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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泰隆
八、周老師隨帶Valium出席世界
佛教大會

原來 周老師 患 有 高 血 壓，夜間
經常機能性失眠，中夜醒來，這
樣會 影 響第二天作業的。周老

民國五十一年，我在金門野

師 擔 心出 席 世 界 佛 教 大 會，議

戰醫院服預備軍官役，除每天數

程緊 湊，深 怕緊 張 壓 力會 使 他

饅頭、聽炮聲外，無所事事。我

睡不好覺。當 時 我 正 在 推 廣 一

早晚帶著那本小冊佛經跑到碉

種名叫VALIUM的最新鎮靜劑，

堡上去，朝念《觀世音菩薩普門

具有促進安眠的作用（Psycho-

品》，暮念《佛說阿彌陀經》，

somatic Relaxant），它不是

日子就在這樣平心靜氣下過去

巴比妥類安眠藥，沒有宿醉副

了。退伍後，經過好長一段日子

作用。我就建議周老師帶些樣

的 南 征 北 討，走 遍台灣 每 個 角

品去，以防萬一。周老師開完會

落。一九六五年間，我就職瑞士

回國後，看到我很高興，好在

羅氏藥廠，有一次自台中赴台北

帶了VALIUM，讓他有充足的睡

開會，順便拜訪周老師，老師正

眠，精神很好，使這次開會很

為出席世界佛教大會煩惱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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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我們證婚並贈對聯

家，以素宴供奉周老師和師母，
當晚蓉英姊、禮來公司同事，及

52∣

民 國 五 十 六 年（一 九 六 七

我倆同學、劉勝欽兄都出席了，

年），我 在 美 國 禮 來 藥 廠 桃 園

卻偏偏忘記恭請台中的朱斐居

廠與素勤相識，隔年結婚。當

士，使得他後來見到我有點責備

時正逢開廠之際，公司業務很

似的，實感抱歉。我以為擺幾桌

忙，我們沒有多少天假期。我

素菜吃吃，皆大歡喜就大功告成

們採行傳統婚禮，返回老家舉

了，沒想到周老師卻當成非常盛

行。由於幾年來的積蓄均奉養

大的宴席，當我倆匆匆由桃園趕

父母親！也買了六佰坪附有四

到功德林時，周老師就已經安排

合院的庭園，給父母安養天

好一個小型的禮堂，中間掛著紅

年。結婚時，又一味地想靠自

色大「囍」字，紅燭高燃，旁懸

己籌錢，一時之間甚為慌張。

對聯「泰運良時隆情嘉耦，素心

當訂婚前我到周老師住處時，

奉佛勤業興家」，真使我倆大為

周老師知道我的困境，竟喜哈

驚喜，感動不已。周老師的慈悲

哈地表示沒問題，明天就代我

喜捨，惠我良多也。當晚還補行

準備全新的拾圓券，共新台

台北市蓮友念佛團所製訂的佛教

幣壹萬貳仟元，讓我帶去當聘

結婚儀式，由周老師當證婚人，

禮。我告訴他，女方只要求

他特地帶印鑑來蓋章，使我這分

擺個樣子就得了，隨即會退還

結婚證書倍形珍貴。由於席上有

的。後來訂婚只吃喜餅，聘金

美國禮來藥廠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我就如數退還給周老師。婚後一

Mr.GIDDENS，周老師以國語介紹

星期，我倆拜訪周老師，表示愧

後，還意猶未盡地以英文複述，

疚，沒能請得周老師駕臨老家參

我 倆 站 著 聽，很 是 感 激 涕 零。

加喜宴。為表示內心的感謝，就

婚宴精彩非凡，素食美味（由於

在台北信陽街「功德林」素食之

周 老 師 的 關 係，菜 做 得 特 別 精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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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客廳正面，擺
設小佛堂，早晚禮
拜，自那時起，我
就早晚燃香拜佛，
除非出門在外，否
則從未間斷。八
年後（一九七八
周宣德居士應中華佛教居士會邀請，於蓮雲禪苑專題講演

