向前，共同完成整個療程。

這期間當時的 Sayalay Khema為首的禪林住眾，承擔照

顧尊者日常飲食的責任。尊者絕大部分食物還是跟大眾一樣，

也奉行持午；體力欠佳時，Sayalay們端著缽食上山去供養。

台北李林雄洪國榮醫生、屏東吳玉珍醫生等人，不遠千里來

為水尊者施打化療與點滴，協助照顧尊者。還有來自各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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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如寶昭師姊供養名貴的燕窩、侯媽媽供養人蔘，櫻桃

和其他許多人供養有用的保健食品或中藥。寶昭師姊還親撰

一篇文情並茂感人肺腑的佳作，呼籲大家為尊者祈福。尊者

平時所做 17年護法和 30年以上的修行善業，得到現世的勝

妙果報，這一切都是尊者該得的。每個服務者供養者都自動

自發、盡心盡力、歡歡喜喜，讓人相信「信厚友最親」的真理。

那麼長的時間裡，開車的師兄們每次都準時報到，上班該也

沒這麼認真吧！真是不容易。

療程之後不久，禪林７月盛事緊鑼密鼓地來臨。我們尊

敬的帕奧 Sayadaw和 U Ke大長老和尚智禪師等返駐禪林，

許多大學師生也來了。才一年多的小小禪林住進約百人，22

日當天僧光界堂開幕，還來了 200人左右供僧，很多人看到

水尊者的身影大家都深受感動。我們是有照顧到尊者的身體，

事實卻是尊者照顧了我們的心靈。孰重孰輕，立竿見影！水

尊者又開始守護著大家，守護著禪林，守護諸位年輕尊者。

９月份再回醫院追蹤檢查，Oh my Buddha！癌細胞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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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口耳相傳報佳音，一掃陰霾好開心！水尊者體重還重了

5公斤。雖然 11月還得再確認，我們選擇相信水尊者康復

了。⋯⋯

2. 2013年夏 安詳入滅

好景不常，造化弄人。水尊者的健康又出狀況，經過一

再檢查折騰，醫生很遺憾地宣布癌細胞轉移了，有女眾居士

當場哭了，還跟醫生抗辯。其實醫生也很無奈，畢竟只要是

有情，即便是無情山河大地，也無法對抗無常大敵呀！果報

現前，對應的心善不善分明立見，勇敢的水尊者仍然平靜地

接受醫護人員安排，一再進出慈濟醫院。

左至右為

雪柏長老

水尊者 

U Gunika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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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團靜靜安排各項相關法務，U Gunika Bhante是主要隨

同照顧水尊者的僧眾，還有勇健尊者也到醫院輪住，緊急時

當然觀淨尊者親自到。禪林裡禪修營照常舉行，居士護法照

常運作，來自北中南的各處僧信賢友自動自發輪流往禪林或

醫院探望水尊者，乃至陪侍。為安緬甸家屬的心，尊者們還

親自回緬甸帶水尊者故二（Daw san shein）來台，北部佛友青

青、櫻桃、寶昭等人發起護持水尊者醫療及後續相關費用。

觀淨尊者長期統籌照護水尊者之事宜，常期往返醫院與

禪林之間，還不時以照片傳送尊者病中慈容，乃至以 email法

慰大眾，如 2013年 3/31：

諸護法賢友慈安 :

3/24 日，僧信會議暨我們首度同聽泰緬長老分享巴利三

藏的教學次第，圓滿成功，Sādhu ！

當天有諸值得憶念的法緣與感人的事蹟。其中，Daw San 
Shein（水尊者的故二）離開禪林轉返緬甸。在一些人看來，

這可能是她與水尊者生離死別！而她則安詳恬靜地向 bhante

們請求原諒，告假話別！

人命安危難測！昨天，醫院發出水尊者的病危通知。請

大家智珍法緣，在水尊者的僧伽生涯中植播福田。而師長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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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新春烏給大長老返禪林時，即

已擬定追思法會等事宜的處置要

點。昨晚已聯絡上烏給大長老與

智行尊者，及 Daw San Shein，

水尊者也與他們通話。更晚

時，康沙那尊者趕至醫院會同

bhante，聽取許寶寶醫師等信

眾之建議，確定水尊者的醫救

原則。

水尊者的處病與示苦，活現

了法的真實與利益，提示了生命的課

題與我們的路向！

頌  善集道糧 助證菩提

with metta

Bhante      ps. 請李林雄譯成緬文，轉寄緬台佛友。

後來近三個月的住院期間，當得知尊者難以再返回禪林，

已經無法痊癒之後，北部佛友請來一位能說緬語及華語的看

護。但是可愛的禪林護法信眾王新盛師兄，主動陪著尊者們

一起照顧水尊者。喜俱智相應無行心顯現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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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尊者總是努力地配合醫生，也把握自己的因緣禪修，

安詳寧靜，常常微笑看著我們。聽說他老人家想著在帕奧禪

林所做過的善業，就很快樂；想起自己持戒很精勤，就很安

心。即使已近臨終，「水尊者的病危示現」更是良師最好的

靜默之教，如觀淨 bhante6/9之 email：

今晨與許寶寶醫師通電話，寶寶告以水尊可能今日即會

走了！

到醫院後，看到水尊者安詳的表情，寶寶解說儀表之意

義：水尊者的心跳平穩但急促、無驚恐但血壓很低，大異於

一般臨死病人的各種驚荒情況。因而生起更強的信心，一再

帶著家人來頂禮水尊者！依阿毗達摩禪修之義，可能臨死目

標是好的，所以安穩無驚！

大家如水尊者般建設禪林、護持三寶，也要學習尊者處

無常之平靜！不忘於平常護法之際，更加攝念練心，擇緣回

禪林修習寂靜之道！

with metta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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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早上 8點 47分，在智行尊者頌經聲中，水尊

者安祥捨報圓寂。我們努力守護尊者，最後還是尊者的善業

才能妥善守護他。U Gunika Bhante有攝影為證，尊者守著業

處寂滅而去，Sādhu！ Sādhu！ Sādhu！ 

慈藹的水尊者入滅了，老人家這輩子的功課已圓滿，而

我們呢？感覺還在業的瀑流裡浮沉。想起尊者殷殷叮嚀我練

習散播慈心的教誡，在奔向慈濟醫院的路上，我抬頭仰望夏

日的藍天白雲，彷彿看見尊者拄著那根熟悉的木杖在天上對

我微微笑。我相信尊者確實已經成為尊貴的天神，守護著兩

個他曾經貢獻身心的禪林，守護著這一群難以調伏的頑皮學

生。

許寶寶醫生哭了好幾次。她們全家在這段住院期間每天

供養早午緬甸菜，寶寶醫師盡力了，李醫師盡力了，護理人

員盡力了，禪林僧信也盡力了，嘆人力有限業力無窮。再怎

麼不喜歡水尊者離開我們，他都必須走。

當今社會上為了身心的維護，出現數不清楚的團體，各

門各派各有精要秘訣，從預防到治療宣染誇耀，讓大家路途

再遠也全力以赴。電視廣告從 SKII、玻尿酸、胎盤素、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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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到美容手術，真是目不暇給。大家對抗老病死不遺餘力

前仆後繼，想盡辦法不病不老不死，此乃古今中外人類自然

的訴求與盼望，各得其樂無可厚非。可是醫院少了嗎？精神

疾病患者少了嗎？癌症患者少了嗎？無常鬼總在不知名的角

落伺機而動，攻擊著戰戰兢兢的卑微人類，人類在得失忐忑

中時笑時哭，像旋轉中的陀螺無力了才停止。凡夫無助地等

著再一次的輪轉，也不知道投向何方。這正寫實佛陀的教誡：

擲枝拋向天空，那一頭先著地呢 ?我們不知道！

我曾經照顧過癌症病人，也常常幫忙精神疾病患者，發

現心病更難處理得多。佛陀看清人類貪瞋痴的大病著實很重，

辛苦出家修行，證悟四聖諦；教弟子以三學八正道，導證成

聖解脫。這是寂靜難行，但也是究竟解脫煩惱的方法。禪林

正因秉持這個殊勝目標而存在。佛友們小則可以回這裡得到

身心的休息，大則可以積集不同層次的善業，成就菩提資糧，

以現證菩提。最棒的是可以常常親近自己相應的善知識，例

如可敬的水尊者等，得到直接間接的幫助。佛法教我們的是

一種態度：已得苦不苦，已得怖不怖，已得憂不憂，才能身

心常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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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思禮讚水尊者

水尊者早上圓寂於醫院，中午

隨即安奉於靜樂禪林上院之感恩

堂。親切可敬的 Daw san shein

隨與我們一起從醫院返回禪

林，平靜接受這個事實，難免

傷心難免不捨，輔以尊者們開

導，第二天她就能笑顏逐開，

忙著準備食物果汁供養長老尊者

們了。親近有智者是最大吉祥，當然

也因水尊者終生功德明顯，讓她無憾，讓她有足夠的信心才

能真正地放心。世間人輕易要人放下，其實若無拿得起的承

擔過程，是不可能真正放下的。

值禪林再塑新風之際，水尊者的示教與功德感召，更激

發我們的護法熱情，宜紅、寶昭、櫻桃與 Ko Thein Aung等

隨即返回禪林，負責「追思禮讚水尊者」專案。在禪林導師

帶領之下，我們也協助禪林執事法師運作禪林的一般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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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同台緬佛友、南北各地護法共同規畫準備近期的弘護

盛事。

在“禮讚水尊者專案”與禪林一般運作之分工會議上，

禪林導師們都以此專案闡明禪林新風，還教導各地護法執事

如何分工合作並協助配合常駐禪林的執事法師，將禪林的修

行活力結合我們的護法熱情，體現於弘揚正法。

觀淨 Bhante於會議上，還舉一生動的例子讓大家憶念水

尊者的功德。2010年 1月 1日帕奧 Sayadaw返帕奧禪林開始

指導 6個月的密集禪修營。當年水尊者已近 75高齡，負責整

個營隊的後勤。這個禪修營的準備時間不到一個月，初期禪

修者超過 1000餘人，中期則已速增至超過 1500人。人數之

多遠超過禪林原有設備的負荷量，就算臨時趕工加緊建設住

房及衛浴設備，也還不敷使用，連戒高德盛的長老，如我們

的尚智禪師都跟大家一起排隊使用浴室。又值緬甸遇到 20年

來最大的乾旱！那段期間水尊者之忙碌與辛苦，真是可想而

知！但是，尊者圓滿成就了護持禪修的善業及功德。在座的

人有沒有 70歲了？（大眾答：沒有）水尊者功德守護自己，

護法的熱忱值得大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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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水尊者長年隨師弘法的安樂任事，Sayadaw本人在

