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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預約⼤藏經環島訪問團⽇記》

宣傳預約⼤藏經環島訪問團⽇記

中華佛教⽂化館印藏委員會，為了接受各⽅的敦促以及圓滿印
藏功德，在印完正藏以後的第⼆個⽉，經常會決定，繼續影印續
藏。為了加強實⼒及宣傳⼯作，特增聘煮雲、成⼀、星雲、廣慈等
法師為委員，並請煮雲法師等組織環島訪問團，訪問正藏各附印
⼾，附帶宣傳繼印續藏之意義，徵求附印。

訪問團是民國四⼗七年六⽉八⽇正式成⽴的，原由筆者推 舉 星
雲法師任團長，後因星師的「今⽇佛 教 」無⼈接編，同時他還準備
在宜蘭繼續講維摩經，因此他堅決辭退團長任務，乃改推煮雲法師
為 團長，並請筆者 為 領隊兼發⾔⼈，廣慈法師 為 總幹事，星雲法
師改 為 顧問，請楊秀鶴居⼠ 為 通譯，楊慈⽣、歐美⽟、楊巧雲、
謝慈⾳、潘妙玄、⽯明璧等居⼠ 為 團員，分任⽂書、宣傳、採辦、
聯絡等⼯作。⼈事決定後，即著⼿擬定⽇程表、⼈事表，撰寫告教
友書、標語，印製團旗，發通知等⼯作，並決定於六⽉⼗六⽇由臺
北出發，由西線向南轉東部⼀周。經⼀個多星期的緊急籌備，總算
如期完成各項⼿續。

⼀、六⽉

【⼗五⽇】印藏會假⽂化館設宴，為訪問團⼀⾏餞⾏。因為下
⾬，原定的攝影節⽬沒能舉⾏。菜很好，並很豐盛。席間東初⽼法
師除代表印藏會殷殷勸菜外，並指⽰各項訪問技術及⽅針，以五百
部成績相期許。⼤家因此都有了此⾏責任繁重之感！

【⼗六⽇】今天是訪問團誓師出發的⽇⼦，⼤家在九時⼗分都
到了⾞站。原定乘九時〺分⾞，後以廿五分開中壢之區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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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乃臨時改乘該⾞，提前⼗四分鐘踏上了征程。到站送⾏的有東
初⽼法師、星雲法師、張若虛、孫本義、陳明亞等居⼠。臨開⾞
時，廣慈法師突然改變初衷，聲⾔，不去了，弄得團長非常尶尬，
連買好了的⼀張⾞票也只好作廢了。

我們這次訪問的第⼀個⽬的地是桃園。⾞抵桃園站後，因較約
定的時間早了九分鐘，桃園蓮社的歡迎⾏列還沒有到齊，但因已有
⼈接，遂 即 僱⾞直達蓮社。他們準備的歡迎場⾯很壯盛，可惜天公
不作美，風⾬並作，未能⾏禮如儀，但他們那⽚虔誠的⼼已 夠 感⼈
的了！在講堂禮佛後，隨由該社社長李國、陳朝忠居⼠等陪至客廳
休息。茶後，由筆者以發⾔⼈身分向⼤家說明此⾏訪問及徵求附印
續藏之意義，當有陳朝忠居⼠⾸先登記附印，李國社長亦繼起 為 該
社附印。除此並由陳居⼠報告該社創建經過及現況。飯後我們分成
中壢及龜山兩隊，前往訪問。我和星雲法師去中壢，煮法師與楊秀
鶴居⼠去龜山。天下著疏疏的⾬，⼈帶著希望的⼼。我們到了元化
院，善超師 為 我們介紹了該院住持圓明當家。該院年來頗多改進，
現正在擴建講堂中。忙好續訂⼿續後，我們辭出，乘⾞去圓光寺。
豁溪下⾞後，冒著⼤風⼤⾬，踏著崎嶇泥濘的路，到達了我們所久
已仰慕的名剎。承妙果⽼和 尚 慈悲接待，賜予飲食點⼼開⽰。⽼⼈
和藹親切，使⼈有如歸家之感。附印⼿續辦就後，頂禮辭退，仍至
豁溪，乘五時⼆⼗分⾞回中壢。這時⾬雖更⼤了，但我們的⼼情卻
是愉快⽽溫暖的。抵中壢，改乘五時五⼗分直達⾞回桃園。星雲法
師因事乘原⾞北返了。晚間在蓮社佈教，聽眾約七、八⼗⼈。煮雲
法師與我均曾就印藏事發表演說，煮師講「影印藏經的經過及希
望」，我講：「印經與修⾏及解脫」，並提出，今⽇佛徒努⼒的⽬
標在 為 ⼈類服務。經楊秀鶴居⼠詳細⽣動的翻譯，結果，爭取了五
部未訂正藏的新訂⼾。這不能不說是宣傳的效果。

【⼗七⽇】我們第⼆個訪問的⽬標是新⽵。今天早食後，在斜
風細⾬中離開了桃園蓮社，乘九時⼆⼗分鐘⾞南下，⼗時四⼗分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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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因 為 聯絡得不 夠 ，佛教⽀會竟不曾有⼈來接我們，我們
祗好⾃⼰僱⾞到靈隱寺再說。到那 裡 才知道，原來無上法師病了，
藏經會發的公函不曾有⼈看，我們寄印海法師的限時信，又因福嚴
儒舍屬郊區，比我們還遲到了⼀步。所幸續明、印海、修嚴三法師
都在靈隱寺，他們給了我們很多的幫助。午飯後，我們全體到靈隱
⽅丈室去，看了無上法師的病。把該寺的幾部經訂好後，就分班出
發訪問。修嚴法師領煮師訪問青草湖畔諸山家。在剛出⾨過渡時，
煮師就在破船上濕了腳。他拖著灌滿泥⽔的膠鞋，今天⾛訪過山區
的九家訂⼾約三⼗餘⾥路，直至晚上九時才回精舍。七⼩時的山路
把他們拖累了，幸有七部藏經的成績，⿎舞了他們勞頓的⼼。我是
由印海法師帶領訪問市區的。因連⽇⼤⾬沖壞了⾺路，班⾞停駛
了，我們祇好向兩條腿商量，先把東西揹送到⼀同寺，並承印海法
師 為 我們分別安單，男眾住福嚴精舍，女眾住⼀同寺。安妥後，我
隨印師下山訪問，但因多耽擱了⼀會兒，僅有的⼀班⾞也沒趕上，
遂再⾛路去新⽵。先到佛教會。周端棠居⼠剛去縣政府， 為 了要會
⿈魏章居⼠。我們也就趕到縣政府去，在那兒兩位都遇上了。周居
⼠除表⽰未曾接到公函，沒能歡迎之歉意外，並慨允次⽇陪我們去
訪問各處。他們所合訂的⼀部經，當然是會繼續訂約的。我們第⼆
家所要訪問的是董正之居⼠。因 為 他和崔學禮居⼠以及他所經⼿的
經共有七部之多，算是⼀個⼤⼾頭了。誰知，事有不巧。他這幾天
又在發氣喘病了。我們除了問病之外，未便多所打擾。不過承他表
⽰，待病好了，當 為 努⼒，續訂⼤概不成問題。崔居⼠開會去了，
我們把宣傳品和訂單請他對⾨的施居⼠轉交了。 為 了要訪問何紹顒
等幾⼾，我們拜訪了翁同倫居⼠，承他慨然允 為 協助，並 為 介紹
參觀了勝光尼師新買的道場，共有古中國式⼤廳⼀棟，側房三數
間，但前⾯空地很⼤，極適合私法佈教之⽤。勝光師 為 ⽇本留學
⽣，佛學造詣頗深，國語講的很標準，修持尤其好，實⼀有為之尼
青年也。最後在市場中拜訪兩位經商的⼤居⼠。曹鐵善居⼠因苦無
處收藏，正考慮中︔⾼⾦澄居⼠則早已將附印⼿續直接向會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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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過他提出了⼀個建議，希望今後寄經能注意包裝，因 為 他以
前所收到的經⼤多都 污 損了，很可惜！我們當 即 答應，把他的建
議向會上反映，以資改進。回到精舍，已經七點半了。正準備吃
飯、休息，忽然常覺法師等告訴我們說，因 為 ⼀同寺請吃飯，精舍
沒有準備。⼈家的盛意不能拒絕，我們拖著兩條發痛的腿，再往下
跑。晩餐的菜 既 可⼜，又豐盛，玄深法師太破費了。同席的有隆
根、幻⽣、妙峰、 真 華諸法師，可惜煮師沒能趕回來。我們總以 為
，他有⼈家請，所以先吃了。誰知，他竟發奮忘食，九點鐘才回到
精舍。印海法師特地煮了⼀⼤碗麵，慰勞他。他們吃鉋後，洗澡、
睡覺。

【⼗八⽇】⼀天的奔⾛，非常地疲倦！今晨要不是隆根法師叫
我們，真不知，要睡到幾點鐘，才會醒覺！

今天的訪問⽬標是⽵東和關西。八時下山。因 為 楊秀鶴居⼠要
回臺北開會，我們把他送⾛，隨後去證善堂，請周瑞棠居⼠陪同下
鄉 。⼗時四⼗分抵達⽵東，拜訪邱來送居⼠，在邱居⼠家又遇到了
五指山的⽣定師，於是⼀同去佛教講堂參觀。該堂破⼟興⼯後，墻
基均已做好，並已建好陪屋數間，供有佛像，現住五⼈，儼然⼀⼩
廟矣。原擬去北埔淨蓮寺看守成法師，柰因時間不敷，未果所願，
乃改托⽣定師，持函問候⽽已。午飯後，去師善堂。恰巧⽟燕當家
師剛出，未遇，祇好留⾔⽽返。班⾞又未趕得及，步⾏⼆⼗分鐘，
至下公館，乘⾞去關西。潮⾳寺殿宇很莊嚴。陳阿鳳居⼠不在，訂
經事託振先師轉語陳居⼠辦理。辭出，乘三時三⼗分直達⾞返新
⽵，至則四時又⼗分矣。乃急赴⼟地銀⾏訪何紹顒居⼠。何居⼠年
輕⽼成，熱⼼佛法，惜 為 病魔侵擾，致無⼒負擔經款，未能附印。
最後訪問淨業院及鄭焜仁、欽仁兩⼾。淨業院 為 ⼀古道場，佛像殿
宇均是⼤陸式，令⼈興起無限的 鄉 思。鄭焜仁、欽仁兩居⼠原擬不
再附印，後經我們詳加說明續藏的重要性，也參加了附印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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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精舍，又已八點多了。曉食後，煮師寫信，我寫⽇記，⼗⼆時
就寢。

【⼗九⽇】新⽵區的訪問告結束後，我們又在今天上午九時乘
⾞南下豐原，進⾏第三⽬的地的訪問。臨⾛前，與⼀同寺佛學院師
⽣合影留念。玄深當家、妙峰教務主任及印海、常覺諸法師均參
加，照了相。玄當家並率領全體師⽣列隊歡送，禮節殷隆，熱情可
感！

⾞抵豐原，受到了中縣佛教⽀會林春福理事長、⾦山寺張清河
居⼠及溫庚和居⼠等的熱烈歡迎，承蒙龍意堂、⾦山寺分別招待豐
盛的齋筵。下午訪問慈雲寺，晚間在中⼼區⾺祖宮佈教，聽眾近千
⼈。⾸由林理事長致開會詞，介紹煮師與我和⼤家⾒⾯。煮師宣講
「影印⼤藏的意義」，楊巧雲居⼠翻譯︔我講「印藏功德及附印辦
法」，最後由歐美⽟居⼠放映幻燈，⼤會至⼗⼀時四⼗分結束。今
天參加附印的，計有三⼾。

【⼆⼗⽇】臺中縣的附印⼾不多，住址又分散在各鄉鎭。后⾥
的毘盧寺及懷德堂等有三部經，所以今天⼀早就去了后⾥。⾸先訪
問毘盧寺，往返均步⾏，歷時兩點鐘，每個⼈的腳都很疼痛。呂妙
本住持對印藏會有所建議，認為印經紙太差，裝訂亦太⾺虎，希望
能夠改進。毘盧寺佛殿莊嚴整潔，新建印度式多寶塔已經竣⼯，正
興建講堂中。⾦華堂住持正定師也在那裡，我們對他順便完成了訪
問⼿續。我們⼀⾏在塔前留影後，辭別下山。到懷德堂，吃到張順
永居⼠所預備的豐盛⽽別致的午齋。他們的⼀⽚誠⼼令⼈感佩！

