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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 (選送生獲補助年度、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中文姓名、前往國外實習國家、國外實習機構名稱、國外實習考評

成績或評語及短片時間及標題)  

獲補助年度 105學年 

系所、年級  佛教學系  碩三班 

中文姓名  釋修萬 (毛琳媛) 

國(境)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中國 敦煌 

國外實習機構 敦煌研究院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一、 緣起  

有鑑於敦煌石窟對於佛教研究之重要地位及本校與敦煌研究院之良

好學術交流關係，特別安排本校師生至敦煌研究院實地見習，以「佛教

藝術的創新與應用」為學習主軸，透過敦煌豐富的佛教藝術石窟考察、

系列專題講座與主題組別交互討論，期能培養具弘傳佛教之宗教師，與

達成培育佛教研究人才與教育師資及促進國際佛教學術界、教育界交流

合作。 

除敦煌石窟外，其周邊擴及過去西域商貿之重要絲路沿線，實地至

古時佛教傳承之路線與古寺見習，並沿線至炳靈寺石窟、麥積山古窟，

透過同行專家學者定點講解作深入考察與見習，期能讓本校學生們將所

學經典透過親身閱歷轉化為材，以利漢傳佛教之研究與弘化。 

以上是本次參訪考察團成行的緣起，至於修萬個人與此行的因緣，

乃因末學曾親近隨學於陳清香老師，在佛教藝術這堂課中深受啟發，感

動於絲路石窟所保存的佛教歷史及禪修方法的演變遺跡，特別是因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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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佛教藝術這門課中報告過炳靈寺，故希望在諸位學者專家的帶領

下，親臨其境。末學亦曾受教於果慨法師，深受法師道心感動，相信在

法師的帶領下參訪絲路，絕對是有與一般旅行團不同的經驗，因為那是

蘊含宗教情操的旅程。願與眾賢共遊佛地，同沐恩光。 

二、 國(境)外實習機構簡介  

敦煌研究院是國家設立的負責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保護、管理和研究的綜合性專

門機構。 

敦煌研究院位於中國甘肅省敦煌市莫高窟北區與南區之間，其前身

為常書鴻、徐悲鴻、梁思成等人籌劃並於1944年獲得中華民國教育部批

准建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目前它是中國負責研究、保護、管理、

宣傳和開發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的科研文教機構，同時也是中國國

家古代壁畫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依託單位。 

1984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院內設保護研究

所、考古研究所、美術研究所、敦煌遺書研究所、樂舞研究室、資料中

心、接待部、攝錄部、編輯部、辦公室等十部門，成立學術委員會。1986

年，成立的榆林窟文物保管所，由敦煌研究院代管。1994年8月，成立敦

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1994年12月，敦煌遺書研究所更名為敦

煌文獻研究所。 

 

 

 

 

 

 

 

      圖：敦煌研究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3%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82%83%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AB%E9%AB%98%E7%AA%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8%E4%B9%A6%E9%B8%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90%E6%82%B2%E9%B8%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1%E6%80%9D%E6%88%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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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境)外實習機構之學習心得  

「佛教藝術流轉迴映——古絲路、敦煌、深度覓行」參訪考察團歷

經一年多的規劃、籌備，以及兩階段共六天的行前培訓課程，於三月二

十日啟程，由果慨法師帶領一行人共三十四位，首站前往「敦煌研究院」

進行莫高窟、榆林窟考察及學術交流，受到王旭東院長、張先堂副院長、

文創中心陳海濤副研究員、考古所王惠民研究員及敦煌研究院上上下下

全體的熱情款待與深度交流。 

 

 

 

 

 

 

 

 

 

 

 

圖：與敦煌研究院同仁合影於敦煌研究院之文創中心 

 

「佛教藝術流轉迴映——古絲路、敦煌、深度覓行」參訪考察團分

為四組：經教修行組、佛教藝術組、建築藝術空間及數位媒體組，共 34

人。考察計畫是依循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二十多年前親臨絲路的足跡

重訪敦煌。此行除石窟考查之外，尚在敦煌研究院聆聽了五場精彩演講。

敦煌研究院四位研究員在文創中心作了四場精彩的講座，分別是：敦煌

研究院院長王旭東研究員之《敦煌整體價值與保護》、副院長張先堂研究

員之《敦煌古代佛教三寶供養與“經像瘞埋”—兼談莫高窟藏經洞的封

閉原因》、考古所王惠民研究員之《大方等陀羅尼經的信仰與圖像》、文

創中心陳海濤副研究員之《敦煌藝術經典的數位闡釋與文創發展》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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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專題演講，從石窟歷史研究、壁畫圖像研究、石窟保護及數位媒體闡