水尊者病發之初即親電問候鼓勵，二次發病時還託人帶藥給

弟子。乃至尊者一圓寂，禪師即遠自美國親電指示並為弟子

作功德。尊者於緬甸圓滿世緣與廣集大功德之後，2011年 2

月靜樂禪林將啟之際蒞台，帶領我們再開啟一個新禪林的建

設，寂靜慈祥地助益形塑禪風！

吾等們護法信們，有幸親近承事水尊者！又「如尊者般

之依護三寶、建設禪林，也要學習尊者處無常之平靜！不忘

於平常護法之際，更加攝念練心；更誠邀同回靜樂禪林，享

用維續水尊者為我們開創之正法園地，親自體驗寂靜之道，

以法禮讚水尊者！」

Sādhu！ Sādhu！ Sā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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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尊者（BhanteU SIlavanta）

於 2013年 6月 11日早上約 08:47圓寂於嘉義慈濟大林醫院。

即日起設置靈堂於靜樂禪林上院之感恩堂，供瞻仰遺容。

謹訂於 6/16（日）上午 9：30

於靜樂禪林之僧光界堂舉行追思禮讚法會；

下午 12：30在感恩堂恭送水尊者遺體往南投水里火化。

歡迎共來追思尊者功德，與會聽法，同為尊者功德迴向。

當日禪林並為水尊者設午齋作功德。

法會簡單莊嚴，不另發訃文。

另擇期恭奉尊者法相於禪林之感恩堂。

靜樂禪林（Pa Auk-Taiwandīpa） 

（法藏講堂附設 Taiwandīpa Theravāda Buddhist College： 

TTBC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護法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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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水尊者（Bhante U Silavanta）為靜樂禪林之師長，

自 2011年 2月應邀蒞臨後，即駐錫靜樂禪林—帕奧禪林台灣

分院。以其建設上座部佛教森林道場之豐富經驗，指導規劃

建設靜樂禪林，禪林才能如今草具

形貌並規劃長期之建設藍圖，且更

帶領禪林形塑禪風。

尊者業於 2013年 6月 11日捨

報，圓滿成就這一期生命的善業及

功德。緬懷尊者為三寶獻身致命，

茲略追思其功德行誼，供眾禮讚。

追思禮讚水尊者

靜樂禪林（Pa Auk-Taiwandipa）
201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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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誼事略

1937年  出生於緬甸

1980年  至帕奧禪林服務

　　尊者於 1980 年代至帕奧禪林，隨帕奧禪師

開創禪林，長期主事禪林後勤與建設工程。

1996年  在帕奧禪師座下受具足戒，並更精進禪修

　　出家初期 3 年以禪修為主，服務為輔；之

後 12 年則以服務為主，得暇即禪修。由於尊者

係在禪林建設初期即到禪林服務，禪林的重要

建設都是在尊者手上完成的。

　　尊者發揮過人的智慧，照顧多達一千數百

餘人的生活所需，而帕奧禪林係依山勢建設，

所有的水力都須自給自足，自鑿水井，架設水

電設備（並自備有發電機）。僧信森林住，最

重要的資源是水，故禪林僧信習以“水尊者”

尊稱之。尊者不僅帶領眾人建設與後勤，乃至

管理禪林之下院。由於尊者日間法務繁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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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用夜深人靜之餘靜坐，頗感受益，因此也

常鼓勵學眾嘗試體驗。

2008年  首度應學院邀請蒞臨法藏講堂指導，廣受信眾

推崇

2011年   2月再度應邀蒞臨靜樂禪林指導，並參加 3月

界場結界與出家戒會等莊嚴法會

　　此次尊者蒞院時，亦適逢靜樂禪林草創，

得借重尊者建設上座部森林禪修道場之豐富經

驗，指導建設靜樂禪林。  

12月開始助理禪林的禪修教學迄今

　　尊者駐錫靜樂禪林兩年多來，不但協助建

設禪林，也協助禪 師指導禪修等弘法事宜。禪

修者在作禪修報告時，尊者常隨同主法禪師聆

聽，以瞭解各個禪修者學習狀況。在禪師因事

無法指導時，則由尊者給予適時的指導與教誡，

獲得禪修者一致的愛戴及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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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念功德

尊者自 2011年 2月長駐靜樂禪林兩年多來，即便語言不

通，然尊者在舉手投足、語默動靜間所傳遞的法，卻大為攝

受跟隨學習的僧信。尤其是慈眉善目的臉龐，經常流露出安

詳的微笑，展現一股仁者的風範，散發出無限的慈愛。

每當觀淨尊者不論是內部帶領護法會信眾，召開僧信會

議討論法務；或是帶領護法信眾，遠道到外面處理繁雜的道

場事務時，尊者即使聽不懂華語的談話內容，但仍耐心全程

陪伴參與，沒有絲毫的疲累與不耐。

尊者對禪林的各項法務更是全力協助，是代院長－觀淨

尊者最重要的善知識，法恩情誼深同父子。尊者安詳靜默的

精神支助，無形中也塑造禪林的道風，更加凝聚禪林僧信的

共識─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助益我們心生於佛法、教法

根於我們生長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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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尊者一生功德行誼，值得我們法友善信學習之處，

至少有四點：

（一）尊者結婚育兒，青壯時即以居士身大力護持三寶。

（二） 年近 60，在親友祝福下出家，這須要有很大的智慧及

福報。

（三） 尊者在帕奧禪林隨侍禪師建設禪林，誠為一大功德主。

卻能放下在禪林享有之尊榮，向禪師請求許可在台安

心禪修並隨緣弘法。

（四） 年高近 75歲始離鄉背井到陌生的國家弘法，而尊者安

住道場的樣子，乃至鮮少與親友通電閒話家常，這真

是徹底放下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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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讚與邀約

尊者病苦長期住院時，安詳易受照顧，攝受諸多醫護人

員，更招感眾多僧信同往親近服侍。臨終前兩天尊者的心跳

平穩但急促、無驚恐但血壓很低。主事醫師讚仰尊者之安詳

異於一般臨死病人！  

諸善信法友如尊者般之依護三寶、建設禪林，也要學習

尊者處無常之平靜！不忘於平常護法之際，更加攝念練心；

更誠邀同回靜樂禪林，享用維續水尊者為我們開創之正法園

地，親自體驗寂靜之道，以法禮讚水尊者！

水尊者帶領晚課 

20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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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ရာေတားဦ့သီလဝႏၲ၏ ဂုဏးေက့္ဇူ့ကုိေအာကးေမံၾကညးညိဳ်ခငး့ 

16  JUNE  2013 

ဆရာေတား ဦ့သီလဝႏၲ ေခၚ Water Bhante သညး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 

နာယကဆရာေတား တစးပါ့်ဖစးပါသညး။ ၂ဝ၁၁ခု ေဖေဖၚဝါရီလ တျငး ဆရာေတား 

ဦ့သီလဝႏၲ ကိုပငးံဖိတးကာ ဖာ့ေအာကးေတာရ {ထိုငးဝမးရိပးသာချဲ} တျငး သီတငး့သဵု့ 

ေနထုိငးခဲံပါသညး။ ေထရဝါဒေတာရေက္ာငး့ ေဆာကးလုပးေရ့တျငး အေတျ႔အႀကဵဳ 

ႂကျယးဝလြေသာဆရာေတားသညး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 

ေဆာကးလုပးေရ့စီမဵကိနး့တျငး လမး့ညႊနးမြုေပ့ခဲံ၍ ယခုအခါ ေတာရေက္ာငး့၏ 

အသျငးအ်ပငးကို စတငး်မငးေတျ႔ရၿပီ့ ေရရြညး ေဆာကးလုပးေရ့ 

စီမဵကိနး့အတျကးလညး့ ပဵုစဵေရ့ဆျဲနိုငးခဲံသညး။ 

 

ဘဝတစးသကးတာ၏ ကုသုိလးေကာငး့မြုမ္ာ့ကို 

ေအာငး်မငးၿပီ့ေ်မာကး၍ ၂ဝ၁၃ခု ဇျနးလ ၁၁ရကးေန႔တျငး 

ဆရာေတား ဦ့သီလဝႏၲ သညး ဘဝနတးထ ဵ

ပ္ဵလျနးေတားမူပါသညး။ ရတနာသုဵ့ပါ့အေပၚ 

အသကးနြငးံခႏၶာကိ ုေပ့ဆပးခဲံေသာ ဆရာေတားအာ့ 

ေအာကးေမံသတိရေသာအာ့်ဖငးံ 

ဆရာေတားေဆာငးရျကးခံဲေသာ ကုသုိလးကိစၥမ္ာ့ကို အမ္ာ့်ပညးသူတုိ႔ 

ၾကညးညိဳနိုငးရနး အနညး့ငယးတငး်ပလိုပါသ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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၁။ ဆရာေတားေဆာငးရျကးခံဲေသာ သာသနာေရ့ကိစၥမ္ာ့ 

 

၁၉၃ရ ခုနြစး တျငး ်မနးမာနုိငးငဵ တျငးေမျ့ဖျာ့ခံဲသညး ။  

 

၁၉၈ဝ ခုနြစး ~ ဖာ့ေအာကးေတာရ၌ သာသနာေရ့ကိစၥမ္ာ့ေဆာကးရျကး်ခငး့ 

ဆရာေတားသညး ၁၉၈ဝ နြစးမ္ာ့ တျငး ဖာ့ေအာကးဆရာေတားၾကီ့နြငး ံ

အတူ ဖာ့ေအာကးေတာရေက္ာငး့ကို တညးေထာငးခဲံသညး ။ 

ေတာရေက္ာငး့၏ အေထျေထျစီမဵခနး႔ချမဲြု နြငး ံ

တညးေဆာကးေရ့လုပးငနး့မ္ာ့ကို ေရရြညး ေဆာငးရျကးခဲံသညး ။ 

 