年），由於立業與
孩子學區的關係，

緻），賓主其樂融融，此情此景

我就搬到忠孝東路四段，房子大

只有天上有。

一點，公司還可設在隔壁。這
時，周老師還送我一幅印光大

十、安居立業贈佛像

師鑑定過的大張「西方極樂世界
莊嚴圖」（現在這幅極樂圖仍掛

一九七○年，我在台北八

在家四樓佛堂正中央上）。我仿

德路購置了小房子，長女出生沒

效淨廬佛堂，訂製中間有卍字的

多久。周老師知道我們雙喜臨

大型供佛桌，正中間上方懸掛著

門，特地送了個紅包給長女，袋

「西方極樂世界莊嚴圖」，左方

上親書「福壽康寧」，又打造了

供奉「大悲觀世音菩薩」像，右

一對「福祿壽」的金戒子賜給長

方是「張氏歷代祖先神位」。一

女。當我入住新居時，周老師送

切就緒後，有一天傍晚，周老師

我一幀香港印製的彩色「千手千

和周師母出其不意地散步到我家

眼大悲觀世音菩薩」像，慈祥莊

來，要看看家裡的佛堂，還要替

嚴（這幀佛像現在還掛在家裡二

佛像開光。周老師站在佛菩薩

樓，我早晚均行十跪禮拜，時過

前，上香禮拜，口中念念有詞，

已四十一年了）。周老師叫我

不一會兒大功告成，我和內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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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著周老師和師母從家裡邊走邊

和兩通長途電話。頭幾年，在春

談，回到周老師府上附近。

節前常常互寄賀卡問候平安，有
一次周老師在信中附了一張美

十一、周老師赴美靜養

金支票，說是給我三個女兒的紅
包，隆情盛誼，女兒長大後當更

54∣

由於藥廠必須實施GMP規

感念！我回信告訴周老師，紅包

範，我在台北南京東路的廠房無

我收了，但支票不會兌現，當

法擴充，不得不赴台中工業區購

它作手筆紀念。另一次，周老

地另建新廠。一九八○年，正當

師來函告訴我，范進福兄介紹

我為建廠事件北中雙向奔跑時，

一位留美心臟科專家照顧他，

周老師到美國南加州去了。周老

開了兩種藥，名叫Isodil和

師晚年除高血壓、失眠外，還併

Catapress，向我索取有關這兩

發有心臟肥大症狀，必須赴美就

種藥的進一步資訊。為了給周

醫靜養，在蓉英姐的再三催促

老師完全正確的答覆，我就將美

下，毅然出國。當時我潛意識判

國醫師手冊PDR上有關這兩種藥

斷，周老師之所以赴美，一來女

的作用、副作用、注意事項、用

兒怕他留在台灣，每日為慧炬工

法用量、適應症等抄錄給他，讓

作過勞，會使病情加劇；二來周

周老師能完全明白，信中只說這

老師也看準美國佛教興盛在望，

兩種藥是當今美國最常使用治

很想到美國另展新猷。後來，周

療高血壓和心臟病的合併用藥。

老師在美國創設南加州慧炬社，

一九八七年冬，周老師打來長途

經常舉辦講演會和念佛會，使異

電話，問我目前在台中的情況，

邦華人能獲佛法甘霖，證明我當

末了還叫我寄給他全家福照片。

初的猜想沒錯。

我就在家前庭院照了一張全家

周老師在洛杉磯近十年間，

福，在二樓照了一張大悲觀世音

一共給我兩封信、一張美金支票

菩薩聖像，也在四樓佛堂照了一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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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告訴他，慧炬社和台大晨
曦居士林合辦的第二屆大專
佛學社團幹部研習營需要一
筆很大的開支，希望我連絡
勝欽、森滿兄幫忙湊一湊，
他在那邊也湊湊，使這項深
具意義的活動能功德圓滿。
我問周老師大約要多少才足
周宣德居士舉辦「慧炬粥會」，邀請教界長老大德開示、專題講演