釋與文創發展等各方面向法鼓山的師生們講述敦煌石窟藝術的保護、研

究和弘揚。 

除了以上四場講座之外，敦煌研究院亦邀請果慨法師為敦煌研究院

全院職員作了《法華經與改變的力量》的講座。果慨法師今日代表法鼓

山對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及職員們以法華經為主題進行一場演講。果慨

法師首先提示佛學與學佛的差異，何者謂佛、如何自覺、找到自己，而

非心外求佛。另提到什麼是方法，並為研究院的大眾介紹了自己的師父：

聖嚴法師。 

果慨法師概介法華經，內容包括：本經地位、本經組織、各品之精

要剖析等。法師亦提點出法華經的三大概念： 

１. 你怎麼想？這決定了你會怎麼做，及其結果。 

２. 逆行菩薩善知識的概念。逆行菩薩的殊勝處，就在其給予了逆

境，才讓我們能去練習方法，從而才會有心力去找回自己的本來面目 

３.含容一切之平等概念：王之所以為王，是因其謙下包容無有極限，

故含容廣納了一切，因而為王。而包容的三個層次是：隨喜功德 、隨緣

消舊業、來生緣。 

果慨法師亦說明了法華經的弘通三軌，是：大悲心、柔和忍辱心、

一切法空。最後講述了現象與實相的關係，以及法華經的『用 』，即如

何修持、如何真正在生命中活出佛的精神和品質，鼓勵大眾都做個淨化

人間的種子，讓自己成為一座活的法鼓山，猶如來迎觀音一樣，走出法

鼓，把平安帶到人間。 

講座結束後，陳海濤老師代表大眾向法師請問禪修方法，顯露出敦

煌研究院大眾對禪修濃厚的好樂之心。大眾最後在果慨法師的帶領之

下，實際體驗了一場美好的放鬆禪，開啟了敦煌研究院禪修的法緣，圓

滿了這一場充實的交流。 

除了講座之外，我們亦參觀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莫高窟數字

展示中心是世界上第一個將石窟藝術通過數位技術虛擬實景再現的體驗

場所。其觀影區內部空間是「球幕影院」，整個穹頂是 360 度無視角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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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銀幕、椅座符合人體工學之姿勢及仰角。數字中心使用國際上最先進