၁၉၉၆ ခုနြစး ~ ဖာ့ေအာကးဆရာေတားၾကီ့ထဵတျငး ရဟနး့အ်ဖစးကုိခဵယူ၍ 

အ်ပငး့အထနးတရာ့အာ့ထုတး်ခငး့  

ရဟနး့ခဵၿပီ့ ၃ နြစးအတျငး့ တရာ့ထိုငး်ခငး့ကိုသာ အဓိကထာ့၍ 

ေဝယ္ာဝစၥလုပးငနး့မ္ာ့ကို အရဵသေဘာ်ဖငးံသာ လုပးေဆာငးခဲံသညး။ 

ေနာကးပိုငး့ ၁၂ နြစးတျငး သာသနာေရ့ကိစၥမ္ာ့ ၊ 

ေဝယ္ာဝစၥလုပးငနး့မ္ာ့ကို အဓိကထာ့ေဆာငးရျကးခဲံၿပီ့ 

အာ့လပးခ္ိနးရတုိငး့ တရာ့ထိုငးပါသညး။ ဖာ့ေအာကးေတာရ 

တညးေဆာကးစ၌ပငး ဆရာေတားသညး 

တညးေဆာကးေရ့လုပးငနး့မ္ာ့ကို ေဆာငးရျကးခံဲရာ အေရ့ႀကီ့ေ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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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ဆာကးအဦ့မ္ာ့ သညး ဆရာေတား၏လကးထကး၌ ၿပီ့စီ့ခဲံသညး။ 

 

မိမိ၏အသိပညာကို အသဵု့ခ္၍ ဆရာေတားသညး ဖာ့ေအာကးေတာရ၏ 

လူ တစးေထာငးေက္ား၏ ေန႔စဥး လိုအပးခ္ကးမ္ာ့ကို 

်ဖညးံစညး့ေပ့နိုငးခဲံသညး ။ ထို႔အ်ပငး ဖာ့ေအာကးေတာရ၏ ေတာငးေပၚ 

အေဆာကးအဦ့မ္ာ့ အတျကး ေသာကးသဵု့ေရ လဵုေလာကးေအာငး 

ေဆာကးရျကးခဲံသညး ။ ကိုယးတိုငး ေရတျငး့မြ ေရကုိသဵု့ဆျဲ်ခငး့ ၊ ေရပိုကး 

လၽြပးစစးမီ့မ္ာ့ တပးဆငး်ခငး့ ၊ မီ့အာ့ေပ့စကး တပးဆငး်ခငး့ စသညး 

တို႔ေဆာငးရျကးခံဲသညး ။ ေတာငးေပၚေန ရဟနး့သဵဃာမ္ာ့ သီလရြငးမ္ာ့ 

ေယာဂီမ္ာ့အတျကး အေရ့ႀကီ့ဆုဵ့မြာ ေသာကးသဵု့ေရ ဖူလုဵေရ့်ဖစးရာ 

ဆရာေတားအာ့ " ေရဝနးၾကီ့ " ဟု အာ့လဵု့က တေလ့တစာ့ 

ေခၚခဲံၾကပါသညး ။ ( ထိုနာမညးကို အစျဲ်ပဳ၍ ထိုငးဝမးတျငး " Water 

Bhante 水尊者 " ဟု လူသိမ္ာ့ခဲံပါသညး ) ဆရာေတားသညး လူထုကုိ 

ဦ့ေဆာငး၍ ေတာရေက္ာငး့၏ အေထျေထျစီမဵခနး႔ချဲမြု နြငးံ 

တညးေဆာကးေရ့လုပးငနး့မ္ာ့ ကိုေဆာငးရျကးရုဵသာမက 

ဖာ့ေအာကးေတာရ ေတာငးေအာကးေက္ာငး့ အုပးခ္ဳပးေရ့ကိုလညး့ 

တာဝနးယူခဲံသညး ။ ေန႔ပိုငး့တျငး ဓမၼကိစၥမ္ာ့နြငးံ မအာ့မလပးရိြရာ ညခ္မး့ 

၏တိတးဆိတးေအ့ခ္မးး့မြုကုိ အသဵု့ခ္ကာ ဆရာေတားသညး ညဘကးတျငး 

တရာ့အာ့ထုတးကာ အက္ိဳ့ရိြေအာငး က္ငးံၾကဵေနထုိငးပါသညး။ ဤကဲံသုိ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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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က္ိဳ့ရိြေအာငး ေယာဂီမ္ာ့ကို က္ငးံၾကဵရနးလညး့ ဆရာေတားက 

တိုကးတျနး့ပါသညး ။ 

၂ဝဝ၈ ခုနြစးတျငး ~ ပထမဆုဵ့အၾကိမး ဆရာေတားအာ့ ထုိငးဝမးသုိ႔ ပငးံဖိတး၍  

ဖာစနး့ေက္ာငး့ေတားတျငး လမး့ညႊနးမြုခဵယူ၍ ဒကာ ဒကာမမ္ာ့၏ ပူေဇားမြုကုိ 

ခဵယူခဲံပါသညး ။ 

 

၂ဝ၁၁ ခုနြစး ~ ၂ လပုိငး့တျငး ဒုတိယအၾကိမး ဆရာေတားအာ့ ထုိငးဝမးသုိ႔ ပငးံဖိတးကာ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တျငး လမး့ညႊနးမြုခဵယူ၍ ၃ လ ပုိငး့တျငး သိမးသမုတး်ခငး့ ၊ 

ဒုလႅဘရဟနး့ခဵ်ခငး့ အစရိြေသာ သာသနာေရ့ ကိစၥမ္ာ့တျငး ပါဝငး 

ေဆာငးရျကးခံဲသညး။ 

ယခုအေခါကး ဦ့သီလဝႏၲ လာသညးံ အခ္ိနးနြငးံ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 စတငး အေကာငးအထညးေဖားသညးံ 

အခ္ိနး တိုကးဆိုငးရာ အဖို့တနးလြေသာ ေထရဝါဒေတာရေက္ာငး့ 

ေဆာကးလုပးေရ့အေတျ႔အႀကဵဳ မ္ာ့ကို ဆရာေတားထဵမြရယူကာ 

ဆရာေတား၏လမး့ညႊနးမြုကိခုဵယူခဲံသညး ။ 

 

၁၂လ ပုိငး့မြ ပ္ဵလျနးေတားမူခ္ိနးအထိ ဆရာေတားသညး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တျငး လကးေထာကးကမၼ႒ာနး့ဆရာ အ်ဖစး 

ေဆာငးရျကးခံဲသ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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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ရာေတားသညး ၂ နြစးေက္ား ကာလအတျငး့ သမဏသုခ 

ေတာရေက္ာငး့ ေဆာကးလုပးေရ့ကို ကူညီရဵုသာမက ကမၼ႒ာနး့်ပ်ခငး့ 

အစရြိေသာ သာသနာ်ပဳ လုပးငနး့မ္ာ့တျငးလညး့ 

ကူညီေဆာငးရျကးခဲံသညး ။ တရာ့စစးခ္ိနးတျငး ဆရာေတားသညး 

ကမၼ႒ာနစရိယ နြငးံအတူ တရာ့ေလ ြ္ာကး်ခငး့ကို နာ့ေထာငးကာ 

တရာ့ထိုငးသူမ္ာ့၏ အေ်ခအေန အရပးရပးကုိ 

နာ့လညးသေဘာေပါကးရနးၾကိဳ့စာ့ပါသညး ။  ကမၼ႒ာနစရိယ  

မရိြခ္ိနးတျငး ဆရာေတားကတရာ့စစး၍ ၾသဝါဒေပ့ကာ 

တရာ့ထိုငးသူမ္ာ့၏ ရိုေသေလ့စာ့မြု ၊ ပူေဇားမြုကုိ ရရိြခဲံပါသ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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၂။ ဆရာေတား၏ ဂုဏးေက့္ဇူ့ကုိေအာကးေမံသတိရ်ခငး့ 

 

၂ဝ၁၁ ခု ၂လ ပိုငး့မြစ၍ ၂ နြစးေက္ား ကာလအတျငး့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 

ဆရာေတားသညး တရုတးစကာ့ မတတးေသားလညး့ အ်ပဳအမူ အေနအထိုငးတို႔က 

တိတးဆိတးစျာ်ဖငးံ တရာ့ဓမၼကို ်ဖနး႔်ဖဴ့နုိငးခဲံကာ မ္ာ့်ပာ့ေသာ တပညးံမ္ာ့အတျငး့ 

တရာ့ဓမၼကို်ပနး႔ပျာ့ေစခဲံသညး ။ အထူ့သ်ဖငးံ ေမတၱာဓာတး်ဖငးံ်ပညးံဝေသာ မ္ကးနြာ ၊ 

ေအ့ခ္မး့တညးၿငိမးေသာ အၿပဵဳ့တို႔က  သူေတားစငးတစးေယာကး အ်ဖစး 

ထငးရြာ့ေပၚလျငးကာ အတိုငး့အဆမရိြေသာ ေမတၱာဓာတးတုိ႔က ပတးဝနး့က္ငး 

တစးခုလုဵ့ကို ၿခဵဳလႊမး့သျာ့ေစပါသညး ။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တျငး ဦ့ေသာပါကနြငးံ  ဒကာ ဒကာမမ္ာ့ 

အစညး့အေဝ့က္ငး့ပ်ခငး့ ၊ ဓမၼကိစၥမ္ာ့ေဆာငးရျကး်ခငး့ (သို႔မဟုတး) 

တ်ခာ့ေနရာတျငး ရိပးသာ၏ မ္ာ့်ပာ့ရြုပးေထျ့လြေသာ ကိစၥမ္ာ့ကို ဒကာ 

ဒကာမမ္ာ့နြငးံအတူ ေ်ဖရြငး့ရာတျငး တရုတးစကာ့ကို နာ့မလညးေသားလညး့ 

ဆရာေတားသညး ပငးပနး့မြု မရိြပဲ စိတးရြညးစျာ်ဖငးံ ဦ့ေသာပါကနြငးံအတူ 

အစအဆဵု့ပါဝငးေဆာငးရျကးပါသ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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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ရာေတားသညး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 ကိစၥ အဝဝကုိ အငးတုိကးအာ့တိုကး 

ကူညီေဆာငးရျကးခဲံပါသညး ။ TTBC ၏ ယာယီေက္ာငး့အုပး်ဖစးေသာ ဦ့ေသာပါက 

၏အေရ့ၾကီ့ဆဵု့ ဆရာသမာ့တဦ့်ဖစးကာ ဖခငးရငး့ပမာ ရငး့နြီ့ခငးမငးမြုက 

အလျနးနကးရြိငး့ပါသညး။ ဆရာေတားသညး ေအ့ခ္မး့တညးၿငိမးေသာ စိတးဓာတး်ဖငးံ 

အမညးမေဖားနိုငးေသာ နညး့်ဖငး ံေတာရေက္ာငး့၏ ပဵုစကဵိ ုတညးေဆာကးခဲံသညး။ " 

