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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許，這是因緣。宗得法師往生時，

我奉指示代表「僧醫會」前往關懷

助念協助處理後事。也因這一因緣再接

一個任務，寫下心得感言報告。

我雖不是一個善於文字工作者，但我

樂於承擔此一任務，把真實呈現給有緣

的讀者，表示我誓成為「彌陀長工」。

感恩給我這一學習的機會，表達對宗師

的緬懷追思之意！

認識宗得師父有好幾年了，因為同為

護持「僧醫會」而對他有所認識。總覺

宗師父對於老病僧伽特別照護，慈悲關

懷不落人後。時常遇有病僧即自告奮勇

前往關懷照顧，甚至帶回照顧。有一次

宗師父在路上遇到一位流落在外無家可

歸的病僧尼師父，就發慈悲心把他請回

照顧，一直到這位尼僧往生還幫他料理

後事！由此可見宗師父的悲願，扶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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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菩薩心腸，視人苦如

己苦！

一般人都以好心要有好

報，是人之常情。但每個

修行人的際遇、因緣、果

報都不同！也許造化真會

弄人！當他自知時至要往

生前，本想已把身後事交

給了僧伽醫護基金會！不

料臨命終前幾天因找不到

他最信任的會宗長老來為

他主持身後事，（因剛巧會宗長老帶領僧

醫會醫護人員，前往大陸五臺山為千位法

師健診），因而改變了一些原衷的因緣！

記得，約在兩年前宗得法師就想往

生極樂世界，那時他病了一段時間，身

體弱不禁風，時常上氣不接下氣的，只

一心求阿彌陀佛帶他走。有一次他突然

打電話給我，有氣無力的對我說想往生

了，希望我能找人幫他助念。可能是因

緣未到，當我跟幾位師兄姊趕到時，他

已不在精舍，門沒鎖找不到人，只在房

中看到一件陀羅尼被，似有蓋過的樣

子！還好從鄰舍得知原來已被送往醫

院！我們也在「埔里榮總」找到他。因

為他俗家硬把他送醫。

以上這段因緣到底是救了他，還是害

了他錯過往生的好因緣，很難說！

我想因為有了這段遭遇，會讓他在

未來這兩年中更加積極準備往生資糧，

加緊用功，學會第一時間暫不讓俗家知

道的教訓，再備好更充分的資糧，願力

要更堅強。更真心切願深知彌陀定來接

引！

我想這回他變得穩重許

多，不，應當說智慧增長很

多。而且對於生死大事更加

放得下，把持得住。他在往

生前幾天收下生平唯一的在

家徒弟（林淑敏居士）。然

後把自己往生的後事一一交

代託付與這位臨危不亂完成

使命的林居士身上。了脫遺

願，一無遺憾！

據林居士對我說，如連絡

不到「僧醫會」會宗長老即恭請南林精

舍如慧長老尼。

7月2日（星期二） 林居士請南林如慧

法師來精舍，宗師告知自己將往生彌陀

淨土，請他協助。宗師並對其弟子言已

得消息，預計農曆六月十九日往生（國

曆七月二十六日），但林居士說六月

十九日大家都有佛事，無法抽身。宗師

即虔誠恭敬向阿彌陀佛要求提早往生。

七月四日向弟子說確定自己將提早往生。

7月5日（星期五） 宗師再找來林居士

再交代後事，並指示連絡南林和僧醫會

等。

7月6日（星期六） 林居士依宗師指

示早上至南林請如慧法師，但如師已出

國，改派修明法師來入住精舍。下午南

林另一位曾經與宗師同住過兩年的如願

法師得知訊息，也自願加入協助行列。

於是二位尼師進住埔里鎮東潤路「蓮花

淨苑」，也就是宗師的住所。時宗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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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般自在念佛，有如慈雲大師所寫發願