的無縫拼接技術，並利用現代數字信息技術全面採集與保存敦煌莫高窟

壁畫圖像，播放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和虛擬漫遊洞窟的《夢幻佛宮》

兩部 20 分鐘數字電影，讓遊客體驗觀影如臨境。「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

藉數字電影以分散了敦煌莫高窟的超負荷人流量，縮短了遊客待在石窟

內的時間，減輕了石窟因長時間開放而受到大量遊客所製造出的二氧化

碳的嚴重傷害，並且把石窟內的藝術精品移出石窟，運用科技將壁畫雕

塑化現到數字中心球幕影院，用更清晰的更絢爛的方式，將敦煌的藝術

珍寶呈現在世人面前。這樣的一個數字影片方式，同時嘉惠了遊客的感

官體驗和文物保存。「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它以高度的現代科技和人

文素養，將現代人和千年美術館產生了親切的聯繫，又實際的維護了沙

漠中的明珠：敦煌。 

關於實地到莫高窟石窟內考察的情形，以下介紹幾個石窟： 

276 窟為隋代窟，佛龕頂上可見雙佛並坐壁畫，特殊之處是二佛不是

坐在佛塔中，而是在小寶塔兩側對望而坐。277 窟亦隋代窟，特色是雙層

佛龕，呈現雙層遞進的關係。 

285 窟屬西魏時期，有清楚榜題標明大魏大同五年，推測為東陽王主

持開鑿。為保護此藝術珍寶，本窟平日極少對外開放，吳素珍老師來此

服務 10 年也只進來過一次。此窟以『禪』為主題，除主尊佛像外，兩壁

皆是供禪修的小禪窟，禪窟內壁則繪有單尊佛像或千佛，且有僧人在小

禪窟內坐化的紀念遺跡，小禪窟上方壁面亦佈滿僧人林中禪修的壁畫。 

285 窟最醒目的壁畫便是 500 強盜成道圖，該主題具政治警示意味，

與南北朝常有農民起義有關，暗示惡賊退散，歸順中央之喻。另外此窟

亦有印度教護法神之壁畫內容，故此窟壁畫同時具備印度教及中原風

格。壁畫中出現比丘、比丘尼領衆供養，窟頂則出現中國民間神祇，如

伏羲，女媧，風神雷神等，亦見道教護法神天皇、地皇、人皇，及印度

佛教護法神等，故其兼具中國民間信仰、道教及印度佛教信仰。285 窟值

得一提的特殊之處，是見到戒壇的遺跡。 

303 窟是一中央方柱窟，具特殊的仰蓮須彌座。中央方柱四面皆有佛

像，以供繞佛經行；上方壁畫乃法華經變普門品的內容，如離七難、滿

二求、滅三毒，及三十三應身說法等。390 窟亦隋代窟，此窟亦稱華蓋窟，

因四面都是佛說法圖，每一佛均有華蓋、各個不同，四壁圍繞共 53 尊，

我們推測可能與 53 佛懺法有關；另外，二壁有兩大尊觀音坐像，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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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為觀音施餓鬼，我們也推測可能與周圍 53 佛之懺法有關。 

從各窟中之服飾及器物、建築背景等，都可觀察到古代生活、文化

及藝術形式，乃至中國在當時與外國的政治關係、文化互動等等。 

 

 

 

 

 

 

 

 

 

 

 

     

 

 

 

 

 

 

 

 

 

 

 

 

 

 

 

 

 

圖：修萬與見恒在莫高窟九層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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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團員們實際進入莫高窟內考察珍貴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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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實地考察石窟，聆聽敦煌研究員演講，以及參觀數字中心之外，我們

也參觀了敦煌的「文物陳列中心」。 

「文物陳列中心」主要介紹莫高窟的歷史沿革、開窟原因、開窟工法、開

窟人的身分類別、各種窟之形制功用、塑像之材質及塑造步驟，乃至於修復搶

救莫高窟的歷程，並以照片展的方式介紹了使莫高遺珍能重現和保留於世的貢

獻者等等。 陳列中心以圖、文及實物並茂的表現方式，對觀者做出詳盡而深入

的解說。 

此陳列中心之獨到處，便是以1:1之比例打造出8個別具特色的「複製窟」，

分別是 3、27、217、249、275、285及419窟。複製窟內，不但莊嚴且絕妙逼真，

更在各窟內列有鉅細靡遺的實景解說，故複製窟是非常值得佇足細覽之地。複

製窟的重要功能，除提供參訪者莫高石窟藝術、文化及歷史脈絡的豐富資訊，

讓參訪者對莫高窟有進一步認識外；更擔負了保護莫高窟的功能，因為參觀莫

高窟的人數連年攀升，參訪人所呼出之二氧化碳已達使莫高窟無法負荷而產生

破壞的狀態，故複製窟能在參觀旺季達成紓解人潮、保護珍寶之功用。只可惜

複製窟內近年來規定不許拍照，稍感遺憾。 

 

 

 

 

 

 

 

 

 

 

 

 

 

 

 

 

圖：文物陳列中心的莫高窟塑像製作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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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敦煌莫高窟及敦煌研究院，我們也很幸運的參訪了屬於敦煌研究院所

管理的「安西榆林窟」。 

 

 

 

 

 

 

 

 

 

  圖：團員們在荒漠中向榆林窟前進 

 

 

 

 

 

 

 

 

 

圖：榆林窟一景 

抵達榆林河兩岸的萬佛峽，負責接待我們的解說員曹老師，一開始便向我

們分享其多年前曾讀過聖嚴師父《雪中足跡》，早已深受觸動，今天收到通知

要接待我們之時正在讀誦金剛經，曹老師很歡喜地告訴我們，能在榆林窟與法

鼓師生相見，一定是多年來誦經而得的福報善緣。大眾亦為曹老師的真誠及此

法緣而歡喜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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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榆林窟，方知西夏時期的壁畫精品全在榆林窟。榆林窟的每一窟都令