夠，他說膳宿費十萬元。我
當下就一口答應全部由我捐

張西方三聖像寄給周老師。我告

付，默默中我發覺周老師的焦慮

訴周老師，現在藥廠執行GMP，

與不安消失了，似乎放下了心中

精神壓力大，俗務又忙，但「西

的一顆大石頭！為了感念周師母

方極樂世界莊嚴圖」和「大悲觀

的恩德，並讓周老師安心與欣

世音菩薩」聖像，依然供奉在佛

慰，我就刻意麻煩席老師把這筆

堂！並且朝暮禮拜，課誦不輟。

錢先捐入「淨行獎助基金」，再

我想周老師一定放心他辛辛苦苦

轉撥七月舉辦的「大專佛學社團

播下的幾粒菩提種子，不致於枯

暑期幹部研習營」之用。

萎吧！
一九八八年夏間，是周老師
打給我的最後一次長途電話。有

十二、周老師是一位全天候的淨
勤行者

一天清晨，當我在四樓佛堂做早
課時，忽然內人在樓下說周老師

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

打電話來，我趕緊在四樓接聽。

的《慧炬》雜誌上，看到他以

經過一陣寒暄後，我發覺周老師

九十一歲高齡，代表中國佛教會

有點焦慮不安，他說台北慧炬

出席在美國西來寺舉行的世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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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這是

師是一位「慈悲喜捨」、「無相

我看到周老師最後一次參加公

布施」的菩薩，他有異乎常人的

開活動的照片。自從周師母於

「報恩心」，一天廿四小時淨行

同年一月二十三日往生後，周

菩薩道。

老師的起居生活比較不方便，

周老師有一次車禍，頭部受

身體瘦了許多。沒想到不多

傷，自己偷偷入院靜養，安心念

久周老師就走了！先父兩年前

佛，並不追究肇禍青年。周老師

（一九八七）逝世，就是在同

一生弘揚佛法，最喜歡看到大專

月同日同時辰（農曆七月一日

學佛青年結成眷屬，經常顯露童

下午八時）。真巧啊！今後每

心無邪的歡喜相，樂意當證婚人

年農曆七月一日，我正好可以

並且蓋章。周老師財施、法施最

同時準備素席，在佛菩薩前一

喜無相，捐款不計其數，而且常

起供養供養他兩位老人家。

是最大筆者，卻以別名布施。周

綜觀我的學佛歷程，自民國

老師自奉甚儉、粗菜淡飯，喝白

四十七年與周老師認識，到民國

開水，大都吃麵條，不挑食而很

七十七年周老師給我的最後一

快就吃完。

通長途電話，恰好整整三十個年

周老師在台灣的三十餘年

頭。每當夜深人靜！常常想起周

間，家裡沒有電視機，訂的是

老師給我們的恩澤，心裡有無限

中央日報，每天全心全力投入

的懷念！師恩浩蕩，山高水長。

慧炬，晚間常到處聽經，有空

我深深體會周老師的言行，他

時連瞌睡也在念佛，長久以來

是一位全天候的淨勤行者，縱

均與師母分房而睡，大概我是

觀當今台灣居士，除台中李炳南

少數能直入他書房兼臥房的人

老師之外，實無人出其右了。周

之一。他眼睛不受報章和電視

老師告訴我？他受過菩薩戒，要

的污染，心中常存淨念，把周

行菩薩行。卅年來，我感覺周老

遭一切當成有恩於我，美好無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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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由周老師的言行印
證，才體會周老師原本「報
恩心」非常深厚，每當過
年，無論誰送禮給他，周老
師不是加禮回送，就是轉送
別人，所以常看到周老師的
禮是兩件式的。周老師大概
想民間利息是三年一轉吧！
周居士伉儷

要不然怎麼會本金是我的
呢？這一急之下，推也推

缺，所以從未看到周老師發怒

不掉，所以我就請席老師轉入

過。除弘法利生外，周老師沒

慧炬帳內，稱周老師捐贈的。

有任何娛樂！真是勤於淨行，

自此之後我就發心每月捐助慧

自得其樂了。一九七五年間，

炬，以持續周老師的願力。

我籌設衛達公司，銷售西藥，

周老師往生淨土了，這是

並不製造。有一天周老師說有

無可懷疑的，周老師生前念佛專

一筆私人儲蓄新台幣壹拾萬

勤，達於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的

元，想要多生些利息，全數供

「神念」境界，同時發願接引大

慧炬社日常開支，偶而也可補

專青年學佛，他在師母往生後曾

貼工作人員的車馬費，我想這

撰《遍復茲素大德長者及各佛教

是善舉，就接下來，刻意按民

團體蓮友》說：「爾後凡屬自利

間利息付給慧炬，這樣持續了

利他之行，在三寶加被下，當仍

好幾年。等到周老師赴美後，

精進不懈，命終必求往生淨土，

台北席老師特別轉來周老師的

乘願再來，以符眾望。」周老師

吩咐說，這筆錢是給我的，我

信願行，三資糧具足，善根福德

一聽之下不知何意？經過一番

因緣圓滿，今已安詳往生，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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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願再來。三十年的佛緣，成就