文：「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

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

因此我想二位尼師父進住的任務。

不外同是出家修行人，應是來護持宗師

父的往生為第一要務！也許因緣隨時在

變。會不會事與願違，影響到所交代的

後事處理問題？宗師是放得下的大尼，

那協助者能否依願放得下！

當人生大事遇到現實的一面要如何解

決是好？當慈悲不能當飯吃怎麼辦？我

想人要往生了，事情不宜問太多或問太

敏感的事，會不會影響往生者的念頭？也

許宗師此時的心已如入禪定。一切身外之

物已不足為意了！趕快陪我念佛吧！

由於來助念者的音調與宗師不太相

應，宗師就教大家念佛同音，並依懺公音

調念，後交代往生後依懺公錄音帶跟念。

7月7日（星期日） 此時宗師即將進

入四大分離的重要關頭。感恩兩位尼師

父，從進住之後不眠不休的照顧陪伴宗

師父念佛直至往生。上午當大家正在陪

宗師念佛時，林居士拿起手機拍錄，忽

然錄到了幾道光。他心想拿開相機用肉

眼直接看，但就看不到，而透過相機就

明顯的跑出光來。所以我才說「臨終佛

光照滿室」。

接著大家隨宗師念佛一直到了下午三

點到五點，林居士再請來祥林寺老和尚

及法師一行二十幾位加入引導助念。

到了晚上再請來圓通寺三位法師從八

點一直引導助念到凌晨三

點才離開！此時最接近宗

 7月7日（星期日） 7月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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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臨終四大即將分離。諸法師們不負所

託完成使命，使得宗師「隨命終善念往

生，安詳捨報笑滿腮。」走完人生最後

一段捨報往生之路！

7月8日（星期一） 凌晨二點零五分宗

得法師圓寂捨報，結束了他這一生十四

年來的僧侶修行生涯，平凡的走完這一

生。娑婆真苦，寂滅常樂，終於了脫了

這一生的生死！阿彌陀佛！宗師您要乘

願再來，我知道您曾經說過娑婆真苦！

可是成佛之道還必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

中的菩薩行，於娑婆行持必然又捷徑。

您說是嗎？從白天起來助念的法師、居

士陸陸續續，包括隔壁和鄰近法師。有

的來助念有的來幫忙後事的。非常感恩

大家！此景真好，表現出佛陀四眾弟子

的團結。

「宗師一生菩薩行，十善助人不計

數。觀經三福淨業成，自有龍天齊來

護。」記得幾年前彰化白雲寺八師父慈

源法師得重病。從發病到往生短短一個

月。在秀傳醫院住院兩星期中，我得知

前去關懷。醫師宣布無藥可救，雖開刀

可有一點點希望，慈師家屬不放棄。但

因慈師心意已決，簽下不急救不開刀的切

結書。回寺準備往生！宗師得知獨自一人

陪他念佛照顧助他往生，有一些時日住進

白雲寺與慈源師父同房住，方便照顧他。

聽宗師說慈師往生後有去找過他！

我想，宗師此生行菩薩行，因果一定

不會虧待他的，從他的臨終助念群可看

出，貴人善知識相繼出現。福報因緣不

薄。前有居士來料理隨護，後有比丘、比

丘尼來助念。也許難免有些冤親債主會來

阻礙，但也阻不過宗師的切切願力！

因此，《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

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云：「欲生彼

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

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

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

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

此三事，名為淨業。」而宗師乃是有如

《觀經》三福淨業已具足得生彼國的。

7月9日（星期二） 一早七點時，弟子

等一行六人從彰化抵達蓮花淨苑為宗師

助念。一樣陸陸續續有法師居士前來集

滿一室殊勝念佛中。

當我看到一位熟識好多年的法師在幫

忙。向前告知宗師的遺願是希望「會宗

長老能幫宗得法師做一場佛事」。不料

法師快人快語說，沒有了，因找不到長

老，現已轉到我們某某這裏了。我再問

那我們需要幫忙什麼？馬上又回答不用

了，這是我們出家人的事！又說硬體的

部分，你們派人來接收。「因宗師約三

年前已把蓮花淨苑捐給了僧醫會」。

此時的我不生氣！當下只有一個念

頭，僧伽的資源你們不用就留給更需要

的法師來用吧！

當我再進去念佛一陣子，另一位法師

要我出來談。可能是他們幾位法師在樓

上開會決定的。他說要在七月十日舉行

荼毘儀式，但需要用到僧醫會的資源。問

我能不能支援一部遊覽車和便當交通組。

當時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後來我才知

道。也許他們沒有經驗，只是每個人熱心

過度想主導一下吧！

得法師圓寂捨報 結束

7月8日（星期一） 

等 行六人從彰化抵達

7月9日（星期二） 一早七點時，弟子 一早七點時，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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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總會連絡，法雲告訴我一般