我們大為驚豔，窟窟皆是絕世精品，令人有進入重重勝境之感。所謂絕世精品，

絕非溢美之詞，榆林窟由於位於瓜州，乃當時西夏王朝之政治中心，開窟者多

為皇室王侯、地方望族或首長，均傾一方之力來開窟造像，動用之資金與人力，

相較於同時期的莫高窟，更為宏偉精良。 

 

 

 

 

 

 

 

 

 

 

 

 

 

      圖：作者於榆林窟前留影            

圖：團員依據進入榆林窟 

 

榆林窟的藝術珍品，以「壁畫藝術」為最，在唐代至元代的佛教石窟中具

有極重要的地位。以榆林窟第2窟為例，保有西夏時期全中國最莊嚴之遊戲座水

月觀音，可說是後世歷代水月觀音像之臨摹首選。第3窟則保有結合了線描工筆

技法和水墨山水於一圖之文殊及普賢菩薩，圖中並以主題人物之眼神交流形成

完美的三角結構，此圖展現了西夏壁畫藝術驚人的高超水準，其線條在複雜中

見細膩，其色彩在強烈中顯雅緻，在莊嚴寧靜中表現出動態感，華美而莊嚴，

鎮攝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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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壁畫的特色之一，便是布局十分對稱，且內容複雜而豐富，例如第3

窟正壁左右兩邊各是11面88手觀音，以及51面42手觀音；南北二壁則各是左右

曼達拉，中央是淨土變。另一特色，便是受到藏傳佛教影響不小，好幾窟都可

見到五方佛的壇城塑像或窟頂；15窟則可見到臉是藏傳風格、身軀是唐代中原

風格、裝飾是印度尼泊爾風格的財寶天王；此外，尚可在榆林窟壁畫榜題中，

見到許多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如吐蕃文、回鵠文，乃至敘利亞文等，在在展現

了多元文化融合之特色。 

 

 

 

 

 

 

 

 

 

圖：俯視榆林窟 

而第5窟是大臥佛所在地，亦是榆林窟象牙佛的發現地。為守護此象牙佛，

歷代以來四位道長為其殉難，此象牙佛由兩部分組合而成，合起時外觀為普賢

菩薩，打開則為是微雕之佛傳故事，細膩的包含了400個以上之人物，此象牙佛

雕現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榆林窟的建造歷史、彩繪與雕塑之題材內容，以及藝術手法，與莫高窟有

密切關係，是莫高窟的姐妹窟， 故可同稱為「敦煌石窟」。 

 

 

 

 

 

 

 

 

         圖：榆林窟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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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境)外學習之生活體驗  