午後三點四⼗分，我們抵達了藏經附印⼾次多的臺中市。市佛
教⽀會江清華祕書及佛教青年楊覺仁等代表至⾞站歡迎因為翁茄冬理事
長率團北部弘法未歸，並承佛教會安排，我們住寶覺寺。時間還早，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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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後，即與煮師包⾞往訪蔡念⽣、李炳南、朱斐諸居⼠，均蒙慨
然贊助附印。

六時⼗分辭出，接著往訪靈山寺。在那裡遇到了許寬柱居⼠，
參觀了該寺新建的莊嚴寬⼤的講堂。住持德欽師病了，住眾們正在
晚課。我們由許居⼠接待，並陪同參禮佛殿後回寶覺寺。晩飯後洗
澡，整理訂單，記零⽤賬，寫⽇記。⼗時三⼗分佛學書院巡禮佈教
團歸來，我們反客為主，舉⾏了簡單的歡迎和慰勞儀式。當即約好
了翁茄冬理事長明天借⾞訪問事，聖印法師告訴我以這次佈教的豐
碩成就。⼗⼆時許入睡。

【⼆⼗⼀⽇】今天端午節，街頭巷尾充滿了⼀⽚節景。早食
時，聖印法師亦啖我們以粽⼦，佳節總算沒有虛度。九時五⼗分我
們乘著翁理事長的吉甫往市區訪問。⾸訪澄 清 醫院的張寬⼼居⼠。
張居⼠六⼗餘歲，精神得好，熱⼼佛教。這次她曾以副團長身分參
加書院的巡禮佈教團，據說，爬山、⾛路，不讓少年。她說，這是
佛、菩薩給她的庇佑。次訪陳上居⼠。他是⼀位⼆⼗歲的學徒，⾃
幼學佛，⾏解均佳，節省微薄薪⾦，個⼈訂了⼀部藏經。他的 為 法
精神，要算是全部附印⼾中的第⼀⼈。那些住⾼樓、擁多⾦、他處
⼀化巨萬、獨吝請藏⼀部的「修⾏者」，望之 真 要愧煞！中午到⼤
雅龍善寺訪問，並蒙該寺招待午餐。該寺新建講堂⼀所，兩層樓，
三⼗萬以上之⼯程，居然能在 鄉 村實現，亦盛事也。午後再回市區
訪問。五時三⼗分赴霧峰，訪慈覺院及李杰超居⼠。慈覺院 為 ⼀純
粹農村尼庵，住眾⼗數⼈，實⾏農禪⽣活，佛法要義不甚了了，勤
奮苦修的精神令⼈起敬。李居⼠是國⼤代表，居在霧峰林家花園
內。這兩⼾的住址，實在偏僻難找，好者翁理事長在霧峰有⼀位朋
友江勝居⼠，請了他來領路，才順利地完成了訪問⼯作。回程時，
江居⼠特建議我們，⼀遊林家花園及省議會⼤厦。林家花園內除了
⾃然的山⽔林⽊及幾座林家祖墓外，別無特點。⽽省議會⼤厦就不
同了。它是⼀所現代化⽽且非常豪華的建築，會議廳 為 圓型三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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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式，配房則 為 ⼆層樓，均有迴廊陽臺。室內有冷氣設備，正⾨前
列有安插⼆⼗⼀縣市旗、省旗和國旗的旗杆。室外花園、⿂池，設
計新穎。甬道兩旁，均以雙盞短管⽇光燈 為 路燈，⿂池假島⽯間亦
裝有電燈。入晚電炬齊開，如同⽩晝，遠處觀之，則如燈海，⼈遊
其間，不勝艶羡省議員先⽣們的福氣！

【⼆⼗⼆⽇】今天下午我們把中市未完的正藏⼾訪問之後，下
午仍借翁茄冬理事長的吉甫⾞往彰化。途中翁居⼠提議，請我們參
觀故宮博物館。經⼤家同意後，乃趨⾞前往。經⼀⼩時的參觀，各
⼈都得到了不同的印象和知識，但共同感到我國的⽂化、⽂物的價
值 。翁理事長要去南投碧山岩有事，⾞須從草屯經過。中興新村就
在這條路上，我們又順便觀光了⼀下新建的省府⼤厦及職員宿舍。
在未去以前，我們總以 為 ，那 裡 的房屋⼀定很少，那知道，所謂
中興新村實已成 為 ⼀座現代化的市鎭了。那 裡 環境優美，建築整
齊有序，充滿了中興氣象。我們特在⼤厦前攝影數幀留念，因 為 途
中的躭擱，抵達彰化已經快六點鐘了，害得彰市名剎曇花佛堂住持
兼彰化佛教⽀會理事長林⼤賡及該堂信徒、⽀會理監事⼤德們多等
了兩個鐘頭， 真 對不住⼈家！他們除了熱烈歡迎外，並備了三席豐
盛的素齋， 為 我們洗塵，充滿了佛教⼈情味！林理事長對印藏事甚
為 重視，並特 為 我們準備了訪問和佈教的⽇程：⼆⼗⼆、三兩晚在
該堂佈教，⼆⼗三⽇參加他們的會員代表⼤會，⼆⼗四⽇下午下鄉
訪問。因此，晚飯後 即 開始佈教。九時整，林理事長⾸先致介紹
詞，隨由煮師以「從修福修慧說到供養法寶」 為 題，向⼤眾講演，
由楊巧雲居⼠翻譯臺語，聽眾頗 為 入神。因開始時間太遲，煮師講
完時已⼗⼀點了，當 即 宣布明晚請我專講，楊慈⽣居⼠放映幻燈後
結束。凌晨⼀時〺分入睡。

【⼆⼗三⽇】今天彰化縣佛教⽀會在員林寺召開四屆⼀次會員
代表⼤會，林理事長要我們參加⼤會，打算在會場為我們介紹各鄉
鎭的諸正藏訂⼾。結果，正藏訂⼾出席⼤會的祗有五家。我們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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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介紹、茅梓坤祕書的協助，辦妥了四家，林粉居⼠的⼀部
未決定。下午冒著⼤⾬到溪州糖業公司訪問，由丁漱亞居⼠陪同。
途中順便參觀了亟待開展的北⽃念佛會。那裡的信徒都很熱⼼，很
希望請⼀位法師常住領導。到了公司，周⼦慎、朱耀、鄭寶琛諸位
居⼠熱忱地招待我們。久別重逢，倍感親切！那裡請藏經的有七
⼾，共八部經。因陳顯國居⼠在中壢圓光寺拜法華懺未歸，乃託由
周居⼠辦妥匯寄。回到彰化，已是六點。於是決定，晚飯後訪問市
區各⼾，由茅祕書陪同。因訂⼾太散漫，兩⼩時只訪完四家，晚上
還要佈教，同時翁理長今天也太⾟苦了，祇好將未訪完的留待明天
了。今晚的佈教節⽬有翁理事長放映的般若⼼經和我的「長壽的故
事」專題講演，直至⼗⼀時半始告結束。

【⼆⼗四⽇】今天我們分兩隊下 鄉 訪問：煮師和楊居⼠訪南投
⽵山岩等三、四家，我同王居⼠訪永靖、溪湖及柑⼦井諸鄉⾥。九
時半分別出發。兩隊的經雖祗有三、四部，⽽路程都同樣的⽀蔓⽽
遙遠。煮師訪問南投龍泉寺，就在那 裡 過午，飯後參觀南投佛教蓮
社， 即 乘⾞去⽵山。因⾬後路壞橋斷，轉了四次⾞，才到達⽵山鎭
德山岩，已是下午四時多了。回程中訪問名間 鄉 的靈山寺，迄晚九
時始返，訂部三部。我則先至永靖訪德意堂，結果，此堂猶不在永
靖，祇好⾒其管理⼈林⽂達居⼠，辦⼿續後，折返員林，往溪湖，
在鳳山寺午飯。飯後該寺住持達成師要我對寺眾開⽰，乃以「學佛
與做⼈」 為 題，⽤臺語講⼀⼩時。後乘臺糖⽕⾞由鹿港回彰化，換
⾞去柑⼦井。善德堂住持不在，未得要領。再往臺糖彰化副產加⼯
廠，訪崔⽟衡居⼠。 填 好附印單後， 即 匆匆辭別，踏上臺糖最後
的班⾞回到彰市，結束⼀天的 鄉 村訪問。晚上林⼤賡理事長放映其
⾃⼰設計、虹影印製的唐玄奘 真 實故事、及祖國⽂化介紹兩卷幻燈
⽚慰勞我們，並說明他這兩年致⼒電化傳教的收穫及將來的希望。
他的電化傳教團曾去澎湖、⾼雄等地弘法，備受各地⼈⼠歡迎。他
備有最新式的錄⾳機、幻燈機和擴⾳機，並把幻燈說明全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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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時，配上⾳樂，使放映時不須⽤⼈作說明，且因⾳樂⽽襯托出幻
燈⽚的情調。林理事長的佈教⽅式， 真 是別開⽣⾯，將來成就 真
未可限量！

【⼆⼗五⽇】今天我們又要轉移陣地了。我們今天的⽬的地是
雲林縣北港鎭。因 為 那 裡 距朴⼦鎭鄰近，兩鎭共有六部藏經，所
以也派了⼀天的訪問⽇程。我們早食後，辭別林⼤賡居⼠及曇花堂
的教友們，乘⼗⼀時⼗三分的⾶快⾞南下嘉義，再換乘臺糖五分⽕
⾞赴北港。那 裡 的教友非常熱誠。他們中間推王平 郎 、郭慈戒等
⼗餘⼈ 為 代表，到⾞站歡迎我們，請我們住在彌陀寺，並 為 我們
預備了很別致的西餐式午飯。飯後，先訪北港本鎭，之後再去朴⼦
訪問。這兩鎭，除了⼀、⼆⼾因經濟關係不能續訂外，⼤多數都附
印了。晩飯後，他們請我們在朝天宮前宗聖臺佈教。這宗聖臺是⽤
⼀百七⼗餘萬元建築成功的⼀所現代化的會所。他們原是 為 了弘法
⽽興建的，可是落成以後正式在上⾯佈教的，我們還是第⼀次。這
是 值 得紀念的⼀個佈教⼤會。北港本來是⼀個佛教勝地，家家⼾⼾
都信奉正教。這天晚上的聽眾很多，⼤家都站著聽講。煮師乃講
「印藏之經過及希望」，我則講「佛教的宗旨與學佛的⽬的」，最
後放映唐玄奘幻燈。今天的翻譯和幻燈說明都是歐美⽟居⼠擔任
的，她實在太⾟苦了！

【⼆⼗六⽇】按照預定的⽇程，今天該訪問嘉義區了。⾬後的
清 晨，北港的空氣顯得特別新鮮。我們與送⾏者在彌陀寺合影後，
跨上臺糖五分⾞向嘉義進發，⼗⼀時⼆⼗分抵達嘉義市。嘉義佛教
會理事長⿈芳來居⼠早在等著迎接我們了。⿈理事長是嘉義市有名
的牙科⼤夫，五⼗九歲了，看上去還不過四⼗左右。他 為 ⼈⽼誠⽽
熱情。我們⼀下⾞，他就僱三輪⾞歡迎我們到佛教會太元堂休息。因
為 時間還早，我們決定先去天龍寺訪問，那 裡 除能元法師本⼈的經
外，還有開參等四部經，都是由該寺轉寄的。歐美⽟居⼠因離家⽇
久，告假回家探視雙親，於是我們就三⼈同往。時正炎⽇當空，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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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非常，抵達後，莫不汗流浹背，氣喘如⽜。據寺⼈告知，能元法
師近因⾎壓⾼，到⼤仙寺養病去了。預約藏經事因⽽不得要領，令
⼈煩悶。乃於該寺過午後，再下山往普德堂等處訪問。洪要好居⼠
⾒我們去了，堅要我們搬去該堂住，並請佈教。我們⾒其⼀⽚誠
⼼，遂答允明晚搬來佈教。因 為 佛 教 會給我們通知，藏經⼾下午
三時在太元堂開座談會，所以訪問李正平居⼠後，就回到了太元
堂。座談會出席的不多，乃分頭⼯作，煮師和李居⼠外出訪問，我
則坐會等候。是晚由佛教會設齋公宴，並有該會理監事及地⽅名流
多⼈作陪。席間暢 敘 今⽇佛教諸問題，八時許席散，開始佈教，聽
眾頗多。煮師因欲安排明天的訪問⾥程及處理連⽇來的積務，乃由
我向⼤眾講述「⼤藏經的故事」，楊慈⽣居⼠翻譯臺語，並放映唐
玄奘幻燈。⼗⼀時半結束，聽眾皆⼤歡喜⽽去。