法師喪葬費部分在台北有禮儀社和我們

「簽約陸萬元」。我請法雲馬上向正在

大陸義診的會宗長老報告此事。因連絡

不到長老，改連絡現任執行長慧明法

師，他回電支持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該花則花一切由我決定。後來長老也回

電說宗得法師那麼發心護持僧伽，不要

設限花費，一切支持我放心去做。

於是就與宗師生前已交代給辦的禮儀

社交涉。這位老闆是女眾叫阿娟為人正

派。他為宗師發心一副大靈柩。宗師生

前常與他（有她就有宗師）一起出海放

生海葬的。

7月11日（星期四） 法師們要我早上

去開會，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約八點

到。開會時我除了報告一些喪葬事，也表

明僧醫會不主導只有協助。談到交通組需

作一些引導掛牌。因遵宗師遺言一切從

簡，就請會寫大字的法師自行來做。我先

拿出五千元給林居士去零用，圓滿結帳時

退回四千五，只用了五百元。

會中我有提到宗師遺願希望會宗長老

幫他主持做一場佛事，但告別式已是訂

在星期日，又不能等長老回來做！不能

滿宗師的願！可不可以看因緣請果清律

師為他開示幾句？諸法師們都答應好。

於是我回程即專程改道前往正覺精舍

一趟。到了精舍和尚正要用齋，恰好遇

到侍者報告來意，要我先在客堂坐。正

中午時向清公報告來意！清和尚早已知

宗師往生！回我明後兩天已有行程就下

午去。感恩和尚慈悲！宗師之福，清和

尚能前往，此乃是一個善緣吧。

「清公聞之誠讚歎，佛音悅耳柩中

來。」下午兩點半我依約去載清和尚。

原本一早出門前跟家人約好，還拍胸脯

說中午以前一定回來，不料還是跳票

了！下午約三點抵達宗師處，法師居士

們已在停車處等候接駕。

由於清和尚未帶侍者隨來，便由我充

當。看完宗師臨終所錄的電腦影片後，

清和尚專注看著宗師自書留下的臨終心

得。此時大眾皆聽到從棺木內傳來念佛

音聲！馬上有法師說宗得法師在念佛

了，在迎接清和尚。法師請和尚為宗師

講話。清和尚移坐到靈柩前為宗師開示

時始終合掌著！大家也都跪著聆聽這一

位大慈悲大德，不凡風範的律師長老開

示讚歎宗師生前的所為！

回程時與清和尚談到所拍到的光。

我說那幾道光都不是從窗處進入，而是

對著牆壁的。因為拍到時是早上約九點

多，太陽是在窗這邊。和尚回說是不是

從佛像發出來的，那一定是佛光。

當天晚上和林居士通電話時，得知一

位師姐拿來五萬元說是宗師生前寄放，

要交給會宗長老為他辦放生用的。我跟

林居士講既然如此，長老星期日晚上就

回臺，我們把放生海葬延後就能圓滿宗

 

去開會 我只好恭敬不

7月11日（星期四） 7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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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願！