ထိုငးဝမးတျငး ေထရဝါဒ အ်မစးတျယးေရ့ " ဟူေသာ တူညီေသာ ရညးမြနး့ခ္ကးကိ ု

ေတာရေက္ာငး့ ဒကာ ဒကာမမ္ာ့အတျငး့ ေဖားေဆာငးနိုငးခဲံကာ ကၽျနးုပး၏စိတးတျငး 

တရာ့ဓမၼ ထျနး့ကာ့ေရ့ ၊ အကျ္နးုပးတို႔ ႀကီ့်ပငး့လာေသာ ဤေ်မတျငး 

သာသနာအ်မစးတျယးေရ့ အတျကး အေထာကးအကူ်ဖစးခဲံသ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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ဆရာေတားဦ့သီလဝႏၲ တစးသကးတာ ေဆာငးရျကးခဲံေသာ သာသနာေရ့ကိစၥမ္ာ့တျငး 

ကျ္နးုပးတို႔ တပညးံ ဒကာ ဒကာမမ္ာ့ ၊ ဓမၼ မိတးေဆျမ္ာ့ အတုယူရမညးံ အခ္ကး ၄ 

ခ္ကးရိြပါသညး ။  

(၁) ဆရာေတားဦ့သီလဝႏၲ သညးအိမးေထာငးရိြခဲံၿပီ့ သာ့သမီ့ ထျနး့ကာ့ခဲံသညး ။ 

ငယးရျယးနုပ္ိဳစဥးကပငး ေယာဂီအ်ဖစး်ဖငးံ ရတနာသုဵ့ပါ့ကို 

ကို့ကျယးေစာငးံေရြာကးခံဲသညး ။  

(၂) အသကး ၆ဝ နီ့ခ္ိနးတျငး ေဆျမ္ိဳ့မိတးသဂၤဟမ္ာ့၏ ဝမး့ေ်မာကးဝမး့သာ 

အာ့ေပ့မြု်ဖငးံ သာသနာံေဘာငးသို႔ ဝငးခဲံသညး။ ဤကာ့ ႀကီ့မာ့လြေသာ 

ကုသုိလး နြငး ံအသိပညာ လိုအပးပါသညး ။  

(၃) ဦ့သီလဝႏၲ သညး ဖာ့ေအာကးဆရာေတားၾကီ့နြငးံအတူ ဖာ့ေအာကးေတာရ 

ေဆာကးလုပးေရ့တျငး ပါဝငးခဲံေသာ ကုသုိလးရြငးၾကီ့ တဦ့်ဖစးေသားလညး့ 

လူအမ္ာ့၏ ေလ့စာ့မြု ဂုဏးပုဒးမ္ာ့ ကိ ုစျနး႔လႊတးး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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ဖာ့ေအာကးဆရာေတားၾကီ့၏ ချငးံ်ပဳခ္ကး်ဖငးံ ထိုငးဝမးတျငး 

စိတးေအ့ခ္မး့သာစျာ်ဖငးံ တရာ့က္ငးံၾကဵကာ သာသနာ်ပဳလုပးငနး့မ္ာ့ 

ေဆာငးရျကးခဲံသညး။  

(၄) အသကး ၇၅ နြစးအရျယး၌ပငး မိမိ၏ ဇာတိေ်မကိ ုစျနး႔ချာ၍ ပငးလယးရပး်ခာ့တျငး 

သာသနာ်ပဳခဲံသညး ။ ဤေတာရေက္ာငး့တျငး ေအ့ခ္မး့စျာ သီတငး့သဵု့ခဲံရာ 

ေဆျမ္ိဳ့မိတးသဂၤဟမ္ာ့နြငး ံဖုနး့ဆကး စကာ့ေ်ပာ်ခငး့ကာ့ အလျနးရြာ့ပါ့ 

ပါသညး။ ဤကာ့ အရာရာကုိ အဆဵု့တုိငးစျနး႔လႊတး၍ တရာ့က္ငးံၾကဵ်ခငး့ 

်ဖစးပါသ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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၃။ ခ္ီ့က္ဴ့ဂုဏး်ပဳ်ခငး့နြငးံဖိတးေခၚ်ခငး့ 

 

ဦ့သီလဝႏၲ ပငးပနး့ဆငး့ရဲစျာ်ဖငးံ ေဆ့ရဵုရကးရြညး တကးေနခ္ိနးတျငး ်ပဳစုရလျယးသညးံ 

လူနာအ်ဖစး ဆရာဝနး သူနာ်ပဳမ္ာ့က သေဘာေပါကးၾကၿပီ့ ရဟနး့သဵဃာမ္ာ့ ၊ 

တပညံးမ္ာ့ အမ္ာ့အ်ပာ့လာေရာကး၍ အနီ့ကပး်ပဳစုၾကပါသညး ။ ပ္ဵလျနးေတားမူခါနီ့ 

၂ ရကးအလိုတျငး နြလဵု့ခုနးနြုဵ့မြာ တညးၿငိမးေသားလညး့ ်မနးေနပါသညး ။ ေသျ့ ေပါငးခ္ိနး 

အလျနးက္ဆငး့ေနေသားလညး့ ဆရာေတားမြာ တုနးလြုပးမြု မရိြပါ ။ 

တာဝနးခဵဆရာဝနးကပငး " ဆရာေတားသညး အ်ခာ့ ေသခါနီ့လူနာမ္ာ့နြငးံ မတူပ ဲ

ေအ့ခ္မး့တညးၿငိမးမုြရိြသညး " ဟုခ္ီ့က္ဴ့ေ်ပာဆုိပါသညး။ 

 

 

ဗုဒၶဘာသာဝငး ဓမၼမိတးေဆျမ္ာ့အာ့လဵု့ ဆရာေတားဦ့သီလဝႏၲ ကဲံသို႔ 

ရတနာသုဵ့ပါ့ကို ကို့ကျယးဆညး့ကပး်ခငး့၊ ေတာရေက္ာငး့ ေဆာကးလုပးေရ့ 

တျငးပါဝငး်ခငး့သာမက ေသရာေညာငးေစာငး့ လေဲလ္ာငး့ေသာအခါ 

ဦ့သီလဝႏၲ ဦ့ေဆာငးေသာ ညေနခငး့ ဝတးရျတးစဥး  

( ၂ဝ၁၃ ခု ၄လ ၁၃ရ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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တညးတညးၿငိမးၿငိမး ရငးဆုိငးနိုငးရနး ေလံက္ငးံရပါမညး ။ ပဵုမြနး 

သာသနာေစာငးံေရြာကးေရ့ကို မေမံမေလ္ာံပဲ စိတးဓာတး ပိုမိုခုိငးမာေအာငး 

ေလံက္ငးံပ္ိဳ့ေထာငးရငး့ အ်ခာ့သူမ္ာ့ကို  မိမိတုိ႔နြငး ံအတူတကျ 

သမဏသုခေတာရေက္ာငး့ကို ဖိတးေခၚ၍ ကျ္နးုပးတို႔အတျကး ဦ့သီလဝႏၲ 

တညးေထာငးခဲံေသာ ဓမၼနယးေ်မတျငး ကိုယးတုိငးကုိယးက္ သႏိၲသုခလမး့ကို 

ေလ ြ္ာကးလြမး့ကာ ဆရာေတားဦ့သီလဝႏၲ ကိုတရာ့ဓမၼ်ဖငးံခ္ီ့က္ဴ့ပူေဇားၾကပါစို႔ ။     

 

မူရငး့စာေရ့ဆရာ ~ ဆရာေတားဦ့ေသာပါက  

်မနးမာဘာသာ်ပနးဆုိသူ ~ ေဒါကးတာမ္ိဳ့်မတး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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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承接 Bhante的工作分配，跟隨著 Bhante的指導，感

受到 Bhante思慮嚴密，會前的規劃、讓當日的儀式，精簡莊

嚴。對於整個團隊的虔誠與默契，令人敬佩。

Bhante帶領法工籌組追思禮讚法會相關事宜，過程中

Bhante開示「護法的熱情，修行的活力」，當下，內心相應，

因為我覺得這是正確學佛的方向。

水尊者追思禮讚法會的相關事宜之期間，以中部禪林為

核心，連結北部佛友、南部佛友，緬、台的佛友也一起參與，

各項聯繫作業都很有條理。雖然語言、文化有同有異，但這

種融合是和諧、吉祥的。

水尊者追思禮讚法會之

會後護法分享

宜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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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我彷彿感受水尊者的慈藹，並不覺得累，內

心的追思與敬意，寧靜深遠。

可以再成長的事項：

1.三人小組的默契可以再加強培養（宜紅、美真、櫻桃）

2.相關活動準備的物品需再次的確認（ex：麥克風，花，

接駁人員⋯）

3.各個流程進行的注意事項，徹底執行。

4.成長會議，請每人用 2~5鐘說明此次活動的優點，或

下次可以更進步的事項。

5.北部佛友的供養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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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尊者（Bhante U SIlavanta）安詳示寂，以身見證法的

真實！這寂靜安樂的示現，增長眾多僧信佛友對法的信心，

鼓舞我們的護法熱情，更為我們注入一股修行活力。

為禮讚水尊者一生修弘佛法的功德，特別是年高 75才

離鄉至台弘法，協助建設、帶動靜樂禪風，尊者的遺孀家眷

為首暨數位台緬護法執事等發起，由護法會負責，籌建長老

之光（Theradīpa vihāra）於靜樂禪林，以紀念尊者在台圓滿

弘法。

長老之光舒緩長老的住用空間，減少禪修者之擠住壓力。

預估總費用約新台幣 300萬元。建成後，於帕奧禪師 11月蒞

台期間，舉行落成暨功德迴向法會。

靜樂禪林（Pa Auk-Taiwandīpa） 

（法藏講堂附設 Taiwandīpa Theravāda Buddhist College： 

TTBC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護法會公告 (2013 年 )

紀念禮讚水尊者─籌建長老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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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約各方善施賢友一秉向來對禪林的支持，共襄

盛舉，共同圓滿這棟紀念水尊者的建物。Sadhu ! Sadhu ! 

Sadhu !