此部《金剛經講義》是江味農居

了我的一切，「誓願乘佛慈力，

士傳世之作，自民國三十一年

勤加修持，同登極樂」，世世常

（一九四二年）流通以來被譽為

行菩薩道。

歷年來《金剛經》註釋中最完善
之註釋本。發揮般若要旨，既詳

後

記

且盡，又復旁通諸大乘經，闡發
勝義。因周老師之贈書，有幸得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年）

58∣

讀其文，不勝歡喜讚嘆。

自台灣大學醫學院藥學系畢業

《金剛經》中「即非」

後，將返南部家鄉時，旋即再度

與「是名」並舉之經句甚多。

前往拜訪周宣德居士。承蒙周老

例如：如來說三十二相，即非

師送給我一本《金剛經講義》精

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所言

裝本，為一九四二年江味農居士

一切法者，非一切法，是故名

遺著。

一切法。如來說第一波羅蜜，

畢業後由就業而創業，經

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

歷無數艱辛，事隔近五十年，於

蜜，等等。經中凡言「是名」，

二○○五年，年近七旬，忽然大

皆約相說，即緣起義說。凡言

夢初醒，瞬覺人生短促，即在工

「即非」，皆約性說，即空義

作中有空時，取閱《金剛經講

說。「是名」是明一切法緣生而

義》，加緊研讀。經五年多次精

幻有，隨緣而無常無定，有即

讀及三次精要擇錄錘鍊，將所領

非有（假有），顯其是即空之有

會之《金剛經講義》精要擇錄整

（假有）。「即非」是以聖智即

理，歸結成十篇心得，每篇經擬

虛妄相，見其真實性，洞然一切

定題目，而後將所擇錄精要相關

法，非有而有（假有），顯其即

者歸在主題之下，如此相信將有

有（假有）之空。空即法性，真

助於研讀《金剛經》者之瞭解。

諦也，有（假有）即法相，俗諦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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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非中，即所謂圓中。如此我
法雙空，四句俱遣，乃為大開圓
見，漸入佛知見矣！
這十篇（金剛經講義精要講
錄）歸在十個主題之下，條列分
明，條條皆般若要旨，若人能
再三研讀，熟記於心，及至甚解
其意時，而能將各條精要擇錄
在回歸於《金剛經》本文之各
周老居士演講神情

經句中，如此便可成就一本《金
剛經講義》之注釋本。而後日日

也。佛以真俗二諦為眾生說法。

精進，研讀並觀照其甚深義趣，

蓋性相本來不一不異，其

則轉凡成聖之日可期矣！各篇

實空、有（假有）亦不一不異

〈金剛經講義精要擇錄〉，經

（此即《心經》云：『空不異色

《慧炬》連載完成後，將再委

（相），色（相）不異空；空

請慧炬代為編輯成冊，集成單

即是色（相），色（相）即是

行本，如此可完整提供更多研

空。』其意同）。法性如如而皆

讀《金剛經》學人參閱，以收

是，何必執一，法相本來隨緣而

融會貫通之功，並將以此慶祝

無定，何必執異。若要於性相深

《慧炬》創刊五十週年慶，並

解義趣，應生無住心，此明生心

以報一九六一年《慧炬》創辦

時即是無住時，無住時即是生心

人周宣德老師當年知遇與囑託

時。如此則有即是空，空即是

之期望與恩德。

有，空有同時並具了。若然空有

張泰隆謹誌

同時，則既無所謂空有，便無所

民國一百年（二○一一年）

謂邊，亦無所謂中，而實實在在

九月二十日

（全文完）

No.570 Dec. 201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