【⼆⼗七⽇】因 為 昨天沒有遇到能元師，他經⼿的經都是關仔
嶺⼤仙寺的，同時能師又在⼤仙寺休養，所以煮師教我去關仔嶺，
他在嘉義市訪問。我接受了這任務，決定乘七點四⼗分的公路⾞前
往，路⾏⼀時又⼆⼗分鐘抵達。由該寺女眾⾸領⼼化尼師接待，並
請能元師出⾒。該寺⼤權仍操在不甚信佛的□□□管理⼈⼿ 裡 ，對附
印藏經當然不太感到興趣，幸虧能元師的勸告、⼼化師的發⼼，該
寺的三部藏經總算繼續附印了。我在⼤仙寺提早吃飯後，乘⼗⼀時
半的客運汽⾞回到了嘉義。中午正是酷熱的時候，回到太元堂，實
在不能動了！下午我留在太元堂處理積務，煮師去 清 華山及市郊繼
續訪問訂⼾。他回來告訴我： 清 華山離嘉市很遠，又適炎⽇當空，
他和請去翻譯的李⽟治居⼠都感到有些吃不消。歐美⽟居⼠因 為 太
苦以及家庭關係，不能繼續跟我們跑了，使我不得不另外找⼈。昨
天下午接到⽯明璧居⼠的信，她決定來參加環島，並說今天乘⾞南
來。但她沒有說明乘那班⾞，⼤家都以 為 ，她⼀定乘⼗⼀時四⼗分
的慢⾞，到嘉義六時零六分，因此在五時許我就和楊居⼠去接她
了。誰知，她是乘的七時⼆⼗分到達嘉義市的那班⾶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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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俗名也叫美⽟。她⼀來，團長就說：「本團總是少不了⼀塊
美⽟，⾛了⼀位歐美⽟，又來了⼀位⽯美⽟啦！」引得⼤家哄堂⼤
笑。今晚的佈教⼈更多了，把偌⼤的⼀個院⼦擠得滿滿地。佈教節
⽬分做三項，⼀、是⽯美⽟居⼠教唱佛歌，⼆、是煮雲法師開⽰，
三、是楊慈⽣居⼠放幻燈。⼤會至⼗⼀時半結束。

【⼆⼗八⽇】嘉義的訪問與佈教，到昨晚告⼀段落。今天上午
八時四⼗五分我們又跨上南下的⽕⾞，向臺南古都進發。⾞⼦快開
的時候，李達居⼠提著⼀籃荔枝、跑得滿頭⼤汗，趕來送⾏。李居
⼠是我介紹歸依⼤醒法師的。他學佛與做⼈都很誠篤，現執教鞭於
嘉市女中。三年多沒有⾒⾯。這次他從覺世看到了我們環島的消息
和⽇程，特於⼆⼗六⽇去⾞站迎接，因⾞慢分，沒有遇到，又到太
元堂看我，並邀我到他家吃飯，我因時間和⼯作的限制，沒有能 夠
滿他的願，不過他那⼀⽚熱誠，我是永遠難忘的。臨⾛，他又奔來
送⾏，更使我感到知友的溫情可貴！這次在嘉義，佛教 青 年李⽟
治、潘覺娜、覺靜、⿈覺然、江覺偉、魏覺宗等除協助佈教外，對
訪問⼯作，出⼒也很多，覺法、覺娜、覺偉三 青 年並隨團南下助理
⼀切。在⽜步的慢⾞中，洋溢著佛教的歌聲，解除了慢和熱的煩
悶。⼗時半⾞抵臺南，南市⽀會理事長顔興及湛然精舍⿈天爵等諸
位居⼠在⾞站歡迎。⼤熱天，勞動⼈家，我們感到非常地不安！我
們的住宿處是南市佛教活動的中⼼——湛然精舍。該舍的導師是慧
峯法師。慧師德學均優，為⼈景仰，現在他正在岡山結夏，所以招
待我們的是該舍護法會主席⿈天爵居⼠。⿈居⼠ 為 ⼈頗富熱情，佛
學修養亦深。他很忙，但是他對我們的招待還是無微不至。另外侯
陳好、歐陽居⼠等亦 為 我們分煩不少。承蒙顔興理事長 為 我們事
前通知，各正藏附印⼾於下午三時在⽀會禮堂開座談會。我們午餐
後，略事休息，就去⽀會。出席者有市⽴圖書館長韓⽯爐、訂⼾蘇
⽊楷、林利基等六、七⼈。由顔理事長分別 為 我們介紹後， 即 由
我向⼤家說明繼印續藏之意義及辦法，當蒙韓館長⾸先響應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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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家都簽辦了附印⼿續。五時許，煮師邀顔理事長陪同訪問未
及出席諸⼾，並設法借⾞⼀輛，以便明⽇之訪問。我則仍在會等候
遲到者，並利⽤時間整理訂單和賬⽬。七時半⼤家回到精舍。本來
⿈居⼠想請我們到康樂臺佈教，後因當天是星期六，參加精舍念
佛，順便爭取附印。晚上我會⾒了莫正熹⽼居⼠和他的第⼆令媛麗
嫻⼩姐。莫⽼全家信佛，並且都是深解經義、熱忱護法的正信居
⼠。莫⽼和我談了許多當前的佛教問題，他希望，覺世早⽇改 為 ⽇
報：俾便廣弘如來聖教，對治魔外邪說，其護法 衛 教精神可⾒⼀
斑！念佛會後，煮師向⼤家講述繼印續藏之意義及附印辦法，結
果，除附印正藏⼾辦妥五、六⼾外，鄭⽯埤居⼠⼀⼈單獨訂續藏四
部、並有約定明晚再來辦⼿續的。南市佛教道友的熱⼼正法，令⼈
欽佩！這時煮師 為 我介紹認識了陳樹根居⼠的⼤公⼦林曛居⼠，談
起他⽗親對佛教的貢獻以及他們弟兄對佛教的認識，深喜他們都能
繼承⽗志。煮師請他幫助明天的訪問事宜，他很慷慨地答應了。

【⼆⼗九⽇】經過昨天的座談及念佛⼆會，辦妥附印⼿續的僅
南市諸訂⼾的四分之⼀，今天的訪問⼯作因此顯得更 為 繁重。除市
區的訂⼾外，還有許多是在南縣各 鄉 鎭的。幸好，煮師昨天向糧食
事務所陳新安所長借好了⼀輔吉甫⾞，我們九時正 即 登⾞出發。⾸
先訪問⽵溪寺眼淨⽼和 尚 。眼⽼是有名的好客之⼠，我們雖⼀再說
明時間寶貴，他還是茶⽔、點⼼，殷殷招待。我們把附印⼿續辦妥
後，特在他住的精舍前和他合影⽽後辭出。次訪法華寺。善昌⽼和
尚 正在準備上供。⼀⾒到我們到了，非常歡喜，除殷問沿途⾟苦
外，並堅留午飯。經我們說明時間不許後，乃囑陳林曛居⼠代其辦
理附印⼿續，辭出。隨 即 往訪鹽務局長朱玖瑩居⼠，他說，他附印
的那部經是總局圖書館的，現在他雖離開總局，但他認 為 ，可以申
請總局繼續附印續編，以使法寶完整。 為 了訪問⾦江⽔⼀⼾，兜了
幾個圈⼦，結果還是不得要領。原因是，他搬家了，地址不明。我
們祗好拜託其舊鄰⼈代 為 轉語。訪問觀⾳講寺後，回精舍過午。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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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理居⼠是總爺糖廠的⼀位⾼級職員，平素修學都很認 真 。聽說我
們來了，特地趕來精舍，辦理附印⼿續，並另附印⼀部續藏。我們
留他同進午飯後，辭去。 為 了遷就⾞⼦的便利，我們下午決定下鄉
訪問。⾸先往訪住在忠洲的陳吉祥居⼠。忠洲距離南市約⼗餘公
⾥，路很壞，是個⼗⾜的 鄉 村。陳居⼠則是⼀位標準的農夫。他能
附印⼀部藏經，令⼈感到難能⽽可貴！不過，他的太太似乎不甚瞭
解丈夫的志願，很⽋禮貌地在拒絕附印續藏，陳居⼠對她亦莫可如
何！我們因⾒其夫婦意⾒分歧，祗好興辭⽽去。途中有⼈懊悔，不
該因⼀⼾⽽遠道專訪。我認 為 ，我們此⾏⽬的 既 在訪問，路不問
遠近，經不分多少，乃至不管他續訂與否，總以訪問到 為 原則，這
樣才算盡到了我們的責任。今天最吃虧的是煮師，在⾞上他被⾬打
濕了半身衣服， 為 了訪問⼯作就是這樣的奔波。第⼆家是歸仁 鄉
的善化堂。由忠洲到該堂亦⼗餘公⾥路，同樣也是崎嶇不平的路
⾯，加之天又下著不⼤不⼩的⾬，炎熱是袪除了，但衣服也被打濕
了。該堂的正藏是在預約期過後以五千元請的。這次⾒我們去訪
問，很⾼輿地簽辦了附印⼿續。這時⾬下得更⼤了，謝司機也將⾞
蓬及窗布都掛上了。我們又冒著⾬，再向永康進發。永康 鄉 的交通
部電信機務站的林齊炎居⼠去臺北開會不在，他的⼀部經，祗好⽤
通信⽅式聯絡了。在歸途中我們順便訪問了南市名剎開元寺和名⼠
林耕宇居⼠。開元寺因住持昊淨和 尚 外出，乃託寺中職事者轉告，
請他去精舍辦理︔林耕宇居⼠患偏枯症， 尚 未痊癒，但他表⽰，待
病癒後，當去臺北，做⼀次請回。這位南市名⼠對佛教的信仰是非
常誠篤的。晚間承陳林曛居⼠邀宴。陳居⼠佛化家庭，每個⼈都很
虔誠恭敬，彬彬有禮。宴後，瞻禮樹根⽼居⼠的舍利，豌⾖⼤⼩⼀
顆，澤圓有光。這是虔誠修⾏者的功果。九時正回到精舍。講堂內
坐滿了男女教友。因 為 煮師昨晩曾介紹要我演講，我遂以「現代佛
教徒應該做些什 麼 」 為 題，向⼤眾提出在民主和科學時代我們佛
教徒的努⼒⽅向，聽眾 尚 覺新穎有味。至⼗⼀時許，結束了第⼆晚
的南市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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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的訪問和弘法⼯作至昨晚圓滿。今天我們又要
繼續南⾏，⽬的地是岡山鎭的警悟寺。經過約⼀⼩時的公路⾏程，
在⼼⼀⼤和尚的熱烈歡迎下抵達了。⼼⼤和尚是⼀位虔誠的居⼠出
家的，所以對弘揚佛法的事業特別賣⼒。警悟寺本來荒蕪得很，經
他⼀、兩年的慘淡經營，已經變成莊嚴淨潔的⽟宇璇宮了。⼼師也
曾為我們發出通知，邀岡山區訂⼾午後三時來該寺開會。也許因為
天太炎熱了吧，僅燕巢糖廠的總經理郭來成居⼠及燕巢鄉的晉道⼤
德來參加了我們的座談會。不過今天最值得⼀記的是，住在臺南縣
歸仁鄉忠洲村的那位陳吉祥居⼠來，簽辦了附印⼿續。他說：「昨
天你們去我家訪問時，我因拗不過太太的固執，未能簽辦附印⼿
績。但當你們⾛後，我⼼裡很難過，很對不住你們。供養⼤藏經，
使法寶完整，這是我的顧望，請給參加附印的機會，原諒家⼈的不
禮貌吧！」他的真誠、他的決⼼使在場的⼈們都感動了。晚間⼼和
尚為我們預備了佈教⼤會。八時三⼗分，會場上的佛歌已經響徹雲
霄，接著⼼和尚為我們三⼈做了介紹的講話。因為當晚的⽉⾊甚
佳，我提議定這次的佈教⼤會為明⽉佈教⼤會。⼤家通過了，煮師
遂以「佛教以法寶為中⼼」向⼤家開⽰，隨後由我向聽眾講述「附
印續藏的意義和辦法」，廣師則充當了臨時攝影記者，爭取了很多
有意義的鏡頭。今晚擔任翻譯的是張⽟花居⼠，放映幻燈的是⽯明
璧居⼠。