（一）、專用帳戶：第一銀行　新化分行

帳號：6255-0287-595

戶名：法藏講堂

（二）、郵政劃撥帳號：3145-1523

戶名：法藏講堂（請註明：建設長老之光） 

願三寶大威德力護佑您闔家安康

佈施善業功德助您現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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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林草創至今已難得的進入第三年，感念僧團恩德，謹

訂於 2013年 7月 21日上午 9：45在禪林舉辦入雨安居慶典，

誠摯邀約十方法友善施同回禪林，隨喜恭送僧團入雨安居

（7/23-10/19）。

緬懷如慈父般之水尊者的功德，當日恭奉尊者法相於禪

林暨為七七禮讚法會，期盼牢記尊者奉獻禪林的典範，落實

佛陀正法長久住世。

活動時程如下：

靜樂禪林（Pa Auk-Taiwandīpa） 

（法藏講堂附設 Taiwandīpa Theravāda Buddhist College： 

TTBC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

護法會公告 (2013 年 )

7/21 入雨安居慶典暨奉水尊者法相於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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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5-10:50  入雨安居慶典 於上院之僧光界堂

           11:00  為水尊者施齋供眾 於中院之托缽堂

12:45-14:00  恭奉水尊者法相於禪林暨七七禮讚法會 於上院之

感恩堂

中部交通：連絡 靜樂禪林 049-2432891‧簡美真 0963-312293

丁敏哲 0936-168458‧吳美滿 0920-317725

報名搭乘時間至 7/19 12:30截止。

08:00交通車自台中高鐵站回禪林 14:30自禪林往台中高鐵站

北部交通：連絡 王美蓮 02 -29490518

南部交通：連絡 何金山 0933-302861‧葉金泉 0928-025291

許晏慈 0939-566375

請在 7/10連絡，以便安排租車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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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佛寶節的由來

1a 三個月圓日

佛陀的出生，成道還有般涅槃都在光明的日子裡，也就

是陽曆 5月的月圓日。這一個光明的日子就是佛寶節。

1b 禪林的紀念

今年佛寶節我們選擇五月第二個星期日，即是母親節，

在禪林舉行慶典，慶祝佛陀的誕生。用自己布施、服務道場、

持戒、禪修的功德感念佛陀的功德，與自己的母親分享，很

有意義的報答了母親的恩情。報親恩，這也正是佛陀的教導。

佛寶節憶念水尊者

觀淨尊者（Bhante U Sopāka）講
美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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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誕生廣為人知，變成全世界的慶典 (耶誕節 )。

昨天試問大家佛陀誕生日是哪一天，大多數在現場的人還不

很清楚，而我們說要植根佛陀教法在台灣，看得來努力空間

還很大。禪林舉行佛寶節慶典，簡單樸實，意義在正見的確

立，價值在於可以培養我們的淨信力。身為佛弟子，我們應

看重自己，略盡棉薄之力，讓佛陀教法永久住世，立足台灣

放眼天下；彰顯佛陀功德，讓佛陀的智慧，為紛擾、無常、

苦難頻繁發生的世間提供另一條出路，給人心寧靜之道提供

另一種選擇。

2.佛滅度的過程

2a佛陀的最後的行旅：無我慈心  

佛陀在世的每個過程都令人震撼，覺得佛陀入滅般涅槃

的過程可以是其中之最。佛陀最後的法旅，從王舍城往北，

度過恆河，往他的故鄉迦毗羅衛國的方向旅行，在沙羅雙樹

園般涅槃。80歲的佛陀帶著衣缽，由阿難尊者隨行，赤腳走

那麼遠的路，一定有佛陀想要完成的事情，好比說教法要整

理、信眾要淨化，這應該是這個旅程的主體事宜。試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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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若是 80多歲，要出遠門可能還會受不了舟車勞累，而當

時的佛陀僅僅依靠兩隻腳！我們可想而知佛陀的無我慈心真

正是無可限量。

有一次那拘羅夫與他的老婆相扶，來頂禮佛陀，這對

老夫婦高壽 120。長者稟報佛陀：我這麼老了，又是病衰。

佛陀回答他們說：只有愚笨的人才覺得自己沒有病。教導

他們要學習身苦心不苦 (ātuakāyassa me sato cittaM anāturam 

bhavissati)。佛陀的教導被翻譯成身苦心不苦，可能會讓人到

只是受念處的各種苦受，並不傳神。求不得、怨憎會、愛別

離等種種心的困難，類近於台語的“沒舒適 嘸好謝”。

2b最後的度化蘇跋達（Subhadda）的請求

佛陀到了沙羅雙樹林，躺下來要休息了。有一位很老的

人，名叫蘇跋達，有問題要請教佛陀。服侍佛陀無微不至的

阿難尊者，為了守護佛陀，不忍老病將般涅槃的佛陀繼續勞

累辛苦，三次出來阻止。但佛陀仍然讓阿難尊者請蘇跋達前

來，回答他的提問，教導了最後一個弟子，使他有機會成為

一個阿拉漢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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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滅度前的三問

教導完蘇跋達之後，佛陀準備入滅。在這個時候，佛陀

問了在場的人，還有沒有佛法的問題需要解答，三次提問，

沒人要請教。佛陀覺得弟子們了解佛法了，現場的人也有了

證悟的經驗，自己可以安心安詳地入滅。

2d安詳捨報

佛陀接著準備入滅，熟練地修習他的四禪八定，先順禪、

再逆禪到第四禪之後才安詳捨報。

佛陀可以承擔所有人的苦，到生命終了前仍然關心大家

的學習，決意要回答所有人的提問。反思我們自己，我們臨

命終時可能發生甚麼事呢？恐懼、驚慌、昏沉、生氣、悲傷，

惶惶不知所以？也許連臨時抱佛腳也不知從何抱起呢！

我們簡單了解佛陀這樣的一生，從出生、成道到入滅。

我們若能以佛陀當我們生命的典範，我們的生命不會懈怠，

不會讓煩惱昏沉佔據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將因此更乾淨有力，

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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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今天是佛寶節，我們趁這個因緣來憶念水尊者的功德。

一般人沒有看過佛陀，沒看過佛陀要有信心容不容易？

佛陀講有輪迴、有五蘊的勝義法、有禪那道果，但是很多人

沒看到輪迴，沒有親見勝義五蘊，甚至沒有禪那道果的經驗。

我們若沒有這些經驗又可以有信心，要不要有很強的智慧思

維？水尊者在我們禪林住過，我們看過、親近過，Bhante要

跟大家一起分享親近水尊者的喜悅，與大家一起慶祝佛寶節。

簡介水尊者

水尊者 1937出生，2013入滅。水尊者最主要的生命因

緣是在帕奧禪林，他在那裏當居士服務很久，聽說水尊者帶

著我們的 Sayadaw(第三代帕奧禪師 )去送第二代帕奧禪師火

化，在帕奧禪林可算是非常的資深。水尊者幫忙蓋帕奧禪林，

大家都知道，其實他不只幫忙蓋帕奧禪林，也蓋了許多其他

道場，都蓋得很莊嚴。後來在帕奧禪林裡出家。

水尊者跟我們禪林的因緣肇始於 Bhante在帕奧出家。在

那裏認識了水尊者，而跟他有較深的認識是第二次去帕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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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那次先後在哪裡住度過兩個雨安居，在生活中看到水

尊者的德行。

2008年水尊者初蒞學院，參加我們在講堂舉辦咖提那慶

典。第二次是 2011年，當時禪林初啟建，水尊者參與當時的

各項法務，他體力勝過許多人，做過許多事情，我們要跟上

他的腳步都有困難。他的病情是在 2012年確定的，2013年

入滅，這是水尊者的簡單生平。

水尊者的功德事蹟

1.安詳入滅

水尊者令人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件事應該是他的安詳入

滅。他的生命做過很多的奉獻，成就很多功德，是那種深度

的寂靜，又是放得下，高度功德展現的安詳入滅。寶寶醫師

服務水尊者在整個生病與臨終的過程，她見證了水尊者處病

苦與臨終時的安詳，給寶寶醫師很多的啟示和極深的感動，

她體會到佛弟子修行、僧眾的威力，增長很大的信心。U 

Gunika Bhante用手機照了水尊者臨終入滅的照片，時間僅僅

5秒，旁邊 U NyaNa尊者在誦經，現場簡單清淨，一片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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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勇於任事

水尊者的第二個功德是勇於任事。帕奧禪林 250甲，全

山水電工程及維修全部靠人工，而水尊者總負其責，山上山

下來回奔走，往往一天好幾回。水事不易，因其德，帕奧禪

師讚歎他是「Yewinji水尊者」，名號也因此而得。

禪林剛開始啟建時，我們住在台中太平，水尊者跟幾位

居士搭車每天往返太平與國姓，整理新地。連續幾天之後，

有居士想吃晚餐，慈悲的尊者請淨人帶他們去吃，他自己則

在旁邊靜靜等候。他慈心了解他人的需求，自己則清淨守戒。

3.默默行善

在禪林裡，水尊者常常自己找事情做，比如掃地、修水

管等等。而住院期間，每次都坐起來跟我們一起巴利課誦，

即使帶著氧氣罩；直到末期，無力起身。寶寶醫師帶家人去

供養時，他也常起來誦經功德迴向。

另有一項不為人知的默默行善事蹟，因為他攝護腺不好，

夜裡必須起來 2-3次、甚至 4次上廁所。大多數人深以為苦，

水尊者則是安然悅納，還鼓勵晚上不好睡的人，可以像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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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利用深夜的寧靜機會練習禪修。水尊者對於老與病是如此

淡然接受，生命中沒有喟歎沒有抱怨。這正是善心與美心。

一般人是文字上咀嚼阿毗達摩，水尊者則是安靜自然地默默

奉行。

4.平實教導

我們常常聽到的禪修教誡都是鼓勵大家要定期來靜坐，

最好一次坐 3個小時或更久，若成就禪那道果更好。但是水

尊者平時教導大家，常聽到他教我們禮佛、拜佛，以花、以

水、以缽食供養佛陀，早晚要記得三皈五戒。

水尊者也是我們道場的禪修老師，他當然也教導止觀的

學習。但他更常提醒我們三皈五戒，教導散播慈心的方法，以

自己容易憶念的孩子為目標。他的教導結合禪修與日常生活，

親切自然平實易行，台灣實在需要多一點這樣的禪修老師。

有人問水尊者得到這種重病會不會害怕？他說他自己憶

念這一生，沒有明顯殺生的業，所以他不會害怕。在佛法裡

頭，殺生會導致墮落惡趣；虐待眾生會導致生命的苦。水尊

者自憶不殺生而臨終不佈，令人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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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藹可親