此次探訪石窟首要的體驗，即：從書本、從圖片、從講解中去學習，

是基礎的方式，但無法取代跨越距離後那親臨實境的體驗。就如同佛法

或禪修，文字般若是學習的指引，但親身實踐的那一剎那，才是佛法和

你產生關聯、生命產生質變的開始。 

從照片或螢幕上去了解石窟，遠遠不同於與千年前的佛像面對面的

近距離接觸，那是一種超越語言文字的情境。霎那間現代的你和無數古

代的因緣相遇，猶如等待了千年的奇跡。一尊尊的古佛靜靜的停佇在幽

暗的窟內，若無人來開，祂便等待。像是一個千年的悲願，無人知曉。

然而千年後的你打開窟門的剎那，陽光置換了黑暗、照亮了諸佛的慈容，

悲願的光明，一時間為你而開。 

親臨石窟，你能感受到奇妙的連結：在同一個空間下，曾有多少修

行人在窟內滌蕩心志專誠求法，又是多少的工匠披星戴月挑燈繪鑿？多

少的春夏秋冬，數不盡的人事更迭，卻一代又一代的，接棒似的藉著無

數不同身分的人們，通過石窟群傳遞出超越出人世間的希望。於是，站

在這裡，你也成為石窟傳法的一員。在跌宕奔流的浩瀚時空中，錯綜複

雜的因緣網絡裡，走進石窟的那一刻，就與無數曾在同一空間裡的人們

交流相遇。生命的情感與壯麗，從繪畫雕塑躍然而下，進入你心。石窟

內所沉潛蘊含的，豈僅止於絕美的工藝，而是一代一代在這空間裡所留

下的訊息，是這些訊息讓石窟內充滿豐沛飽足的能量、為世間種下善根。

而如何能從書本中、從課堂上，獲取到如上所述的體驗？那是無有可能

的。這正是為什麼我們從山明水秀的法鼓風塵僕僕來到黃沙滾滾的大漠

之原因，這正是境外學習珍貴的理由。荒煙戈壁裡，冷冷石窟中，你卻

感受到了佛菩薩和古人的溫度、菩提心的震動。就像「敦煌研究院文化

創意研究中心」那句讓我深為觸動的 slogan：「慈悲能乘載，智慧能溝通，

美能成就。」 

此行亦受囑擔任帶領大眾課誦共修的執事，第一次在遊覽車內和全

車的團員虔心共修，是一個感動的體驗。在長長的旅程中，你可以聽出

來，梵唄聲將大眾的心凝結在了一起。這是共修動人的力量。更為難得

的體驗是，在莫高窟九層樓的千年大佛之前，我們恭謹排班做了一次早

課，還念了佛教學系的院訓。在莫高充滿動亂的歷史中，我們是何等幸

運的在那雲淡風輕的光明晨曦中做了一次安詳的早課。就如果慨法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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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莫高窟大佛前，有這麼多人一起做早課，這是千年以來的第一次

吧！」無論這是否是千年來唯一的大眾早課，這確實是我們全體團員穿

越輪迴重逢於此的一次早課。在九層樓高的千年大佛之前，許多團員乍

聞梵唱起腔即淚下，這般悲欣交集，或許是因為，整個莫高窟累積了萬

古長空的願力，與我們一朝風月的虔誠互感，產生了共鳴吧！ 

 

 

 

 

 

 

 

 

 

 

 

圖：全體團員於莫高窟九層樓大佛前早課 

 

五、 國(境)外學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一、啟動合作契機 

  法鼓文理學院與敦煌研究院素來有良好的研究交流，經過此次參

訪，更加堅固了彼此之間的學術情誼。同時更因本團實際前往敦煌研究

院，在多天的互動之中，彼此更進一步的了解雙方的優勢及需求，迸發

將來合作的契機。法鼓文理學院在佛教教理、儀軌，以及佛教語言方面

有卓越的能力，而敦煌研究院則是在藝術、歷史方面具有長才。敦煌研

究院方面十分注重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發揚。在這次的交流互動之中，兩

個優秀的研究機構雙方都看到對方不可取代的價值與優勢，彼此之間都

有共識，致力於將敦煌和佛法的自然而然帶到現代社會生活之中。如同

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在演講中所提到的重點：「保護是基礎、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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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弘揚傳承是目的」，因此，雙方若能合作將有著不只是相加而是

「相乘」的效果。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樂見並願意促成法鼓與敦煌研

究院之間開放長時間實地研究課程，並引頸盼望法鼓文理學院優秀的學

子能夠加入敦煌的研究團隊，敦煌需要代代傳承的新血。王院長多次熱

忱表示：「敦煌的大門永遠為大家而開」！ 

 

 

 

 

 

 

 

 

 

 

 

 

 

       圖：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受贈紀念禮品 

 

二、四組考察，融合啟發 

本次境外學習的團隊，不但有六天的行前準備課程，同時特別細分了四

組針對不同的方向著重考察。故本團同時可以吸取四組的學習精華。以下簡

述各組學習心得。 

一、經教修行組 

  本組參訪石窟的重點，有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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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研究：研究石窟內特定一尊或一舖的造像，說明造像的內容、位

置、特色、風格及變化等，以作為了解整個石窟結構的基礎。 

◎義理禪法：基於上述圖像的研究，說明其背後的經典依據、義理含義

及其觀修運作或可能的宗教儀式，以還原石窟原本的功用。 

◎宗教學史：探討圖像所可能蘊含的深層背景。 

◎認識各窟內之主尊佛菩薩、修習之經典及法門等。 

◎增廣見聞，開拓視野，培養佛教藝術氣息及增長宗教情操。 

◎進入窟後，放鬆身心，並隨時觀察身心覺受，學習有效記錄分享。 

 