⼆、七⽉

【七⽉⼀⽇】今天我們又要回臺南了，因為澎湖區的訪問⼯作
將⾃今天下午開始，為了爭取時間，祗好後臺南乘⾶機前往。早食
後，⼼⼀和尚陪我們把昨天未訪問到幾⼾訪問完畢，他並且為我們
預備了早中飯。我們⼗⼀時進食後，即乘公路⾞北返。廣慈法師負
責購⾶機票，我和煮師等回湛然精舍整理⾏裝。精舍的蓮友們知道
我們要⾛，⿈天爵居⼠等都在那裡等著送⾏。天氣熱，他們的⼼更
加熱。我們與⼤家合影後，興辭⽽去。⼀時五⼗分我們到達民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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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乘公司專⾞至機場。辦妥應有的⼿續後，⼆時⼆⼗五分起⾶。
天氣晴和，機身平穩逾恒。經廿五分鐘的航⾏，三時⼗分就在澎湖
機場著陸了。因為是軍⽤機場，歡迎的⼈無法進入，所以澎湖佛教
⽀會及念佛會的歡迎⼈員都在民航公司⾨前等候。公司的專⾞抵達
公司後，⾸先上前來和我們⾒⾯及拿東西的是省⽴澎湖救濟院院長
郭⾃得居⼠，接著藍鋠西、林有義、⿈寶宗、陳祈明、陳國龍、洪
⽣駕、⿈頂⽣、邵太郎、郭寶琴、寶秀居⼠等都上前來問訊寒暄。
我們被招待到「西瀛勝境」觀⾳亭休息。觀⾳亭是⾺公鎭的佛教道
場，佛教⽀會設在那裡，念佛會也設在那裡。那裡的佛教⾸長就是
本團的總幹事廣慈法師。澎湖列島的居民能夠聽聞如來正法，歸依
在正覺佛陀的⾦蓮座下，廣師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據郭⾃得居⼠
等告訴我，廣師未去以前，澎湖居民多是信仰媽祖、關公之類的神
祇，根本知什麼是佛法。「⼈能弘道，非道弘⼈」，於此又獲得⼀
個明證。當⽇是⾺公信徒定期的消災會期，廣師為了要介紹我們和
地⽅⼈⼠以及他的弟⼦們⾒⾯，特在消災會後安排了⼀個盛⼤的歡
迎茶會。煮師和我除參加了消災會外，並在茶會上受到了熱烈的歡
迎。廣師為我們介紹之後，煮師被邀向⼤眾講述「印藏會的成就與
希望」，我則介紹⼤家以「印藏的功德和辦法」。茶會至⼗⼀時
半，始賓主盡歡⽽散。

【七⽉⼆⽇】早食後，廣慈法師陪同我展開訪問⼯作。訂⼾們
表⽰，繼續附印沒有問題，祗是要經會替他們把第⼗八册經補起
來。原來當年⾼⾺線第⼆光盛輪失事的時候，澎湖地區的第⼗八册
⼤藏經全數隨光盛輪沈沒，致使該地訂⼾蒙受到藏經殘缺的損失。
過去曾向經會提出過補救的要求，但經會又為了經版已毀⽽無法彌
補，遂成懸案，直至於今。我和煮師等對此問題亦感到難以致答。
廣師提出由每⼾另付臺幣五百元，請經會補經的辦法，我們祗好將
此意⾒向會建議，儘⼒促其成就，以使⼤家法寶完整。訂⼾聞說有
此希望，乃又參加了附印⾏列。上午把訪問⼯作加緊結束後，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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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師陪我們，參觀了通樑的⼤榕樹名勝。該樹有根⼆⼗八柱，蔭蔽
地⾯⼤可半畝，枝葉繁茂，望之儼然⼀⼤華蓋，⽣長在保安宮前的
廣場上。據說，為三百年前物，乃澎縣勝景之冠。凡來澎觀光者，
莫不驅⾞前往，⼀觀其丰彩。晚間承蒙澎湖縣⽀會及念佛會諸位蓮
友假座有義照相館，設齋兩席，為我們洗麈。菜品豐盛，⽽且可
⼜。兩會代表如廣慈法師、郭⾃得、林有義、藍鋠西、⿈寶宗、陳
祈明、陳國龍、洪⽣駕、⿈頂⽣、邵太郎等諸⼤居⼠，均以主⼈身
分出席參加，並請有⾺公鎭鎭長洪順孝先⽣等地⽅名流作陪。今天
又巧值廣師華誕，蓮友們除向我們殷殷勸菜外，並紛紛舉汽⽔杯，
為廣師祝壽。煮師和我當然也是來個借花獻佛，席間充滿歡愉氣
氛，有⼈說是雙喜臨⾨。廣師因感我們到澎之機會難得，今晩還要
我們在觀⾳亭佈教⼀次。九時許，佈教⼤會開始。煮師說，他是常
去澎湖的，今晚他要我⼀⼈專講，以結法緣。我遂遵命，以「現代
佛教徒應該做些什麼」為題，作了⼀⼩時的講演，勸請⼤家配合時
潮，從事復興佛教⼯作。隨後由⽯明璧居⼠放映幻燈，至⼗⼀時始
告散會。

【七⽉三⽇】我們原訂的計畫是，回程時由⾺公乘船到⾼雄，
因為船期的關係，我們還要湖多逗留⼀天，要到午後六時才能上
船。利⽤這⼤半天的光陰，廣師又陪我們遊覽了澎湖第⼆名勝——
林投公園。⼤家都知道，澎湖是⼀個不容易⽣長樹⽊的地⽅，但林
投卻例外地森林茂密，風景宜⼈。因為那裡⼀邊是山，⼀邊是海，
形成了⼀所天然的林⽊避風港，它替澎湖保留著⼀⽚綠林。兩年
來，由於國家建設的進步，澎湖當局更把它加以⼈⼯的修飾，除在
那裡修建雄偉的國軍公墓外，更在林中增闢了動物園、噴⽔池、兒
童樂園、公共茶室等設備，儼然⼀所現代化的公園。我們在那裡盤
桓了兩個⼩時，陶冶在⼤⾃然裡，⼀舒⼗餘⽇來的身⼼疲勞。下午
各⼈準備著⾏囊，選購著澎湖的特產。五時半，我們到了輪船碼
頭。除了郭⾃得居⼠先⽤⾞送⾏李，已抵輪埠外，林有義、藍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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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陳祈明居⼠等亦已在那裡為我們送⾏，還有幾位⽼太太在那裡
買西瓜，拿草蓆等送給我們。他們圍在我們的身邊，叮嚀囑咐地要
我們再去，⼀直等到船開航了，他捫才依依地離地。澎湖教友的熱
誠和⼈情味真是別的地⽅所少有的。為了團中⼈⼿的不夠，以及免
得⽯明璧⼀⼈孤單，我們徵得郭⾃得居⼠的同意，請他的⼤姪女寶
琴居⼠，參加了我們的環島⾏列。寶琴居⼠是廣師的弟⼦，現在鎭
公所⼯作。她為了參加⼤藏經的訪問，特地請了兩個星期的公假，
這種為教犠牲的精神，令⼈欽佩。澎湖列島的形勢有點像我故鄉的
裡下河，星羅棋佈在海洋中的羣島和裡下河⽔⽥中的農村景象依稀
彷彿。因此，當客輪航⾏在羣島中間時，令我頓時興起無限的鄉
思。天太熱，船中無法睡眠，幸得⼈家送我們⼤草蓆⼀條，就把它
攤在甲板上，作為露天眠床。⽇落後，海風拂拂，暑氣頓消。⼗時
後，⼤家就紛紛入睡了。

【七⽉四⽇】清晨四時許，船抵⾼雄港，乘客們都被錨鍊下放
聲從夢中驚醒了。我勉強地睜開了惺忪的睡眼，祗⾒滿天繁星與⾼
雄港⼜的路燈爭放光輝。船在靜⽌中比⾏駛時搖晃得更厲害，風比
昨夜刮得⼤⼀點了。六時許經過軍警機關的例⾏檢查後，我們僱了
四輛三輪⾞，⼀起到了龍泉寺，受到了隆道和尚及慈靄法師的熱烈
歡迎。吃過了隆道和尚親⼿為我們泡的⽜奶及該寺特製的⽶粉後，
我們即乘街⾞，去佛教堂訪間。⽉基法師⾒我們到了，除了吩咐茶
⽔、糖果招待外，並說，剛才曾打電話去龍泉寺聯絡。可⾒他對我
們的關⼼了。略事閑話後，承他陪我們回到到龍泉寺，因為市佛教
會已通知今天下午三時舉⾏藏經訂⼾座談會，⽉師也是訂⼾之⼀，
同時隆道和尚中午要請我們吃飯的原故。⼗⼆時隆和尚為我們準備
了⼀席豐盛⽽美味的素齋，可惜，我和廣師因連⽇睡眠不⾜，⼜腔
破⽪，以致食難⽢味。飯後，午睡約⼀⼩時，⼤家精神復原了。三
時正座談會開始，出席者有開證師、吳永繁、陳仁和、李菊等居
⼠。經我們說明開會宗旨及附印續藏的重要性後，⼤家都先後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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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附印⼿續。晚間承蒙⽉基法師邀宴，作陪者有該堂幼稚園⾼慈
靄、吳慈蓉等諸位⽼師。菜很豐盛，加上⽉師的多禮和詼諧，席間
空氣融洽，賓主莫不談笑風⽣。今天又是該堂念佛會期。⽉師特在
念佛之後，將我們⼀⾏介紹與蓮友們⾒⾯，並要我們結法緣。煮師
因以「修福慧與印藏經」為題講演⼀⼩時，我則講「附印續藏的功
德及辦法」，均由王慈書居⼠翻譯臺語。廣師因負責攝影未蒞講
席。今晩祗有佛教堂及楊慈⾳居⼠⼆⼾簽辦了附印⼿續。

【七⽉五⽇】經過昨天龍泉寺的座談、佛教堂的聯繫，⾼市的
正藏訂⼾已有⼆分之⼀辦妥續訂⼿續，那些聯絡不到各⼾，祗好登
⾨拜訪。⾸先訪問天⾹味寶廠及⽅倫⽼居⼠。該廠何維⽯⽼居⼠已
直接向會辦了⼿續。⽅⽼的續訂⼿續辦妥後，承他陪我們參觀天廠
⼀周，並蒙逐⼀加以介紹說明。據說，天廠出品量佔全省各廠總產
量的百分之五⼗，其規模之⼤可知。味粉之原料純是麵粉洗成麵筋
做的，⼈謂，味粉是葷的，誠外⾏話也。次訪道宣法師。最初他說
要考慮，後當我們告辭時，他忽又決定附印了。為了找七賢⼆路的
鄭振堂訂⼾，⾛了幾個圈⼦，待找到⾨牌號碼時，他又早搬⾛了，
新址又無從獲悉，⼤家祗好在⽕傘般的驕陽下拖著發痛的腿，擠上
街⾞，回龍泉寺過午。下午請慈靄法師陪我們訪左營興隆寺。其管
理⼈因疑我們是化緣僧，拒⾒，煮師對其態度傲慢如此，憤⽽率眾
離去。化緣僧給社會的印象如此惡劣，值得我教胞們警惕。煉油廠
張仲韋居⼠是⽤電話聯絡的。他表⽰，考慮續訂。元亨寺的兩部經
是煮師和慈靄法師同往，其住持□□狂妄無度，因此未要領。與佛教
堂有往來的各訂⼾，我們將附印單填好，請⽉基法師代為徵求，蒙
他答允協助，並謂：決有把握勸續訂。此因時間不夠，⽽天氣又酷
熱非常，不可能逐⼾訪問也。晚間承義永寺住持李菊居⼠邀宴。義
永寺位處市郊，環境清幽。李居⼠為上屆省議員候選⼈，今年四⼗
餘歲。她對佛教及社會慈善⼯作向極熱⼼，故佛教及地⽅⼈⼠都希
望她能於下屆省議員改選時，再參加競選，以為造福地⽅爭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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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她現在發⼼準備重修義永寺。因該寺曾有⼀比丘坐化，最近又
曾化⼀比丘，撿獲舍利五顆，她以為道場勝地，必使寺貌莊嚴，以
顯佛德⽽報佛恩也。飯後，回到龍泉寺，已經八時許了。洗澡後，
寫信、記⽇記及零⽤賬後，睡覺。

【七⽉六⽇】今天我們要轉到⾼雄縣的鳳山去訪問了。鳳山是
煮師的化區，團員們聽說要去，個個顯得特別⾼興。早食後，各⼈
整理⾏裝待發。因為東西多，⼈⼿少，換⾞太麻煩，南部的三輪⾞
⾞資又貴，所以索性叫了⼀輛旅⾏轎⾞，直抵蓮社。佛教會及蓮社
的代表姚登榜、李遷、何德、陳天富等居⼠都候在社中歡迎我們。
本來他們預備了樂隊，因為我們來早了半⼩時，歡迎的節⽬沒能隆
重舉⾏。下⾞禮佛寒喧後，曾合影⼀幀留念。下午三時開座談會，
到有姚登榜、施梅爵、何德、呂存⼼、陳天富等居⼠，當場參加附
印的六、七⼈。旗山區的三部經，祗有朝元寺善定、慧定⼆師的⼀
部來信附印了，其餘兩部未得頭緒，仍馳書，請善、慧⼆師幫忙勸
說。晩間承蒙⽀會與蓮社聯合公宴我們，三席素齋，破費良好，如
此盛情，我們祗有感謝！宴後，接著舉⾏歡迎晚會。煮師以主⼈身
分致開會詞後，由筆者以「復興佛教的條件」為題，講演⼀⼩時，
隨由鳳蓮幼稚園楊覺鳳居⼠訓練出來的天真⼩朋友們開始表演。節
⽬多⽽精彩，博得來賓及觀眾無數的掌聲。