金佃曾說水尊者入滅好比禪林一棵大樹倒下來。大樹依

著山林而生長，而我們依靠大樹的保護而長大。寶昭說跟水

尊者雖然語言不通，但是跟他在一起時覺得十分親切。還有

勝恆，他跟水尊者並沒有特別的因緣，甚至沒聽過他任何的

開示，就感受到水尊者那份和藹親切。當水尊者必須往返大

林慈濟治療時，他在百忙中想法子每週負責接送一次。後來

水尊者入滅了，勝恆到禪林來每每表示，在禪林沒看到水尊

者心裡難過很不捨。敏哲一聽到一想到自己曾推著生病的水

尊者，同到醫院樓下樹蔭間吸收自然的空氣，總是心神大振，

一臉笑容。

難得外出的 U Kon尊者也請求要去照顧水尊者。他珍惜

這種難得的機緣，自稱幸運服侍，覺得好感動。水尊者的故

二看 U Kon為禪林奉獻，也敬稱他是禪林的水尊者，U Kon

尊者則自歎不如。回想當時自己未能長時間陪伴在水尊者身

邊、親自照顧，至今仍深感遺憾。我們的生命若有這種服務

善士的機會，應該要好好的把握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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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尊者總是以行動關懷弟子，雖在病中仍然先關心他人

的需求，坐在病床上，舉起右手，以親切的笑容鼓舞大家。

他下床與新盛比手力，激起大家的歡樂。他會拿藥布給信眾

貼，他很會安撫我們這些脆弱易感的人。他的心非常乾淨，

也沒有那種老人家特有的體臭，我們跟他肢體接觸，他也自

然接受，善體人意，非常願意配合大家。和藹可親的人格特

色勝過千言萬語，這就是水尊者的鮮明功德。

6.安詳自若

水尊者在禪林時，每天都拿著拐杖從容散步登山，哪裡

有甚麼事情，他會主動柔軟配合他人完成。山上蚯蚓很多，

他幾乎是全禪林放生蚯蚓最多的人。我們山上種樹的因緣也

跟水尊者有關，那時我們五葉松樹苗絕大多數以一米高為主，

一米高一棵價值 100元，兩米高價值大概是 250元，三米高

的就要 1000元，只種約三十棵。水尊者很樸實，自信二米高

的苗就已經夠高了，親自培育了三棵二米高的樹苗，在我們

往山上路旁的電線桿附近，果然那三棵樹長得非常壯，幾乎

是整個禪林裡長得最好的樹，大家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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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住在菩提小築時，水尊者已經是每晚都得上廁

所 3-4次，那個地方的地板很老舊，腳踩下去常會有聲音。

但是水尊者正念很強，經驗中沒有因為他上廁所而被吵醒過。

他從不埋怨，總是安然自若。

在帕奧學緬甸話時，是在水尊者住處的旁邊。當時水尊

者是帕奧禪林後勤庶務的總管，他非常忙碌，但每天把事情

安排好之後，他會在這個住處禪修，而同時 Bhante就在那個

住處旁邊學緬語，連續好幾個月，他自在禪修從不曾因此起

煩惱。這種安詳修持實在難能可貴。

水尊者發病時，幾乎都是 Bhante陪他去就醫的，各種症

狀出現，有不同醫師的不同判讀。尋找原因找到病源費時費

事，對病人是個很大的折磨，等許寶寶醫師接手後，才確定

已經是癌症三期末將入第四期。一確定病因的當天立刻開刀。

在這麼痛苦的尋找過程裡，水尊者不會把他的苦強迫別人接

受，催促我們趕快找到病因。依舊淡然篤定，勇敢面對與接

受，這種穩若泰山的安詳值得我們大家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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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忍處事

Bhante興致一來，常會講很多話，有時華語開示時也講

很久。水尊者總是靜靜的聽，聽不懂也都在旁邊陪著，安忍

功夫令人欽佩。

在即將入滅前，尚智禪師關心，去探訪時，問水尊者有

沒有注意在業處，水尊者回說有，讓尚智禪師安心且放心。

尚智禪師比他戒臘高，更是長期教導禪修，他自有關心學生

的方法。能讓老師放心是多麼大的功德？ 

8.功德豐富

水尊者在帕奧禪林幫忙無數的人做善業功德，舉凡對僧

團食、衣、住、藥的供養，等等善業都是透過水尊者的安排

而成就，大家自然會感恩水尊者，也會供養他。所以，在帕

奧托缽時，除了 Sayadaw之外就屬水尊者最多最豐富。連我

們的尚智禪師都感念他對帕奧禪林長遠無私的奉獻。

水尊者在發現大腸癌時，他的戒師帕奧禪師回到禪林，

他的另一位老師曼德烈 U Ke大長老也回來住在他的身邊。他

很正念地邀請跟他們兩位合照。那張照片還在我們齋堂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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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用來憶師懷恩。他似從沒有單獨跟他們兩位合照過，

這應是絕無僅有的一張，彷彿自知時至，想要表達珍重尊敬

師恩，跟自己尊敬的老師留下影像當紀念吧！

水尊者病重住院時，sayadaw親自從新加坡來電問病情，

並且希望他回緬甸治療，但是水尊者親自報告 Sayadaw他要

留在台灣。一個人肯把生命交給他人照顧，得要多大的信賴，

而相對的答應照顧一個病危的人又是需要多大的承擔！親情

的考量，道德的責任，和相關醫療的安排，在在都在考驗著

我們雙方的智慧。

水尊者入滅後，Sayadaw從美國打電話來問治喪事宜，

想要親自到台灣主持。有一次水尊者故鄉的尊者邀請他回故

鄉雨安居，他去跟 Sayadaw報告，話到一半，Sayadaw牽著

他的手回答他很好呀！但是你要快點回來，水尊者因此不好

意思回去。水尊者去世後，Sayadaw捨出自己的物品以水尊

者的名義在帕奧做大供養。依 Sayadaw平時捨心極強的修為，

若不是水尊者非常有功德非常有福報，雖有很深的師生情緣，

也不會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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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尊者入滅後，帶來禪林大眾為法奉獻，護法們同心熱

忱籌辦水尊者的追思法事。水尊者的故二也捐出水尊者曾捨

給他的淨資，增廣功德，發起建造禪林的住處，法友們共成。

這就是禪林現有的水尊者紀念室，常是由禪師駐鍚，值得大

家前往瞻禮。水尊者生時修行益世，死時，人們因著他而行

善入法！

9.捨己為人

在帕奧，水尊者常得到許多美好的物品，他只取自己需

要的一小部分，其餘的全部捨出來與他人分享，沒有為自己

留藏絲毫。在那裡和他一起用餐多時，也常常受到他的照顧，

分享他的眾物。

在禪林水尊者住的地方，智行尊者，Bhante，還有 U 

Gunika尊者都會去找他。智行尊者和我總是像小孩一樣躺在

地上，水尊者已經得了癌症，還常常幫身旁的我按摩。在帕

奧生病時，也常常去找水尊者，他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為我

按摩。堪稱捨己為人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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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眾歡喜

不分台、緬人，不管言語通不通，大家都很喜歡親近水

尊者。平時大概都有 3~4個人住在醫院照顧水尊者。共同的

感覺，這位長者很容易照顧。雖得重病，不給人帶麻煩，而

且還提起心力關心在場的人。猶記得出開刀房時，我們相互

之關心握手；頭一夜 Bhante趴伏睡在水尊者病床旁，醒來時

水尊者關切地問我有睡得好嗎？印象中只有一次要求，可能

是太痛了，問 Bhante可不可以多一點 mofi注射 ? 我們才請寶

寶醫師幫忙處理。

寶寶醫師非常妥善照顧水尊者，我們跟她溝通，嗎啡的

量要能讓水尊者維持他的正念，也要讓他可以忍受他的痛。

寶寶醫師盡力幫到這個大忙，實在是非常的不容易。水尊者是

怎樣在忍受他的病痛，維持著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課？今日再

次憶念這件事情，難怪不管親疏遠近大家都會歡喜他敬愛他。

看來人與人之間自然親近的緣分，行比言是更重要許多的。

11.隨緣捨俗

    水尊者來台灣時已經 70多歲，他在緬甸有太太、有兒、

有女、也有孫子，但是幾乎沒有打電話回緬甸去找他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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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也沒有打電話來找他。這不是他們無情。記得最後一

次陪水尊者回緬甸，住在帕奧時，他的五個侄兒，都年近六、

七十，還遠道來帕奧禪林共住，禪修一週。有次陪他回緬甸，

他的孫子即將高三畢業、將進大學，Bhante主動跟提起，才

為他準備一個電腦之類的東西送給他的孫子。

他在帕奧禪林是很大的功德主，在帕奧要住哪裡去哪裡

都可以。但是來到台灣幫忙開創禪林，承擔重責大任，每天

往返太平和國姓，對 70多歲高齡長者來說，實在奔波辛苦。

但是，水尊者安住承擔，捨緬甸法眷，無怨無悔。回程時大

家累了，幾乎都在睡覺，水尊者一路誦經，途中幾次小意外

都能有驚無險度過，感覺是水尊者的功德護衛著大家，應該

也是他對法的信心，使他無懼無畏守護著禪林。

一位病重將死的長者，一般都會想看看自己的家人親戚，

或有些事情需要交代淨化。但是，水尊者從來不對我們做這

種要求。第二次他的故二 Daw Shan-shin 來照顧他，也是我們

安排的，非出自水尊者的要求，他也沒有要求他的兒女來看

他。他這種隨緣捨俗的力量很難衡量，令人欽敬有嘉。Daw 

San-shien也一樣了不起。水尊者重病時，他見自己的老師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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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大長老時哭了，大長老反問她說：「你不是有修無常嗎？

這不就是無常嗎？」問答之間，她就靜下來了。水尊者過世

當天，她有哭，第二天，Daw Shan-shin便又一如往常，容光

煥發，跟大家一起作息，服務僧團。展現出依法靠法的信樂，

也是值得我們隨喜讚嘆的。

還有另一件事分享大家。水尊者將入滅，他自己可能也

知道。但是他的後事怎麼安排，骨灰怎麼處理，要不要帶回

緬甸，水尊者從沒有談論這些事，做過任何的指示。他對這

些俗緣看得很淡，捨得很乾淨。之後，禪林為水尊者奉獻一

個小小骨灰塔在帕奧禪林，將來我們有機會回帕奧， Bhante

會帶大家去那裏憶念水尊者的功德。一般出家人若不具特殊

功德不做這種事，是因為水尊者的殊勝功德才得到這種禮遇。

12.為法獻命

禪林的台緬護法曾感歎 :「有一個德國人說，許多天主教

或基督教的神父、修女、或者牧師，他們長期奉獻在他方，

乃至客死異鄉。但是若論緬甸來台的無數尊者，則常心存回

國的打算。」為法奉獻，這是不容易的。 第一個願老死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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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者，水尊者可算是第一位。絕大多數人在生命最苦最難堪