本組進入敦煌石窟，除了對以上各點著重觀察之外，本組檢討參訪了敦

煌的石窟之後，到底對「經教修行」這個主題有什麼增益。討論後，我們提

出了「法鼓窟」的概念。我們探討：絲路上的石窟群，先人們所留下的到底

是什麼？對世界的改變又是什麼？最終我們認知到，不僅敦煌擁有世界遺產

的石窟，其實法鼓山亦是世界上珍貴的一窟，處處都是珍貴的石窟，不論到

哪兒，我們都該用參訪石窟那種專注和虔敬的心情去觀察、去體會。我們更

應該把自己變成一個「行動石窟」，把石窟內所傳達給世人的概念和感動，通

過自己的身口意，讓接觸到我們的人們，不用奔波至敦煌就能感受到敦煌的

美、佛法的悲智。 

二、佛教藝術組 

佛教藝術組提出各人進入洞窟中身心的變化，乃至於藉由觀察藝術而放

下對見地的固有成見，從藝術的角度出發，卻聽見內心聲音、貼近佛法的歷

程。佛教藝術永遠不僅只是藝術，而是一種動人的精神，以圖像或雕塑將之

傳遞給世人。 

三、建築藝術空間 

建築空間組提出以下幾點： 

 建築空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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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窟 

形制多樣，如中心塔窟、殿堂窟、禪窟等等，以功能為

前提來開發石窟。 

 寺院 

有如瞿曇寺那般幽靜的木構寺院、塔爾寺那樣的藏式形

制、法門寺的現代風格。 

 氣氛與燈光：營造出建築空間想呈現的效果 

 材料的溫度：泥塑、木構、石材 

 建築空間數位化： 

敦煌數字中心運用現代科技將世界文化遺產數位化，同時達到「保

護與共享」的兩大效果，值得深入學習。 

四、數位媒體組 

數位媒體組提出，在觀察石窟豐富的內容之後，希望運用多媒體科技將

敦煌的佛教藝術元素用於法會之壇場設計、多媒材空間佈置，吸取古佛教藝

術精華，呈現具當代人文氣息、現代藝術、數位科技的法會空間；提供現代

人一個更莊嚴、更環保的共修場域。 

例如：我們水陸法會小巨蛋的設計，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進步，可將敦煌

的古代藝術形式帶到小巨蛋的空間布置及感官特效。如小巨蛋的四壁可以應

用多媒體投射出敦煌千佛等。 

 

六、 感想與建議  

感想： 

參訪敦煌之後，很大的啟發是：在絲路的石窟群中，古人用「當時最優

異的技術」，試圖將佛法的莊嚴神聖、修行法門的方式等等留置在人間。而他

們確實做到的，千年的壁畫塑像，在今日仍然觸動啟發著我們。那麼，身在

現代的我們，又應該如何接上古人的悲智之棒，用最適合的方式去體現佛法，

努力把我們感受到的敦煌精神傳承下去呢？這是個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回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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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是必須深思熟慮的議題。在數位化科技的今天，我們如何能讓佛法貼

近人心，特別是貼近「後人」的心，是每一位菩薩行者的責任。 

此行參訪，某些石窟必須攀爬的山壁和石穴隧道。其崖壁之險峻、洞窟

內隧道之原始、陡峭、窄小，乃至於某些區段全然幽暗無光，讓人強烈感受

到古人修行之不易與其道心之堅固。在攀爬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必須步步真

實踏穩，才能再跨出下一步，否則即有粉身碎骨之險。可說古人非但是登上

洞窟禪坐為禪修，現實生活中踏實走穩每一步，是為真禪修。 

此行最令我們感動和難以忘懷的，是法鼓山水陸小組一年來孜孜不倦的

努力成就，及學校的支援，乃至於敦煌研究院全體同仁的護持，和全陪領隊

薛一誠菩薩、所有導遊菩薩、司機菩薩為了讓我們圓滿全程，費盡一切心力、

人脈，不懼任何辛勞危險，一步一腳印的帶領我們走完全程的感動。所有的

成就者，他們的柔軟、負責、熱忱、堅毅、善良，乃至於對我們點點滴滴的

愛護之情，讓我們感到，這一場古絲路深度覓行，全程護衛著我們的，除了

觀世音菩薩，還有 16 天以來一位又一位接棒陪伴、呵護著我們的真身菩薩。

能與這些人間大菩薩們相遇，或許是我們所參訪最美的一窟，也是我們走出

的人間新絲路。 

 

建議：學校的選送出國實習方案，於公告同時列明「實際補助金額」，

以供學生事前斟酌、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