【七⽉七⽇】⾼雄區的訪問⼯作，到昨晚為⽌告⼀段落，今天
的⽬的地是屛東了。屛縣⽀會曾派王維守居⼠到龍泉寺和我鄉職絡
過，因此決定乘公路局九時⼗分的直達⾞前往。抵⾞站後，再僱⾞
赴東山寺。他們的歡迎場⾯更偉⼤，有女⼦樂隊及獻花等節⽬。東
山寺主⼈兼屛縣⽀會理事長圓融法師，做⼈做事都很圓融，圓融以
外，更加周到，這是省佛教界⼀致公認的。今天他協助⼤藏經的宣
傳及歡迎我們，中午辦了三席豐富的素齋，請得地⽅名⼠李滿康代
表、屛東省⽴女中教務主任⿆穗歧、名醫陳恭炎居⼠等作陪，並即
席介紹我們⼀⾏與⼤家⾒⾯，同時向⼤家演說影印⼤藏經及參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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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功德。下午三時，他更為我通知訂⼾們開座談會，出席者六、
七⼈，多數辦妥附印⼿續。晚飯後，舉⾏佈教。⾸由圓理事長致開
會詞，介紹我和煮、廣⼆師和聽眾⾒⾯，隨由廣師講「⼤藏經的價
值」，筆者講「學佛⼈怎樣做功德」，最後由⽯明璧、楊慈⽣合放
唐玄奘天然⾊幻燈，⼗⼀時半散會。

【七⽉八⽇】屛東市區的訂⼾昨天訪問得差不多，今天要開始
鄉村訪問了。最遠的⼀部經在恒春，其次是⾞城、佳冬等地。我們
為了盡到訪問的責任，從未輕易放棄過⼀個訂⼾，今天當然不例
外。早食後，即乘著八時⼗五分的公路軍前往。⾞抵恒春，已是⼗
⼀時三⼗分了。經打聽極南照相館的馮居⼠後，始知，恒春的那位
居⼠已於⽇前去了臺北，使我們⼤傷腦筋。所幸，煮師的歸依弟⼦
多，我捫就在恒春馮順賢居⼠家進午餐。因有幾位團負沒有去鵝鑾
⿐玩過，於是⼤家利⽤此便，再買⾞南下，作了⼀次臺灣的「南
極」之遊。鵝鑾⿐的燈塔是臺省有名的勝景之⼀。我們去得不巧，
適逢塔上剛油漆過，還未乾，沒有能夠登塔遠眺。在那裡逗留了廿
分鐘，照了幾張相，即乘原⾞，回到恒春，再往⾞城、佳冬等地訪
問，直至下午七時，始回到東山寺。晚飯後，再準備佈教。我和廣
師昨天講過了，今晩由煮師⼀⼈作專題演講。他的講題是「福慧雙
修的重要」。兩天的佈教均由王愛治居⼠翻譯，聽眾都能領受法
味。經⼀⼩時講完，再由楊慈⽣、⽯明璧合映貧女⼀燈幻燈。⼗⼆
時散會，凌晨⼀時入睡。

【七⽉九⽇】臺灣西部的訪間⼯作，到屛東為⽌，已告順利完
成，今天要向東臺灣發展了。東臺灣雖然祗有兩個縣市，但⽼百姓
百分之九⼗以上都是信仰佛教的，因此那裡可說是我們弘法者所最
喜歡去的地⽅。因為要乘長途汽⾞，圓融理事長除為我們預備了豐
盛的晨餐外，並為我們蒸了兩籠饅頭，作為途中的乾糧。他們的盛
情誠意，令⼈感激不已！我們吃完早食，與圓理事長及該寺⼤眾合
影後，即分乘四輛三輪⾞往⾞站，跨上八時三⼗分的公路⾞離開了



22

屛東。也許是南部太熱了，我於昨晨起床後，即腹痛⽔瀉三四次，
隨於訪問途次，購服消⽽發果爾⽴丁⼆⽚，痛減，瀉⽌。晚間訪問
歸來，因⼀天未敢吃飯，乃赴鍾內科醫院，求注葡萄糖及維太命BC
各⼀⽀。鍾⼤夫為我診察後，認為腸仍發炎，乃為處⽅，服藥。藥
後，突感濕氣發於陰囊等處，痛癢難受。遂於今晨上⾞之前，再赴
鍾⼤夫處，注射匹尼西林邁仙合劑⼀⽀。注後稍有反應，⼼慌頭
昏。因時間不許，欲注強⼼針⽽未果，祗好勉強上⾞，經⼀⼩時後
始復平靜。這是我環島以來第⼀次⽣病，總算無⼤痛苦，即告痊
癒，此殆三寶加被之恩德也。⾞⾏至楓港，即轉入山中。峯迴路
轉，緊張⽽帶有幾分危險。在屛東和臺東交界處的壽山峠休息五分
鐘後，繼續前進。在快要出山的⼀處陡轉彎的地⽅，迎⾯突然竄出
了⼀輛載貨物的⼤卡⾞。公路⾞與該貨⾞同時來了⼀個緊急剎⾞，
定睛看時，兩個⾞頭的距離祗剩下三尺許，假使再慢⼀秒鐘剎⾞，
不幸讓兩⾞碰上，那真不堪想像了。⼤武是屛東到臺東的中途站，
客⾞在那兒休息三⼗分鐘，旅客紛紛下⾞午餐。我們也請飯店為我
們把饅頭蒸熱了，買了⼀元錢花⽣⽶作菜，草草地吃了⼀頓午飯。
⼤武北上的公路是沿著海邊⾛的，時⽽上坡，時⽽下坡。在⾼坡上
向下看去，令⼈有身臨懸崖之感。⼤武至臺東還有四⼗三公⾥之
遙。我們在⼤麻⾥再休息五分鐘，繼續北進，於三時零四分抵達臺
東⾞站。東縣佛教會⽀會常務理事⽅世岳及潘妙玄、⿈慈俠、謝慈
⾳居⼠等數⼗⼈早在那裡迎候。下⾞合影後，即驅⾞往海山寺休
息。海山寺為臺東第⼀寺，現任住持為修和法師。修師年輕有為，
是臺灣佛教講習會的⾼材⽣，⾃接任海山寺住持之後，積極整頓，
使成為清淨莊嚴的道場，除經常弘法佈教外，並於寺附設幼稚園⼀
所。不久以前他當選為東縣⽀會理事長。其為信徒崇戴及其熱⼼佛
教事業情形，可⾒⼀斑。他對我們的前桂，表⽰非常的歡迎。⼀週
前就和我們保持聯絡，並為我們向正藏訂戸遍發通知。因此，我們
⼀到那裡，茶⽔、點⼼過後，五時開座談會。出席者無多，修師特
率先辦理其私⼈及常住的兩部附印⼿續。晩飯後，即準備佈教，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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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秩序按常例進⾏。因未宣傳，聽眾較少。廣慈法師提議，在這裡
講⼀天，明天訪問後，即去知本休息。因為連⽇長途⾞旅，各⼈都
感到疲憊不壤。但修理事長說，他們早在⼀星期前，即通知信徒兩
天佈教，突然改變，恐怕使⼈失望。因此，我們祗好按原定⽇程進
⾏。今天煮師講「修福修慧須並進」，我因定名今晩的佈教⼤會為
結緣佈教⼤會，所以講題就定為「結緣的意義」，廣師講「參加印
藏經的好處」。聽眾雖不太多，但⼤都能夠領略所講的意義。今天
是修和理事長親⾃給我們翻譯臺語的，格外能夠表達我們的意思。

【七⽉⼗⽇】今天既不搬場，於是在早食後，即把⼯作分開，
煮師由佛教會陳祕書陪同，出外訪問，廣師和我留寺處理數⽇來的
積務，女團員們則洗整衣服，⼤家仍緊張⽽忙碌地⼯作。中午謝慈
⾳居⼠家請我們⼀⾏吃飯。我們在⼗⼀時五⼗分到了謝家。慈⾳居
⼠是煮師的得意弟⼦，也是東縣標準的佛教青年。她的信⼼虔誠，
歌喉妙好，去歲曾參加今⽇佛教社的環島弘法團，跑過環島，這次
我們也請為本團東部團員。今天她親⾃燒了幾樣可⼜的菜，還請了
婦女會理事長⿈慈俠、⽀會理事長修和法師等作陪。她母親也是⼀
位虔誠的佛教徒，對我們熱誠地招待。飯後，我們仍回海山寺休
息。晚間舉⾏佈教⼤會時，因為曾經街頭宣傳，⼈眾當在⼆千以
上。⼩朋友太多，嘈雜聲妨礙講演，於是先放映幻燈⽽後講演。煮
師今晚的講題是「研讀和供奉⼤藏經的重要性」︔我則以「什麼事
業最永久」和⼤家談了三⼗分鐘，廣慈法師講「如何修菩薩道」。
至⼗⼀五⼗分，始圓滿結束。

【七⽉⼗⼀⽇】知本清覺寺是東部名勝道場，也是煮師的教化
區。該寺的住持潘妙玄居⼠也是本團東部團員之⼀。這兩天她除了
協助我們訪問和弘法外，並籌備歡迎我們去該寺佈教。今天她為我
們借了⼀輛⼤吉甫，把我們⼀直接到知本村，在知本戲院舉⾏佈
教。聽眾山胞和本地民眾各半。我們能夠和山胞結法緣，也算是⼀
件很難得的事。我和煮、廣⼆師均講演半⼩時許離去。中午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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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居⼠家吃飯，下午三時仍乘潘居⼠借來的⼤吉甫入山，到清覺寺
去。同⾏的有洪秀國、⿈慈俠、謝慈⾳諸居⼠。因為知本山中仍屬
軍⽤禁區，旅客入山，須辦入山⼿續。這些事都由⿈慈俠居⼠負責
辦理。山路崎嶇，⾏⾞非常危險。今晨曾有⼩吉甫⼀輛，在距離清
覺寺⼆百公尺處翻⾞出事，造成⼀死兩傷的慘劇。我們的⾞⼦在距
離該出事地點不多遠處，險些和迎⾯來的⼀輛⼤卡⾞相碰上，在交
會時，我們的⾞⼦也差⼀點墜入澗中。⼤家都為那⼀驚險的鏡頭出
了⼀身冷汗。所幸，三寶加被，安然度過了那⼀段難⾏的山路。我
們到了清覺寺後，⼤家實在感到太疲勞了，茶⽔之後，領隊宣布⾃
由活動，於是有的睡覺，有的談天，也有的竟忘記疲倦，隨寺中⼈
上山去採蓮霧。晚飯後，⼤家帶著好奇的⼼理去洗溫泉澡。誰知，
那裡竟是原始温泉，露天浴池，毫無設備，稍具羞恥⼼的⼈，⼤都
望泉卻步。我們中間祗有煮師因流汗太多，勉強洗了⼀下，我與廣
師祗有濯⾜⽽已。山上沒有電燈，因此在煤油燈下做完晚課。納涼
閑話後，即相繼入睡。

【七⽉⼗⼆⽇】今天我們所要訪問的地區是關山。關山是臺東
以北的第⼀鎭，也是東縣現任縣長⿈拓榮先⽣的故鄉。由臺東至關
山有三⼗餘公⾥的路程。早食後，各⼈揹著⾏囊，從清覺寺步⾏到
知本溫泉，乘⾞返臺東。到了海山寺，修和法師說：「我們幼稚園
的畢業典禮剛⾏過，假如你們早乘⼀班⾞，就趕上了！縣教育課長
及臺東中學校長，他們都希望和你們⾒⾯呢。」我們也以沒能趕上
他們的典禮為遺憾。飯後，修和法師為我們買了八張柴油⾞票，並
且僱四輛三輪⾞，⼀直送我們到⾞站，在互相珍重聲中離開了臺
東。修和法師太熱情了，我們這次來，他除精神上竭⼒⽀助外，更
為我們化不少的錢，我們⼤家都由衷地對他表⽰感謝！⾞抵關山
站，祗⾒歡迎的⼈潮⼰擠滿了候⾞室內外。我們⼀下⾞，震⽿欲聾
的鞭炮聲隨即響了起來。⾸先上來迎接我們的是⿈縣長封翁煥芹⽼
居⼠及鎭民代表呂樹堂居⼠。⼤家在站前合影後，即步⾏至縣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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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休息，飯食由地⽅名流曾⽟崙居⼠招待。訪問⼯作完成後，晚間
假關山寺舉⾏⼤佈教，⾸由⿈⽼居⼠為我們介紹。煮師以團長身份
致開會詞後，我以「佛教的因果原理」為題，講演約四⼗分鐘，廣
慈法師講「佛教的孝道觀」，⿈慈意居⼠講了「吃⼈鬼的故事」。
最後由楊慈⽣與⽯明璧⼆居⼠合映幻燈。聽眾五、六百⼈，皆⼤歡
喜⽽去。今天晚上，我們是被招待在新⽣旅社休息的。