的時候，會選擇自己最熟悉的最信賴的地方。Bhante常向佛

友開玩笑說，死在自己那張床才安心。而水尊者願意死於台

灣這塊土地，這個意義是甚麼呢？隨緣安身立命，為了佛陀

教法深植於台灣這塊土地，水尊者願意奉獻自己的生命。

結要

水尊者那種親切和藹、自然的慈心，一種生命柔善的自

然典型，每每在我自己遭逢挫折，乃至病苦住院時，鼓舞我

升起很大的信心，看到無常的寂樂，支持著繼續站起來。以

自己這麼平俗的人，能遇見親近這樣的長者，可說是很大的

幸運。但願你們親近過他的人也能珍惜這樣的法緣長情，多

多憶念與學習。

佛陀已經入滅了，我們對佛陀有信心固然很好，是最重

要的。但是，水尊者是我們周遭活生生的人，我們親近過的

實實在在的人，他飄顯法味，活現淨信於法的力量，那麼鮮

明，那麼堅強，容易讓我們因憶念他而產生對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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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憶念水尊者的風範來慶祝佛寶節，就是跟他學

習戒、定、慧來趣向涅槃。然而，我們做為一個平凡的佛陀

弟子，要在自己的生命中再碰到如水尊者這樣的人實在很困

難。Bhante鼓勵有親近過水尊者的人用心收集跟他相處的經

驗好好地憶念，這樣我們對法會產生更喜悅的淨信力。相信

依著我們對法的這樣強而有力的信念，生命會去除掉很多的

熱惱，我們的生命會得到很多的安詳，會願意走在修行的道

路上；依著這個信念可以面對老、病、死，向著不老不死的

地方前進。也就是我們依著這個信念，我們願意持戒、布施，

習得信慧平衡，乃至証得涅槃。

佛陀入滅，對我們來說是個神聖的啟示。而水尊者是我

們身邊的人，親身親近。與大家分享親近他的感動，與水尊

者同在的時光，這樣的法喜動容可以作為我們的菩提道糧，

依著這種菩提道糧，最終可以幫助我們証得涅槃。

在佛寶節這天，我們以法禮讚水尊者，淨信於佛陀。

Sadhu !Sadhu !Sad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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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သိတာေတြေမးၾကတာေပါ့ ။ အဲဒီတုန္းက ဓာတ္ကမၼ႒ာန္းျပေနခ်ိန္ ဆိေုတာ့ ဓာတ္

ကမၼ႒ာန္း အေၾကာင္းေတြရွင္းျပေနပါတယ္။ တစ္ရက္က်ေတာ့ ဆရာေတာ္က 

ေသျခငး္တရားဆိုတာ ကိုယ္န႔ ဲကပ္ေနတာ ၊ လက္မွာလက္သည္းရိွတယ္မလား ။ 

လက္သည္းန႔ဲ လက္န႔ ဲကပ္ေနသလိုပဲ ေသျခင္းတရားက ကပ္ၿပီးပါေနတာ ။  ( ဒီလိ ု

ဥပမာ ေပးတာ ပထမဦးဆံုးအႀကိမ္ ၾကားဖူးျခင္းပဲ ) ငါအခု အသက္ ၇ဝ ေက်ာ္ၿပီ 

ေသရမွ မေၾကာကဖ္ူး ။ အခုထက္ထိ ဆရာေတာ္စကားကို ၾကားေယာင္ေနမိတ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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၀ှဿ၀ ခုနွစ္မွာ ဆရာေတာ္ ရုတ္တရက္ ဗိုက္နာလုိ႔ ဆိုၿပီး ေဆးရုံတက္ အေရး

ေပၚခြဲစိတ္မႈ ခံယူရပါတယ္ ။ ေရာဂါအေၾကာင္းရင္းက အူမႀကီးကင္ဆာ …. အဆင့္ ၁ 

ေရာက္ေနၿပီတဲ့ ။ ေဆးရုံ ကဆင္းလာၿပီး ေနာက္ပိုင္း ကင္ဆာေဆး Chemotherapy 

ယူရ ၊ ဓာတ္ကင္ရ တာေတြဆက္လက္ၿပီး ကုသမႈခံယူရပါတယ္ ။ ဆရာေတာ္ ဓာတ္

ကင္တာ တစ္ခါ ၊ ကင္ဆာေဆးသြင္းတုနး္က တစ္ခါ ေဆးရုံကို လိုက္ပို႔ေပးဖူးပါတယ္။  

 

ဘယ္သူမဆိ ုလူတစ္ေယာက္ အိမက္ိ ုသတိရဆုံး အခ်ိန္က ေနမေကာင္းတ့ ဲအခ်ိန္

ပါ။ အခုလုိ ေရာဂါႀကီးျဖစ္ေတာ့ ဆရာေတာ္မ်ား ကိုယ္က်င္လည္ခ့ဘဲူးတ့ဲ       

ပတ္ဝန္းက်ငမ္ွာ ကိုယ္ရင္းနီွးတ့ဲ ေဆြမ်ိဳး မိတ္သဂၤဟေတြၾကားထမဲွာ ျပန္ေနခ်င္

မလား ။  

အဲဒီတုန္းက ဦးဉာဏာစာရ ကိ ုတိုးတုိးတိတတ္ိတ္ေမးဖူးတယ္ ။ ဆရာေတာ္ရဲ႕ 

ေနာက္ဆုံး အခ်ိန္ေတြကို ျမန္မာျပညမ္ွာပဲ ကုန္လြန္ခ်ငသ္လား ။  

ဆရာေတာ္ကေတာ့ ထိုင္ဝမ္မွာပေဲနမယ္ .. ဒီမွာပ ဲေခါငး္ခ်မယ္ 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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မွတ္မွတ္ရရ ဆရာေတာ္ကိ ုေတာရေက်ာင္းမွာ အားေဆးသြင္းေပးဘူးတယ္ ။ 

ဆရာေတာ္ရဲ႕ ေက်ာင္းေဆာင္မွာ အားေဆးသြင္းေပးရင္း စကားေတြ ေျပာျဖစ္တယ ္။ 

ဆရာေတာ္ထိုင္ဝမ္မွာ ေနရတာေပ်ာ္လား ။ 

ထိုင္ဝမ္ ေနရတာ အဆင္ေျပပါတယ္ ။ ေအးေအးခ်မ္းခ်မး္ရိွပါတယ္ ။ ဖားေအာက္

ႀကီးမွာက ငါ့ကို သီလရွင္ေတြ အုပ္ခ်ဳပ္ဖို႔ တာဝနေ္ပးထားတာကြ ။သီလရွင္ေတြက 

၀ှှ ေက်ာ္ ၁ှှ ေက်ာ္ေလာကရ္ိွတာ ။ ေန႔ခင္းဘက္ဆိုလည္း ေကာင္းေကာင္း 

မနားရပါဘူးကြာ ။ ဆရာေတာ္ … ဆရာေတာ္ …. ဆိုၿပီး တံခါး လာလာေခါက္ ။ ကိစၥ

ေတြေျဖရွငး္ေပးရ ။ ေတာ္ၾကာ အေမေနမေကာင္းလို႔ ႐ြာခဏ ျပနမ္လုိ႔ ခြင့္လာတုိင္ ၊ 

သီလရွင္ေတြလည္း ေငြ မကုိငရ္တ့ဲ အခါက်ေတာ့ သြားဖို႔ ကားစီစဥ္ေပးရ ... အလုပ္

က ေတာ္ေတာ္မ်ားတာ ။ 

ဒါဆို ေတာ္ေတာ္ မလြယ္တာပဲ ဘု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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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နာက္ေတာ့ ဆရာေတာ္ ဦးသီလ အေျခအေနမေကာင္းလို႔ ေဆးရုံတင္ထားရတယ္

တ့ဲ ။ ကင္ဆာက တစ္ကိုယ္လုံးကုိ ျပန္႔ေနၿပီတဲ့။ ေဒၚစနး္ရိွန္ ( လူ႔ဘဝက ဇနီး ) လည္း 

ထိုင္ဝမ္ေရာက္ေနတယ္ ။ တစ္ရက္က်ေတာ့ အလုပ္နားတာန႔ ဲကိုစုိးေအာင္ေရ က်

ေနာတ္ို႔ ဆရာေတာ္ ဦးသီလကို ေဆးရုံသြားၾကည့္ရေအာင္ ၊ ဒါဆရာေတာ္ ကိ ု

ေတြ႕တာ ေနာက္ဆုံးအႀကိမ္ ျဖစမ္ယ္ ထင္တယ္။ ကားေမာင္းၿပီး ၀ ေယာက္သား 

ေဆးရုံေရာက္သြားၾကတယ္ ။ ဆရာေတာ္က အိပ္ယာေပၚမွာ ၊ ၾကည့္ရတာ အေတာ္ 

အားနညး္ေနပံုရတယ္ ။ ကိုစုိးေအာင္က ပါလာတဲ့ Ensure ေတြ ဆရာေတာ္ကို ကပ္

ေတာ့ ဆရာေတာ္ရဲ႕ သာဓု ေခၚသံက အေတာ္ အားေပ်ာ့ပါတယ္ ။ အဲဒီ အခ်ိန္မွာ 

ဆရာေတာ္က ဘာအစာမွ မဝင္ေတာ့ပါဘူး ။ 

ဆရာေတာ္က အားေပ်ာ့တ့ဲေလသံန႔ဲ 

ဒကာႀကီးတုိ႔ ေနေကာင္းၾက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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ရင္ထမဲွာ ဆို႔နင့္သြားတယ္ 

ဘယ္လိ ုျပနေ္ျဖရမွန္းေတာင္ မသိ 

လူမမာ က ျပနေ္မးေနေသးတယ္ ။ 

 