我問林居士兩位法師知道此事嗎？趕

快向他們報告。於是林居士前往協調溝

通！起初說什麼都說不可能延後。

7月12日（星期五） 下午約四點，請

來圓通寺法師為宗師做一場三時繫念精

華篇法會。參加者將近百位，借來六、

七十張椅子還不夠！法師較多約占總人

數五分之四。

恰恰此時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了。

傍晚南林兩位法師因結夏安居外出不

可超過六天而回寺了。今天我得知宗師

生前有錄了一段話，內容「請會宗長老

撥款給南林為我辦後事」。我聽了很難

過，也為宗師抱不平！不自禁要問修行

人的慈悲在哪裏！於是寫道「毘尼不晦

有慈悲，戒高德慈真道人。」

7月13日（星期六） 全臺已籠罩在暴

風雨當中！上午我趕緊電話給林居士問

那邊颱風影響如何？他說風雨大無法出

門！我說趕緊向法師報告是否明天告別

式延後？才得知兩位法師已回寺了。到

了上午十一點我再催問林居士，中午以

前要作成決定。他說通往南林的路都中

斷了，無法前去載法師，電話也連絡不

上，聽說為了安全不讓法師外出。

看來這是因緣，是要滿宗師的願！於

是林居士和我擅作主張告別式和火化改在

七月十六日，與放生海葬同日舉行。（我

是否太雞婆心了）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7月15（星期一） 會宗長老已回臺。

傍晚帶領僧醫會一行人抵達宗師處所，

便被相關人員請去開會。此會非彼會，

在家人不能參加。

那頭已開了近兩個小時會，這頭有人

不耐煩，連躺在棺木裏的人也不耐煩！

自己一個人唱起佛號來了！這時法雲在

場聽到！哎唷⋯「毛細孔」都張開了，

會不會宗得法師又活過來了！趕緊請長

老過來開示！

7月16日（星期二） 告別式。我等七

人於六點四十分抵達和總會人員會合。七

至八點由圓通寺當家性德法師帶領佛事。

他們要會宗長老八點四十五分到。而

原先講好的八點之後請長老開示並主持

後續儀式又變去了。八點時長老抵達。

 

來圓通寺法師為宗師做

7月12日（星期五） 7月12日（星期五） 

 

風雨當中！上午我趕緊

7月13日（星期六） 全臺已籠罩在暴 全臺已籠罩在暴

 7月15（星期一） 7月15（星期一） 

 

人於六點四十分抵達和總

7月16日（星期二） 告別式。我等七 告別式。我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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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德法師見到長老到馬上喊悅眾法師頂

禮長老。（男眾法師較尊重戒律）。滿

滿的準備，說是讚頌會，有心人太會準

備！結果影片不聽話放不出來！

也許是，你不如我願，我怎如你願是

嗎？

中午到水里火化。宗師遺言將骨灰丟

入大海與海族眾生結緣。宗師生前幾天

自己已寫好的「靈牌位」也一併化去。

下午約三點左右抵達臺中港口。我和

阿娟先去魚市場買放生的物命。共買了

兩萬多元的水族物命，租一條船約五十

人浩浩蕩蕩的出海放生，在船上恭請會

宗長老帶領大眾並為物命授三皈依儀

式。也將骨灰已做成的食料分送大家餵

魚。這時有人喊快來照太陽光好亮哦。好

多人看到紅色光、紫色光，不虛此行，殊

勝圓滿，法喜充滿！如此送別了宗師！

清公曾對我說居士是佛教外護。是

的，佛教要興旺必須是要靠佛陀四眾弟

子和合才行，佛法才得以留傳千古。因

此，修行人不要老是把一句「這是我們

出家人的事」掛在嘴上。一個修行人若

沒有皮肉保護著，剩下骨架如何續佛慧

命！「正信的佛法才是佛的慧命」。修

行人莫要看輕在家人，在家人也要尊重

出家人。其實，有的在家居士雖身無出

家，可心早已出家為佛陀三寶盡命了！

我想佛是因慈愍眾生而制戒，持戒人

也要體會戒律所啟示我們的慈悲心，沒

有慈悲心哪算持戒人！在此要感恩今生

有緣認識宗得師父，讓我見識佛法無邊

無止境！也感恩在治喪期間所遇所聞皆是

我的善知識。給我學習太多！阿彌陀佛！

末後以「凡塵夢中過，誰人無生死，

空來自空去，一笑到極樂。」送給宗師

做為結尾，緬懷追思之意！宗師留給後

人榜樣。修行要向您學習。宗得[師]終

得，有修才有得；真修必真得，不修便

無德。宗師今生了得，堪作尼僧行範！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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