【七⽉⼗三⽇】因為這裡的信徒⼀向仰慕⼤陸唱念的莊嚴，所
以早食後，我們⼤家到關山廟去，做了⼀堂消災早課，⼀⾯使他們
聽聽梵腔，⼀⾯也為他們消災納福，可謂是⼀舉兩得。九時⼆⼗
分，我們在歡送的鞭炮聲、再來的惜別聲中跨上了柴油快⾞，離開
了關山，向富⾥進發。富⾥也是煮師的教化區，歸依弟⼦很多，現
任東臺⽇報記者的陳明造居⼠是他的得意弟⼦之⼀。昨晚他曾到關
山聯絡，凌晨⼀時許才回去的。因此，今天的歡迎場⾯準備格外熱
鬧，除了獻花和鳴放鞭炮以外，更紮有⼤字標語彩⾨前導，並有數
⼗學⽣⼿執歡迎彩⾊⼩旗，列隊隨⾏。是⽇到站迎接的地⽅名流有
鄉代會主席林蓮菘、東臺⽇報記者陳明造、修德堂代表陳友德、富
⾥碾⽶廠經理蕭丁喜等數⼗⼈，沿途信眾競相鳴炮歡迎。我們先被
迎接到修善堂休息，睡覺的地⽅被安排在華榕旅社。晚間我們在市
中⼼福德祠邊的⼤榕樹下佈教，聽眾⼆千餘⼈。開始先由楊慈⽣、
⽯明璧⼆居⼠放映幻燈，然後鄉代會主席林蓮菘居⼠為我們致介紹
詞。繼由煮師以「佛教徒的光榮」為題講演：說明佛陀遺教的圓滿
⽽豐富，為他教所望麈莫及。我講「因果與因緣」，向⼤家介紹佛
陀遺教的⼤概原理。廣師則⼀個以「忍」字為題，強調佛教的忍辱
精神為成功事業的最⼤動⼒。聽眾雖無凳椅可坐，但⼤多數都於聽
完之後才依依離去。今天求歸依的有⼆⼗餘⼈。

【七⽉⼗四⽇】東花線上，經少，地點多，因此，詩問的⽇
程，每處祗有⼀天，以致每天都要搬⼀次家。今天早晨結束了富⾥
的訪問⼯作後，我們⼀⾏九⼈又在熱烈的歡送儀式中辭別了這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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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倉」，轉向⽟⾥進發了。⽟⾥是東部佛教比較活躍的⼀
鎭。那裡除本有教胞外，還有許多外省籍的教友。他們除了都能熱
誠為教外，並能合作無間，這是他處所難及的。當我們到達⽟鎭下
⾞之後，受到華山寺住持明樂師、富商張沐蘭、鐵路局東部機務段
主任柯萬⾒、榮民代表張勳濤、馮松廷居⼠等數千⼈的熱烈歡迎。
鳴炮、獻花、攝影後，被招待至華山寺休息。華山寺地處市郊，環
境幽美，現住齋姑五、六⼈，由受過具⾜戒的明樂尼師為住持。明
師平素熱⼼弘法，頗得地⽅信徒之崇拜。我們上午由張勳濤居⼠陪
同，住協天宮參觀佛書閱覽室，下午至⽟泉寺訪問。該寺因張沐蘭
居⼠之協助訂有正藏兩部，續藏的附印卻因經濟情況不景氣，難以
為繼。但據該寺住持志淨師說，以該寺收入⾔，附印兩部續藏原不
成問題，祗是經濟權操在管理⼈⼿裡，每次佛、菩薩誕辰法會所有
的收入都被管理⼈拿去，有時連她們的淡泊⽣活都要發⽣問
題……。這又是管理⼈侵呑寺產、⿂⾁僧尼的明證！希我教會當局
及政府機關能正視此⼀事實，亟謀取締俗⼈管理寺廟陋習，以資改
善僧尼⽣活，⽽利佛法弘傳事業！晚間在華山寺前舉⾏佈教⼤會，
聽眾三、四百⼈。張沐蘭居⼠致介紹詞後，煮師講述「影印⼤藏的
功德」，我以「佛教以解脫為⽬的」為題，演講半⼩時，最後放映
幻燈，至⼗⼀時許結束。華山寺為我們準備了三張床位，每⼈⼀床
分睡。這是環島以來的第⼆次[第⼀次是在][福嚴精舍]享受呢！

【七⽉⼗五⽇】今天的⽇程本來是排在花蓮市的。但當我們抵
臺東時，就接到鳳林教友胡翼、花蓮佛教⽀會理事長普信居⼠等的
信，說是鳳林地⽅⼈⼠及教友們都希望我們能去佈教，因為那裡的
外教勢⼒很囂張，⽽居民則多數為佛教徒，可是從來就不曾有⼈到
那裡去傳過佛教。那裡的居民及教友們眼看到別的地⽅佛教⽇有進
展，⽽他們卻連聽聞佛法的機會都沒有，其渴慕佛法之⼼情誠有勝
於衣服和飲食！這次聽說，印藏會的環島團來了，並有三位法師同
⾏。他真是⼤喜過望，於是很早就向各⽅⾯聯絡，無論如何總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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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鳳林去⼀天，我與煮師等商量的結果，認為他們既是如此虔
誠為教，在萬事莫如弘法急的今天，我們沒有理由拒絕他們的請
求。於是決定將派在宜蘭市的兩天⽇程，抽⼀天出來給鳳林，因為
宜蘭的經雖多，但比較容易解決。至於弘法，那裡已是法輪常轉的
地區，有無都不要緊的原故。這樣決定了以後，他們簡直歡喜若
狂。昨天胡翼居⼠等就追到⽟⾥去聯絡⾞班，並告訴我們地⽅⼈⼟
籌備歡迎的情形。柯萬⾒居⼠昨晚告訴我，說是據氣象報告說，颱
風能於昨晚⼗時在臺東太武之間登陸。但是直到昨晚入睡⽌，除風
較⼤外，別無動靜。今晨起身後，天氣仍無異狀。乃於早飯之後，
忽然⼤⾬驟至，儼然颱風將至之前奏。我曾經對煮師說：「我們不
如暫住華山寺避風。若冒險前往鳳林，⼀旦被風所困，那就苦
了。」他說：「⼀切都已決定：現在無法可更改了。」於是我們辭
別了⽟⾥的教友，跨上⼗時零三分的柴油快⾞，向鳳林進發。⾞⾏
⼀⼩時又⼗五分鐘，於⼗⼀時⼆⼗五分抵達鳳林站。⼀幅熱烈⽽盛
⼤的歡迎場⾯⾺上展開在我們的眼前。⾸先是⼀串很長的鞭炮，接
著是童女獻花、攝影、歡迎代表的慰問，隨後由⼤字標語彩牌前
導，在歡迎⼈員的陪同，前往壽天宮休息。今天參加歡迎者除榮民
代表胡翼、劉國⾹、熊炬明、朱耀輝等居⼠外，地⽅⼈⼠有鎭民代
表會主席張芳堯、烟酒配銷所主任彭錦紹、壽天宮代表林⽂煥、地
⽅⼠紳⽯⾦⽔、羣芳旅社經理居⼠等數⼗⼈。在壽天宮的茶點招待
席上，鎭代會主席張芳堯居⼠代表歡迎⼤眾，向我們特致歡迎之
意，煮師亦代表我們⼀⾏，向歡迎的⼈⼠致答謝詞。寒暄既畢，我
們被招待至東成旅社休息、午餐。正當開飯的時候，⼀聲巨雷，⼤
⾬傾盆⽽下。據有經驗的⼈說，颱風之前打雷，災害可能不⼤，但
是事實並不盡然。下⽜的風⾬愈來愈緊。五時過後，風勢進入狂猛
狀態，拔樹、拔屋，非常可怕！東成旅社的前⾯部分房屋上的鉛⽚
開始為風捲去，接著正屋瓦房也漏⾬了。所幸，我們住的是後⾯的
⼀列客房，雖然也是鉛⽚蓋的，但在廣慈法師的極⼒呼籲以及⼤家
合⼒搶救之下，上蓋總算沒有被風捲⾛。但是那種狂風撲屋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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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以及天昏地⿊的悽慘象已將幾位年輕的團員們嚇得⾯無⼈⾊了。
我覺得，在這種危急萬分的天災情狀下，別無其他辦法可想，祗有
籲請⼤家，把⽣死置之度外，誠⼼稱念「南無觀世⾳菩薩」聖號，
祈求菩薩神⼒加被，或能得脫此種⼈⼒無法抗拒的災難。說也奇
怪，本來氣象所的情報說，是要過了夜晚⼗時，風勢才能稍趨緩
和，但當⼤家合⼒念佛之後，還沒有到八點鐘，風勢就銳減了，只
剩如注的⼤⾬下個不停。這時候⼤家的緊張情緒也漸趨平靜了。他
們找來中午未吃完的菜飯，胡亂地吃了幾⼜，做好各處屋漏防禦之
後，三⼈⼀床、五⼈⼀榻地相繼入睡了。

【七⽉⼗六⽇】⼀覺醒來，風雖息，⾬仍未停。看窗外塌屋倒
樹，⼀⽚慘象，幸全團蒙佛庇佑，安然無恙。我與煮、廣⼆師撑著
⾬傘，拖著⽊屐，到街頭察看⼀遍。祗⾒路樹東倒西歪，房屋有的
全倒了，有的屋頂為風捲去了，沒有⼀間完整的。電燈桿倒了，電
線也都斷了。鎭上僅有的⼀間戲院，整個垮了。壽天宮還未倒，但
瓦⾶⽔積，還住滿了災民。⽕⾞站的⽉臺全被刮去，有⼀節⾞廂被
推倒在路軌旁邊。居民裹著濕淋淋的衣服，從斷瓦頹垣中爬出來，
整理著劫後殘局，⼩孩⼦坐在破衣箱邊嚎哭。⼀⽚悽慘景象，令入
不忍卒睹！回旅社後，⽯⾦⽔居⼠等特來慰問。據說，全鎭無⼀間
完好的房⼦，我們的旅舍算是比較安全的處所了。我轉問他家情
形，回說尚無⼤害。⽯居⼠去後，我和煮、廣⼆師商量：這次鳳林
鎭不幸遭到⼗年未有的災難，我們正好被邀來此，眼看如此慘重的
災情，各⼈⼼中都有說不出的難受。我們幸得劫後餘⽣，為了表⽰
佛教徒的慈悲精神，發動捐款救災，乃屬義不容辭的當前急務。於
是⼤家⼀致同意，為印藏會諸公捐臺幣⼀千元，其餘煮師三百元，
我捐⼆百五⼗元，廣師⼀百五⼗元，⿈慈俠、潘妙玄居⼠各⼀百
元，楊慈⽣、⿈慈意、郭慈雲、⽯明璧四居⼠各⼆⼗五元，合計⼆
千元整，擬交胡翼居⼠，轉交鎭代會主席張芳堯居⼠代為分發，後
以張居⼠家住甚遠⽽天⾊已傍晚，遂決定留待明⽇再為處置。今天



29

是由我們⾃⼰開伙食的，請潘、⿈⼆居⼠負責燒煮，中午胡亂吃了
⼀點，晚飯時勉強買得三、四樣菜，僅可果腹，無由談⼜味了。因
旅舍房間多未修復，晚間仍是我與煮、廣⼆師同⼀床，潘、⿈⼆居
⼠則被友⼈請去警察所宿舍安頓。⽯、⿈、郭三居⼠共⼀榻，楊居
⼠則和花蓮來的劉國⾹、熊炬明等居⼠共臥⼀房。在這樣侷促的情
形下開始度著劫後的第⼆個夜晩。因為往花蓮⽅⾯的交通斷絕，祗
好困住鳳林等候通⾞。想不到，我在華山寺的⼀句預⾔，竟不幸⽽
⾔中了。