ေဆးရုံမွာ လူနာေစာင့္ လုပ္ေပးေနတ႔ ဲထိုင္ဝမ္ လူငယ္ တစ္ဦးက ဆရာေတာ္ကိ ု

ေရပတ္ တိုက္ေပးမယ္ ဆိုတာန႔ဲ အခန္း အျပငထ္ြက္ၿပီး ေဒၚစန္းရိွန္န႔ဲ စကားေျပာျဖစ္

ပါတယ္ ။ ေဒၚစနး္ရိွန္က မ်က္ရည္စက္လကန္႔ဲ ဆရာေတာ္ ေရာဂါ ေဝဒနာ ခံစား

ေနရတာ မၾကည့္ရက္တ့ဲ အေၾကာငး္ ၊ လူနာေစာင့္တ့ဲ အခန္းထကဲေနၿပီး ဆရာေတာ္

အတြက္ ပရိတ္ ပ႒ာန္းေတြ ေန႔တိုင္း ႐ြတ္ေပးေနတ႔ဲ အေၾကာင္း ေျပာျပေနပါတယ္ ။ 

ခဏေနေတာ့ အခန္းထဝဲင္ၾကည့္ေတာ့ မ်ကစ္ိမိွတ္ၿပီး နားေနတာန႔ဲ အသာေလး 

ကုတင္ေျခရငး္က ဆရာေတာ္ကို ကန္ေတာ့ၾကပါတယ္ ။ ေဒၚစန္းရိွန္ကလည္း 

အတူလုိက္ကန္ေတာ့ၿပီး တိတ္တိတ္ဆိတ္ဆိတ္န႔ ဲျပနခ့္ပဲါတယ္ ။  

အခန္းအျပင္ေရာက္ေတာ့ ေဒၚစနး္ရိွန္ကို အားေပးစကားေျပာ ၊ ေဒၚစနး္ရိွန္က ဓာတ္

ေလွကား အထိ လိုက္ပို႔ပါတယ္။ ရက္အနည္းငယၾ္ကာေတာ့ ဆရာေတာ္ျပန္လြန္

ေတာ္မူေၾကာငး္ ဦးဉာဏစာရ ဆီကဖုန္းလာပါတယ္ ။ 

 

ထိုရက္ကား ၀ှဿ၁ ခု ဇြန္လ ဿဿ ရက္ ျဖစ္ပါတယ္ ။ 



追思禮讚水尊者

88 89

 
ဘယ္သူမွ ေရွာငလ္ႊဲလို႔ မရတ့ဲ ဇရာ ဗ်ာဓိ မရဏ ဆိုတ႔ ဲျဖစ္စဥ္မွာ ေနာက္ဆုံး အခ်ိန္

ထိ တည္တည္ၿငိမၿ္ငိမ္န႔ဲ ေသျခင္း တရားကို ရင္ဆိုင္သြားနိုင္ခ့တဲ့ဲ ဆရာေတာ္လိုမ်ိဳး 

ျဖစ္ေအာင္ ေလ့က်င့္ဖိ ုလိုေနေသးေၾကာင့္ ကိုယ့္ကိုယ္ကိုယ္လည္း အၿမဲသတိေပး

ေနရပါတယ္။ ဆရာေတာ္ရဲ႕ ဇာတိေျမကိ ုစြန္႔ခြာ၍ အသက္ထက္ဆုံး ထိုင္ဝမ္ေျမ

ေပၚတြင္ သာသနာအတြက္ေပးဆပ္မႈမ်ားကို ေလးစားၾကည္ညိဳရပါတယ္။ 

 

ေဒါက္တာမ်ိဳးျမတ္သူ 

1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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ၾကညးညိဳေလ့စာ့ဂါရဝ်ပဳရပါေသာ ဆရာေတား ဦ့သီလဝႏၲ 

 

ဖာ့ေအာကး ေတာရမြ ဆရာေတား ဦ့သီလဝႏၲ ထိုငးဝမးႏုိငးငဵ Dalin Tzu Chi General 

Hospital ေဆ့ရဵုႀကီ့တျငး ပ္ဵလျနးေတားမူခဲံသညးမြာ ယခုႏြစး ဇျနးလ ှှရကးေန႔ဆိုလ ြ္ငး 

၁ ႏြစး႐ြိခဲံပါၿပီ။  

 

ဆရာေတားဘုရာ့၏ သီလ ၊ သမာဓိ၊ပညာတို႔ကိ ုေလ့စာ့ၾကညးညိဳလ္ကး 

ဆရာေတားဘုရာ့ကို အမြတးရ ဂါရဝ်ပဳလိုကးရပါသညး။ 

 

ဆရာေတားဘုရာ့သညး လျနးခဲံေသာ ၁ႏြစးေက္ားတျငး အူမႀကီ့ကငးဆာ ( Rectum 

cancer stage 4 ) ်ဖစးေန ေၾကာငး့  စတငးသိရိြရသညး။ ထို႔ေနာကး ကငးဆာဆဲလးမ္ာ့ 

ဆရာေတားဘုရာ့၏ ခႏၶာကုိယးတျငးပ္ံဵပျာ့ကာေဆ့ရဵု တျငး 

တကးေရာကးကုသခံဲပါသညး။ 

 

ဆယးႏြစးေက္ား ဘုရာ့ တရာ့ 

သဵဃာႏြငးံေဝ့ကျာေနေသာ 

တပညးံေတားမသညး 

ဆရာေတားဘုရာ့တို႔ 

ေဆ့ရဵုႂကျေရာ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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က္နး့မာေရ့ စစးေဆ့ကုသမႉခဵယူၾကေသာအခါမြသာ ရတနာ သုဵ့ပါ့နြငးံ ်ပနးလညး  

ထိေတျ႕ချငးံ ရခဲံ ပါသညး။ တပညးံေတားမအတျကး ယုဵၾကညးမႈ သဒါၶတရာ့  

ခိုငးမာလာကာ ဒါန၊ သီလ၊ ဘာဝနာက္ငးံစဥး မ္ာ့ အတျကး ႀကီ့မာ့ေသာ အငးအာ့ 

တစးခု ်ဖစးခံဲ ပါသညး။ ေထရဝါဒ ဗုဒၶဘာသာအေပၚတျငး ပိုမို ယဵုၾကညးသကးဝငး 

ေလ့စာ့ ၾကညးညိဳခဲံပါသညး။ ဆရာေတားဘုရာ့မ္ာ့ ၏ေက့္ဇူ့ေၾကာငးံ 

တပညးံေတားမတို႔ မိသာ့တစုလဵု့ ဘုရာ့ တရာ့ သဵဃာ ရတနာ်မတးသဵု့ပါ့အေပၚတျငး 

သဒါၶတရာ့ ပိုမိ ုထကးသနးခဲံၾကပါသညး။ ဆရာေတား ေဆ့ရဵုတကးေနစဥးတျငးလညး့ 

တပညးံေတားအာ့ မ္ာ့စျာဆုဵ့မသျနးသငး တရာ့်ပသခဲံသညးံ ေက့္ဇူ့တရာ့မ္ာ့ 

ႀကီ့မာ့လြပါသညးဘုရာ့။ 

 

ဆရာေတားသညး ေဆ့ရဵ ုတကးေနစဥးကာလတျငးေသားလညး့ မိမိ၏ သီလ 

ဝိနညး့သိကၡာကို အပ္ကးစီ့မခဵ ဘဲ လဵု်ခဵဳေအာငး ေစာငးံစညး့ထိနး့သိမး့ခဲံသညးမြာ 

မ္ကး်မငးကုိယးေတျ႔်ဖစး၍ က္ကးသီ့်ဖနး့်ဖနး့ထ ၾကညးညိဳခဲံရပါသညး။ 

ညေနဘကးတျငး ခႏၶာကုိယး အတျကးလုိအပး၍ အာ့႐ြိေသာ အစာအာဟာရ မ္ာ့ကို 

ေဆ့ဝါ့အေန်ဖငးံသုဵ့စျဲရနး 

တာဝနးခဵဆရာဝနးႀကီ့မ္ာ့မြ 

အၾကဵေပ့ေသားလညး့ 

ဆရာေတားသညး ဝိနညး့ 

သီလကို အပ္ကးမ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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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န႔လဲႊညစာကို မညးံသညးံ အေၾကာငး့ႏြငးံမ ြ္ မသုဵ့ေဆာငးပဲ သီလ်မဲ် မဵခဲံပါသညး။ 

 

ေဆ့ရဵ ုတကးေနစဥးကာလတျငး ကငးဆာဆလဲးမ္ာ့ခႏၶာကိုယးအတျငး့ ပ္ဵံပျာ့ႏိုပးစကး 

ေနပါေသားလညး့..ဆရာေတားသညး မညညး့မညဴ  အ်ပဵဳ့တခ္ကးမပ္ကး 

ေနႏုိငးသျာ့ခဲံသညး။ ဆရာေတား၏ ခႏၲီပါရမီႏြငးံ သညး့ခဵက္ငးးံၾကဵ ႐ူမြတးသျာ့သညးမြာ  

"ကိုယးမြာနာေသားလညး့ စိတး မနာေစနဲ႔" 

ဆိုသလို သူေတားေကာငး့ႀကီ့မ္ာ့ ပါရမီ်ဖညးံက္ငးံသညးကို မ္ကးဝါ့ထငးထငး 

ေတျ႔်မငးရ၍ အႀကိမးႀကိမး ဦ့တငးကနးေတာ ံမိပါသညး။ 

 

ကငးဆာေရာဂါသညးမ္ာ့စျာ၏ ေနာကးဆဵု့ေန႔ရကးမ္ာ့တျငး 

ေရာဂါေဝဒနာခဵစာ့ရလျနး့၍ ပငးပနး့ဆငး့ရဲ ေမာဟုိကးလျနး့ၾက၍ ေဝဒနာ 

သကးသာေစရနး Morphine ေမာဖငး့ေဆ့မ္ာ့စျာထို့ကာ သကးသာေစၾကရပါ သညး။ 

ဆရာေတားသညး ေမာဖငး့ေသာကးေဆ့ ထို့ေဆ့ကိ ုအနညး့ငယး မ ြ္သာ 

ကုသခဵယူကာ ေရာဂါေဝဒနာကုိ သတိပ႒ာနး တရာ့ေတား အတိုငး့ ဝိပႆနာ 

ရႈပျာ့်ခငး့  ်ဖငးံသာ ေနာကးဆဵု့ ေန႔ရကးမ္ာ့ကို အ်ပဵဳ့မပ္ကး သတိမလျတး 

ေက္ား်ဖတးခဲံပါသညး။ ေနာကးဆဵု့ရကး တျငး ေသျ့ ေပါငး ၆ွ/ွ နီ့ ပါ့ 

်ဖစးေနေသားလညး့ သတိမပ္ကး ႐ူမြတးကာ ၿငိမး့ေအ့စျာ ပ္ဵလျနးေတားမူခဲံပါ သ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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