【七⽉⼗七⽇】今天是劫後的第三⽇。⼤家驚魂雖稍定，但整
天的豪⾬又增加了各⼈內⼼的焦急與煩悶！我卻正好利⽤這⼤好的
閒暇⽇⼦，把積下來的⽇記及瑣務補寫和清理⼀番。上午⼗時許，
鎭民代表會主席張芳堯先⽣來說，初步調查統計，這次溫妮颱風在
本鎭所造成的災害是：房屋全倒的百分之⼆⼗，半倒的百分之六
⼗，⽬前無家可離的災民約六百⼾，三千餘⼈，災區則較⼩，南至
光復，北至花蓮，約百⼗公⾥之範圍。鳳林鎭正當颱風中⼼，故損
害之⼤為六⼗年來所未有。今天地⽅有關機關，已組成「七⼀五」
風災救濟委員會，著⼿調查呈報，並展開救齊云。我於慰問他的家
中情況後，即將我們昨天發動捐款救災的事告訴他，並將捐得的⼆
千元臺幣交給他，請他轉會以為救濟，並說明，我們身處客境，無
法募集多⾦，杯⽔⾞薪，僅資倡導與略表我佛弟⼿之⼀點同情⼼⽽
已。張先⽣於接得救濟⾦後，除表⽰因突遭風災，致對我們招待⽋
週⽽致歉意外，並對我們之不以遭災為苦，且能慨解義囊、捐款救
濟之精神，感激得熱淚橫流，極⼜稱讚佛教慈悲主義之偉⼤。他表
⽰，除請更⽣報駐鳳記者撰刊新聞以資倡導外，並以事實因緣撰為
募捐緣起，以向鎭之富⼾殷商勸募云。俗語說：「送飯，送與飢
⼈。」古⼈亦以雪中送炭為貴。如這樣的及時救災⼯作，雖⼀錢，
猶甚於千⾦，望我從事慈善救濟事業的同道們，在這些地⽅要多注
意。張先⽣去後，旅舍內許多災民、旅客請講佛法。我們推請煮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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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結緣，⼤災難後，無非安慰⽽已。下午地⽅信徒五、六⼈請
求歸依，亦推煮師為作證明。五時許，鳳林榮民醫院蕭相攸院長來
訪，告以該院房屋都被刮壞，雖新建之⼤禮堂亦未幸免。災情雖
重，幸無死亡，僅有數⼈遭⾶瓦砸傷，並不嚴重。他說，原擬請我
們去講佛法，今則祗有感歎因緣不⾜了。蕭院長，江西⼈，忠厚誠
摯，亦⼀頗具修養之佛教徒也。傍晚曾有數批衣衫淋濕、⾯容憔悴
的災民來旅社投宿，均以沒有房間可住回去了，情形殊屬可憐！下
午楊慈⽣居⼠曾往平林，過去打聽鐵路損壞及⼈⾏道的可否通⾏情
形。回來的報告是：⽊瓜溪上的路和橋都被沖壤了，暫時無法通
過。去花蓮事，⼀時不得要領。

【七⽉⼗八⽇】久困災城，圑員們都感到非常地焦急！早食
後，⼤家舉⾏了⼀次綮急會議，決定分南北兩路，打聽實際的交通
損毁情形，以定⾏⽌。因為劉國⾹、熊炬明⼆居⼠也急想回花蓮，
於是就請楊慈⽣居⼠和他們同⾏，向北路打聽。潘妙玄居⼠有⼀親
戚住在萬⾥，於是就請她向南路打聽。颱風過後，陰⾬兩天，今天
開始出太陽，⼤家沈悶的⼼情隨著陽光的照耀漸趨開朗。三天沒有
換過的髒衣服，這時也都換下來冼了。⽔龍頭邊顯得⼀⽚忙碌，院
⼦裡到處掛滿了各種型⾊的衣袴，好像掛的萬國旗！煮師出去訪問
他的歸依弟⼦，我還盤坐在床上，疊著棉被當桌⼦，寫⽇記。午後
胡翼居⼠要求說：「今晚不下⾬了，可以在廟前佈教⼀次。」我們
覺得既不能⾛，能佈教⼀次也是好的，何況⼈家請我們來，就是為
佈教呢！於是就答應了他的請求，並教他設法宣傳⼀下。五時左
右，花蓮縣長胡⼦萍借了⼀架空軍教練機，⾶到鳳林上空，低⾶慰
問，投下公⽂⼀束、慰問信若⼲萬張，盤旋數帀後離去。從那油印
的慰問信看去，知道政府對這裡的災情非常重視，周主席等政府⾸
要曾⾶花慰問。我們並意識到，花蓮的災情⼀定也很重，不然不會
⽤油印慰問信的。這時楊、潘⼆居⼠先後回來了。楊居⼠說：「⽊
瓜溪的路撟損毁得太厲害，⼀個⽉內除游⽔無法去花蓮。游⽔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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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早上四個⾼山同胞游到這邊，剩下三個，⼀個中途被急流捲去
了。」潘居⼠說：「向南的路橋損毁了三、四處。⼩的已經修復
了，明天有⾞開萬⾥。從萬⾥到光復要⾛⼀時又四⼗分鐘的路。然
後光復可以乘⾞，直抵臺東。」看情形，我們非⾛回頭路，無法回
臺北了。八時正，簡單的[沒有電燈、⿆克][風及⾜夠的桌椅]佈教⼤
會在廟前廣場上開始了，聽眾倒有三、四百⼈。⾸由張代表主席芳
堯居⼠為我們介紹，並強調佛教為今⽇⼈類所必需歸依、研究的宗
教。繼由煮雲法師講「佛教的四⼤特點」，其次是我講的「佛教與
社會⼈⼼」，最後由廣慈法師講「堅定信⼼」，至⼗時五⼗分散
會。聽眾在星光閃耀下歡喜離去。

【七⽉⼗九⽇】昨晚雖決定了今天南返臺東，但總還希望能聽
到可以渡過⽊瓜溪的消息。吃早粥時，張芳堯居⼠來說：「昨晚警
察分局長☐君從花蓮回來。⽊瓜溪⽬前無法渡過，⼗天以內也無法通
⾞。」於是我們才死⼼塌地地決定南回臺東。⼗⼀時許吃午飯，⼗
⼀時四⼗三分離開了瘡痍滿⽬的鳳林，到站送⾏的⼈很多。壽天宮
的管理⼈林⽂換居⼠本來要替我們買⾞票的，被我們婉謝了，但結
果他還是送了⼆百元的供養。張芳堯叮嚀囑咐，要我們常去佈教。
胡翼居⼠則請來楊⼦圭、潘培珍兩位居⼠，來幫我們擔送⾏李。⼀
幅難民圖呈現在嶺嶇不平的溪澗上和炎熱的陽光下，顯得悽涼⽽又
帶有幾分詩意。那天我忽然感到⼼臓無⼒，⼀⾛起路來頗為艱苦。
幸⽽在出發後三⼗分的中途，遇到⼀位騎單⾞的本地青年。潘居⼠
向前，請他載我，他很慷慨地答應了。⼀路上我們彼此問名道姓，
原來他家就住在光復鎭上的中山路。他⽗親曾做過和尚[⽇本][式]，
現在經營著⼀爿雜貨店，很有⼀些財產。我到他家裡⾒過他的⽗母
親，他們都很客氣。他們並告訴我說：「光復除了山胞外，很少信
洋教的。」他們希望我能常去佈教，我答應贈送他⼀分覺世⽽別。
當我到達⾞站時、楊居⼠已到了，煮師等⼀⾏⾛得較慢，⼗分鐘後
才⾒到了他們。⼀個個都是汗流氣喘，步履維艱。放下⾏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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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冰果店去喝汽⽔解渴。我在⾞站遇到柯萬⾒居⼠。他說，⽟⾥向
南災害很⼩。他是鐵路局機務段主任，正率領著⼀班技⼯在那裡搶
修損壞了的路軌。我們乘著三時三⼗八分的柴油特快⾞南下臺東，
果真看到路兩邊的災情是愈向南愈輕。到臺東仍舊住在海山寺。修
和法師說，他真為我們擔了不少⼼，看到我們全團安然回來，⾼興
極了。當即盼咐泡茶、盛⽔、加菜。海山寺住眾又為我們這班難民
忙做⼀團，我們⼤家則好像在沙漠中發現了綠洲⼀般，擔驚受怕的
⼀顆⼼，⼀齊放下來了。今天是星期六，也是海山寺念佛會的念佛
會期。修和法師因我難得去東部，⼀定要我和該會蓮友們結個法
緣。我於是以「修學淨⼟的正⾏與助⾏」為題，和他們說了約四⼗
分鐘，是⽯明璧居⼠替我翻譯的。⼤家聽了，都很歡喜地頂禮⽽
去。

【七⽉⼆⼗⽇】七個⼈由臺東直達⾼雄的汽⾞票，是胙天下了
⽕⾞就預先買好了的。開⾞的時間是九時⼗分，因此今天早晨起
來，篤篤定定，不要著忙。為了節省⼀點⾞費，祗叫了兩輛三輪⾞
拉東西，⼈都是⾛路[昨天由⾞站到海][山寺也是這樣的]。路上遇到
⼀個賣燒餅的，買了⼗幾個作為中午的乾糧。到⾞站送⾏的有海山
寺的王居⼠、臺東婦女會理事長⿈慈俠居⼠、⼀覺寺住持潘妙玄居
⼠以及佛教青年謝慈⾳居⼠等多⼈。⿈、潘⼆居⼠是我的患難朋
友，臨別時頗有依依之感。今天廣慈法師忘了，沒給他的兩位徒弟
買暈⾞藥，害得郭慈雲、⿈慈意兩位居⼠在⾞吐得⼀塌糊塗。暈⾞
暈船的⼈，旅⾏⽣活是受不了的。⾞抵⾼雄，已是下⽜三時又四⼗
分了。郭慈雲居⼠因為假期已滿，急需回澎湖，廣師於下⾞後就送
她去了臺南。因為有了艾麗絲的颱風警報，⾼⾺線的班輪停駛了，
祗有到臺南乘⾶機回去。郭居壬為⼈很⽂靜，做事認真⽽切實，本
來可以續假幾天，但她不肯那樣做。他們去後，我們將笨重的東西
寄存⾞站，把明天北歸的特快⾞票買好，然後搭街⾞到佛教堂休
息。⽉基法師去臺北，吳慈蓉、⾼慈靄⼆位居⼠招待我們。因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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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曹敬三和嚴持兩位軍中法師在那兒。⼤家⾺上打開話盒，
天南地北地聊起來，頗不寂寞。嚴持法師說：「因為伊拉克王及王
⼦的被刺，中東不安帶來了國際局勢的緊張，美國及我國等國家均
已取消三軍的假期，處於緊急戒備中，說不定是回⼤陸的時機到
了。」⼤家聽了這⼀消息，精神為之⼀振。

【七⽉⼆⼗⼀⽇】看時間，趕⾞⼦，這是環島⽣活中每⽇必備
⽽且重要的⼯作之⼀。今天雖然是回臺北了，但是早上的第⼀課還
是還是這兩件事。我們七時四⼗分到了⾞站，八時正離開了⾼雄向
北疾駛。因為⾞票的號碼關係，把我們六個⼈分成三組，我和煮師
及⽯明璧三⼈⼀組，在四節⾞廂，廣師和慈意居⼠⼀組，在⼆節⾞
廂，楊慈⽣⼀⼈⼀組，在⼀節⾞廂中。我和煮師⼀路閒談著。他告
訴了我很多有關他和異教徒鬪法的往事，使我聽得忘記了⾞旅的勞
頓，同時也讓我知道了在今天從事弘法⼯作者的⾟苦和不易！因為
全程票不易購得，我們買的票祗到彰化，彰化以北要補票，並且要
碰運氣才有坐位。今天我和煮師都祗站了⼀⼩段，其餘幾位差不多
從彰化⼀直站到臺北，真是夠⾟苦的了！⾞⼦進了臺北站，⼈的⼼
也跟著緊張起來了。我們⼀下⾞，就在⼈潮中看到了東初⽼法師、
鍾時明、張若虛等居⼠在迎接我們。他們異⼜同聲地向我們說著：
「⾟苦了！」「都好嗎︖」接著又不約⽽同地問我們遭遇颱風時的
情形。他們的關懷、慰問，使我們獲得了無限的温暖！出站後，鐘
居⼠替我們把東西送去中山北路⼤藏經發⾏所，張居⼠陪我們到世
界素食處過午，東⽼因別處有約會先⾛了。飯後，⼤家到發⾏所休
息。晚間張常務委員少齊⽼居⼠假其中和鄉新居，設齋邀宴。席間
除本團全體外，並有⽉基、隆根、道安、靈根諸法師、孫常務監察
清揚居⼠等⼗數⼈，採取散坐分食制，別饒風味。夜宿北投普⾨精
舍，做了星雲法師的上賓。

【七⽉⼆⼗⼆⽇】今天是華嚴關主妙然法師出關的⽇⼦。我們
這次把環島⽇程排到⼆⼗⽇，也就是為了要參加他的出關⼤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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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團的幾個負責⼈，除了我和他是表兄表弟以外，其他煮、星、
廣三師都是今⽇佛教社的社委，和他也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對他
出關⼀事，各⼈都義不容辭地要來參加和幫忙的！其他有⾃⽴、了
中諸法師最熱⼼，隔夜也就都到北投來了。我們全團⼈員吃過早飯
之後，⼀齊到了居⼠林，隨即分配⼯作：悟師擔任總務組，廣師負
責衣物保管組，⽯明璧、⿈慈意⼆居⼠為助理，星師擔任佈置組，
⾃⽴、了中⼆師負責招待組，張若虛居⼠擔任財務組，我則負責宣
傳和典禮組。⼗點鐘⼀過，客⼈源源⽽來。最遠的當推⾼雄的⽉基
法師，其次是基陸的德融和尚和張⽣塗居⼠。餘下⼤都是臺北區
的，如新店的戒德、佛聲⼆法師、盧宗濂等居⼠、⽊柵的鍾槐村⽼
居⼠：觀⾳山的悟明法師、圓山的⼼悟、⼼然⼆法師、汐⽌的惟慈
法師等，在家居⼠以北市為最多，如陳志賡、李⼦寬，張少齊、李
本慈、許周福亮、⿈王圓通、殷⾦淨實居⼠等，總約⼆百餘⼈。因
為妙師常向中央副刊投稿，今⽇佛教社又經常和社會作家聯絡，所
以今天的客⼈中還有許多作家，如林海⾳、何凡等⼗餘⼈。⼗時三
⼗分，開關典禮主持⼈智光長⽼在南亭⽼法師陪同下，踏進了居⼠
林的⼤⾨。來賓們⼤家爭上前去歡迎，⽼⼈家慈祥愷悌，給⼈們以
可親之感。⼗⼀時⼗五分，典禮信號－－⼤⿎響了三通，接著四眾
弟⼦簇擁著智⽼⼈在華嚴關前唱讚說法，然後開關，至關房上供
後，再到佛殿上供。⼤眾向關主道賀後，典禮即宣告完成，隨即由
招待組招待來賓入席吃齋。在吃齋前宣傳組曾為發動樂助⾹港觀⾳
義學，推由趙茂林居⼠向⼤眾廣播了廿分鐘。趙居⼠聲⾳響，情詞
切，⼤眾都被他感動了。因為天氣熱，⼈又多，所以在吃齋的時
候，⼤家都感到汗流不⽌。散席後，來賓們就相繼離去了，我們也
回到普⾨精舍休息。晚間，印藏會為了慶祝華嚴關主的閉關成功以
及歡迎⽉基法師，並為了表⽰慰勞我們訪問團，特假⽂化館，設齋
兩席，公宴我們。席間除到有三⽅⾯的主客外，並有張若虛、鐘時
明⼆位居⼠作陪，菜豐盛⽽又⾊⾹味具⾜。賓主之間空氣又顯得非
常和諧，所以這⼀頓齋吃得特別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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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我們的訪問團雖然回來了，但是我們的⼯作
還沒有完成，因為還有花蓮、宜蘭和基隆沒有訪問呢！為此，我們
昨天晚上曾特向東⽼請⽰。他說：「花蓮祗有五部經，寫信請曾普
信理事長代辦⼀下。宜蘭⽅⾯由星雲法師和成⼀法師負責訪問⼀
下，這兩處可不必去了。祗有基隆須⾛⼀趟。」當即發出限時信和
張錫達居⼠聯絡，說我們今天去基隆訪問，所以我們今天決定訪問
基隆市。不過，昨天晚⼟接到善導寺靈根法師的電話，說是隆根法
師和他今天早晨要替⽉基法師送⾏，並請我們訪問團吃早飯。因
此，我們今天提早起床、洗漱，乘六時四⼗分的公路⾞，到臺北參
加善導寺的晨餐會，尤其是要為⽉基法師送⾏。到得那裡，時間還
早，於是⼤家擺龍⾨陣，南天北地地聊將起來。因廣慈法師最近曾
被⼀班信仰不正的教友誣蔑和欺騙，並在聯合報上登出⼀篇不符事
實的攻擊⽂字，以圖徹底破壞廣師的名譽，諸⽅教友閲報後，對此
事非常關⼼，認為有辱佛教，⽽貽彼異教徒以抨撃之話柄。因此⼤
家覺得，無論事實的真相如何，就是確實這樣，也應該顧全佛教的
體⾯，設法在教內尋取解決之道。今彼輩唯圖逞⼀時之意氣，不想
想那事件的後果，令⼈對彼輩之素養發⽣懷疑，並且同為佛⾨嘆其
不幸！晨餐散後，靈根法師已僱好了三輪⾞四輛，於是以⽉基法師
為主客，我們都以送⾏者的身分追隨其後，向⽕⾞站進發。因為我
們的團員楊慈⽣居⼠有事先回宜蘭，所以他也成了被送的對象。不
過他乘的是九時的快⾞，較⽉基法師的⾞晚開四⼗分鐘。我們把⽉
基法師送⾛之後，請星雲法師代表，送楊居⼠。我與煮師及⽯居⼠
乘八時三⼗分的區間⾞，去基隆市訪問。我們到達基隆後，⾸先到
⾃由書店，訪問⿈奎居⼠[因早晨接得張錫達居⼠信，說][他去新
⽵，所以未去佛教會]。⿈居⼠告訴我們說，⼗九⽇那天佛教會曾召
集⼤家開座談會，並派信眾去⾞站迎接了三次，因為沒有接到，所
以晚上的兩席菜，祗好由⾃⼰⼈吃了，預備的佈教會，也臨時通知
延期了。我們聽到了這些報告，除了感謝基市⽀會及教友們的盛意
和熱情外，內⼼裡並感到無限的歉意！⿈居⼠把續藏⼿續辦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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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告辭，轉往佛教講堂。普觀法師⾒我們去了，很⾼興，忙著請
我們喝汽⽔，並對我們的遭邁颱風事表⽰慰問。⾃講堂出來︔因為
沒⼈領路，煮師去公園街益壽藥房找他的弟⼦陳妙圓居⼠和⿈覺妙
居⼠，想請他們陪我們去訪間。陳居⼠因⽣意無⼈照應，遂由⿈居
⼠作了我們的嚮導。因為明開尼師昨天在北市曾託煮師要請我們去
楞嚴寺吃飯，所以我們第⼀家先訪問楞嚴寺。住持修淨尼師回說，
明開師沒有來，我們感到有些尶尬。該寺原非藏經訂⼾，⽽明開師
又沒有來，所幸修師是認識煮師的，不然我們的午飯將成問題了。
這時張錫達居⼠出⼈意外地趕來了，於是我們又把在鳳林遭風的經
過說了⼀遍。修淨師非常客氣，除熱誠地招待我們吃瓜果、冷飮
外，並預備了好多菜，請我們吃飯。當我們快吃完的時候，明開師
來了。煮師說她不守時間，幾乎誤事，她也覺得失禮，非常地窘。
還有修淨師因買得了⼗普寺廣仁的⼀部正藏，楞嚴寺因⽽也變成藏
經⼾了，當時也請她辦了續訂⼿續。陳妙圓居⼠的弟弟覺元、內弟
覺芳也趕來了，於是我們⼀⾏六⼈⽴即下山訪問。到蓮法寺時，住
持呂銀華居的經早已辦了預約⼿續，但她非常客氣，茶果招待外，
並告訴我們以⼗九那天晚上到會場去聽講經的⼈潮，為以前所未
有！基隆雖是⼀所繁華的都市，但民眾對佛法的渴求還是很熱切，
可惜很少有法師肯發⼼去那裡佈教。彌陀寺是位於公園內的⼀所⽇
式⼤廟。主持⼈不在，和⼀位⽼太婆談了很久，不得要領⽽返。羅
盛⽔居⼠的⼀部經，我們到他經營的糕餅店內辦了⼿續。恰巧楊普
良居⼠也在那裡，就順便預約了。觀⾳講堂住持普真居出是⽂印師
的弟⼦，前藏⼿續未清，續藏也不訂了。沒有經費的寺是沒有辦法
的。⼤覺寺和寶明寺因路遠、時間不夠，沒有去，他們是會⾃動去
會上預約的。市區訪問了之後，張居⼠要我們到他家裡去坐歇⼀
下。⼤家這時都有熱、渴、疲倦的感覺，⼀⽅⾯也都希望拜⾒他的
⽗親⽣塗⽼居⼠。所以他⼀提議，⾺上得到⼀致通過。但是這⼀下
⼦可招來了很⼤的麻煩！原來張居⼠是⼀位非常好客的⼤道⼼⼈，
他今天除了冷飮招待外，並早備好了⼀席豐盛的素齋，招待我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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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飯，並請他的⽼母親[他⽗親⽣塗⽼][居⼠不在家]及陳妙圓、⿈覺
妙居⼠之令尊等作陪。因此，⼀直到晚上八時⼗五分，我們才在依
依別氛圍中離開了東⽅有名的⾬港。

【七⽉⼆⼗四⽇】印藏會環島訪問團的全部訪問⼯作，到昨晚
為⽌已告⼀段落。全團的⼯作⼈員精神都感到無比輕鬆。有的計畫
著怎樣去遊覽北區的風景名勝，有的在盤算著回家的⽇程，但⼤家
共同的在期待著團的解散命令，好讓他們⾃由活動。這項⼯作還得
我和煮師來做。⾸先我們研擬著分發⾞旅費，其次是決定解散⽇
期。經昨晚商討的結果，除⾞旅費酌量⼯作時間短暫和勞逸以定多
寡外，解散的⽇期則決定為今天，⼀來為了減輕藏經會的負擔：⼆
來可以讓⼤家⾃由活動。因此，我在早食後，就到普⾨精舍去，⼀
⾯分發⾞旅費，⼀⾯傳達解散命令。天真的團員們在當時的情景之
下呈現著兩種不同的表情，⼀種是歡喜，⼀種是煩惱。歡喜的是，
⼯作完成，有所交待︔煩惱的是，⽉餘的團體⽣活，⼀旦離別，不
無依依！但是世間諸法，原本無常。⼈⽣有聚，就⼀定有散。為別
離⽽痛苦，雖古智者亦所難免，但衡諸無常之理，那就是多餘的
了！團是解散了，團員們也⼤家星散⽽作⾃⼰想做的事去了，祗是
苦惱的我還要為結算帳⽬、準備總報告⽽忙。因此飯後，我和⽯居
⼠⼀同回到覺世社，費了⼀整個下午的時間，才把⼀切帳⽬理清楚
了，把⼀個多⽉的⼯作得到了⼀個結論：計⾃出發至結束歷時⼀個
⽉零八天，跑了⼗八個縣市，徵得續藏⼀百八⼗⼀部，收入臺幣⼆
萬三千餘元，⽀出九千餘元。假如不是遇到颱風，那麼經可能有兩
百部，⽤錢還不會有這麼多。天災給我們帶來了很⼤的損失！

最後，我覺得還有幾句話應該補充⼀下。第⼀、我們這次為了
訪問⼤藏經訂⼾⽽環島，計共跑了⼀⼗八個縣市。每到⼀處，承蒙
各地教會當局、寺廟住持和善信蓮友熱烈地歡迎我們，招待我們，
陪我們訪問，為我們花了很多寶貴的時間和⾦錢。這⼀點，我們是
永遠難忘的。我謹代表全團同仁，敬致誠懇的謝意。第⼆、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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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和基陸三縣市，我們因被颱風困阻在鳳林，沒有能如願前往，
又因交通斷絕，電訊不通⾯無法通知，致使該三個縣市的教會當
局、寺廟住持及諸教友們空為我們準備⼀場。我們除⼼領這⼀分盛
情外，並此敬致無限的歉意。第三、這次參加本團的各位⼯作同
伫，無論是常隨或是區間的，⼤家的⼯作表現都是非常的認真⽽負
責，是因為時間的侷促，讓⼤家感到特別⾟苦和緊張。途中曾有
⼀、⼆位團員帶病從公，其精神殊令⼈欽佩！因此，有許多應該遊
覽的地⽅，也沒有能讓我陪⼤家去遊覽。這點是我個⼈⼀直感到歉
疚的。還有，這次環島不幸遇到颱風，團中的開⽀超出了預算多
多，以致送給⼤家的⾞旅費也太少了，有的甚至不敷應⽤。但這是
不得⼰的事情，要請⼤家原諒！還有，我這⼀分⽇記是在忙裡偷閒
中寫成的，掛⼀漏萬，在所難免。假如有⽂字不妥或記載⽋詳的地
⽅，敬請⼤家多多原諒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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