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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從心生，

發願就是發心；

緣從施來，

結緣即是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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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寺活動看版
8/31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8/31~11/3   李晟書畫展 教育修持課程開班（歡迎報名）
8/7        佛光西來學校課輔班開學
8/17       佛光西來學校周六班開學
9/7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團員甄試
9/14       人間佛學院開學（課程：中文禪修、止觀、
 大寶積經、佛事懺儀、走進華嚴、愣嚴大義）
9/18       每周三精進修持－禪修開始
9/21       每周六精進修持－念佛開始

人間書齋
百年佛緣

百年佛緣自序  上
â星雲大師

 序：星雲大師應國史館之邀，口
述了《百年佛緣》；往事歷歷在
目，彷彿又重走了一次動盪的年
代。大師表示，雖然回憶起來不免
辛酸惆悵，卻也體認到，人在大時
代的洪流裡，最需要的是忍耐與勇
氣，這一段貧窮、戰亂與苦難，成
為我人生寶貴的資糧。
 二○一一年（民國一百年）八月
二十三日，行政院文建會在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舉辦一場宗教界聯合慶
祝國家百年的祈福活動，定名為「
愛與和平」，引發我想寫一些百年
來的佛教，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
在此之前，國史館也希望我寫一
部民國百年的記事，由於自己出生
也晚，生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
年）的我，沒有趕上民國初年，倒
也恭逢建國百年的盛會，加之回憶
歷史可以增加生命的長度，我便在
八十五歲，時值民國百年之際，以
殘障老人之身，口述這部《百年佛
緣》，作為國家百年的賀禮。
誕生在戰火中
 我出生在江蘇揚州一個貧苦的家
庭，歷經北伐、中日戰爭以及國共
內戰。記得母親告訴我，我出生的
那一天，適逢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
中正率軍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
傳芳在江蘇會戰的時候，軍隊正在
家門口殺人，我就哇哇落地了。
  十歲那一年（一九三七年），蘆溝
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由於
年幼，不懂得國家大事，也不知死
亡何事，對於生死並不感到畏懼。
在戰亂裡，每天跟隨許多小朋友穿
梭在槍林彈雨之中，甚至觀看兩軍
作戰，以數死人的屍體為

遊戲。所幸，國軍和日軍知道兒童
與戰爭並無關係，便任由我們在沙
場上、街頭巷尾裡奔跑，彼此也相
安無事。
  是年冬天，日軍趁勢又在南京製造
大屠殺事件。當時，在我家鄉的門
口，遠遠的，就能看到南京城的上
空火光沖天，頓時，把整個冬夜的
雪地映得通紅。殘忍的戰爭，竟然
也可以成為一幅美麗的景色。
 嚴冬臘月的夜裡，在雪花飄飄之
中，我肩上扛著棉被跟隨難民潮，
漫無目的地向蘇北方向逃亡。「逃
亡、流浪，流浪、逃亡，逃亡到哪
裡？流浪到何方？」我一點兒都不
知道。總之，戰爭真不是人過的日
子，但經過槍砲子彈洗禮過的人
生，自然別有一番體驗。

出家渴望閱讀
  當時，我不但日食三餐都很困難，
也沒有錢讀書，連學校都沒有看
過。所幸，父母生養我一個健全的
身心，賜給我福德因緣，十二歲的
時候，因緣際會，我就在南京棲霞
山出家做了沙彌。
 出家最初十年，我在棲霞和焦山
兩地過著關閉的生活，談不上受什
麼教育，只記得老師每天大聲地喊
叫：「不准東張西望！」「不准講
話！」「不准竄寮！」這個不准，
那個不行，一天之中，除了早晚課
誦以外，唯一准許的，就是搬柴運
水、打掃環境、打坐參禪；在這樣
的環境下，度過了我不看、不聽、
不說的青少年時期。
 不過，偶有一點時間，我還是偷
偷地閱讀從南京鄉村師範學校撤退
到大後方後，散落在滿街滿路上的
書籍；其中，我拾到一本《精忠岳
傳》，因為認不得多少字，只能似
懂非懂地看著。好在幼年的時候，
聽過家中長輩們經常談起岳飛和他
的兒子岳雲、女婿張顯、結拜兄弟
牛皋等忠義之事，心中大為佩服，
也就依樣畫葫蘆效法起來，自覺人
生就應該要這樣盡忠報國。
  儘管寺院裡有一些沒有讀過什麼書
的老師，成天只教導我們不看、不
想、不說、不聽，但這並不能讓我
們心悅誠服的接受；偶爾，我們還
是會悄悄地看看天空的雲彩，聽聽
樹上的鳥叫，感受一點外面世界的
音聲色彩。
沐浴大德光輝
  這樣過了多年眼不看、耳不聞的日
子之後，在一九四一年左右，我終
於輾轉聽到人說太虛大師在重慶弘
法的訊息，耳聞印光大師在蘇州靈
巖山主持念佛道場的情況，也得知
上海圓明講堂圓瑛法師、鎮江金山
寺霜亭法師、超岸寺震華法師在佛
教界活動的情形。
 之後，我又再從年紀較大的一些
學長口中，聽到太虛大師的弟子，
如：大醒、芝峰、法舫、法尊、
葦舫、常惺、樂觀、會覺、塵空
法師等，後來我也都有親近他們的
因緣。我也獲悉許多在家居士，
像楊仁山、歐陽竟無、唐大圓、呂
秋逸、王濟同、虞愚、張聖慧、呂
碧城、章太炎、梁啟超、康有為等

p百年佛緣新書發表會於今年四月二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行，由星雲大師帶領
貴賓揭幕。

倡導閱讀 傳播善美
â國家圖書館館長曾淑賢
文／記者郭士榛整理

  《百年佛緣》共有十六冊，每冊三
百頁以上，是兼具研究史料、工具
書、修身養性的書。
  《百年佛緣》時間從一九一一年至
二○一三年，內容詳實，見證百年
歷史；它是自傳書，是以人為經、
物為緯，大師口述真人真事，栩栩
如生呈現書中；它也是本修身養性
的書，大師舉手投足間，將自我省

思、至情至性的
涵養化為篇章，
呈現人物群像逼
真多采。
  大師認為「文
學為佛法之河」
，弘法以文學為
根源，啟發文學
馨香、濃厚文學色彩，因此《百年佛
緣》也是本文學性很高的書，如同星
雲大師倡導讀書，透過遍及五大洲的
讀書會，散播真、善、美因緣。

百年佛緣特別報導 

p國家圖書館館長
曾淑賢。圖／記者
邱麗玥

大善知識的信息。另外，一些較年
輕的法師，比方：竺摩、巨贊、通
一、慈航法師等，往後我也有機會
和他們學習。
  一下子之間，這些大德、居士們都
進到了我的思想、生活、心靈、腦
海裡，在我心底樹立了形象，放大
了光明。我沐浴在這許多善知識們
為法為教的熱忱之中，也感覺到自
己出家學佛，似乎時時都有諸佛菩
薩、護法善友在向我招手，要我跟
隨著他們的腳步向前邁進。
 一九四七年，我在宜興擔任短期
的國民小學校長，翌年擔任南京華
藏寺住持。不久，徐蚌會戰（淮海
戰役）發生，因為不忍生靈塗炭，
一介僧侶又不知如何報效國家，便
想到幫忙收埋死屍、照顧傷患，為
亂世做一些功德。但這個時候，忽
然接獲指示，要受過訓練的人，才
可以參與救護工作，訓練的地點要
在台灣。不得已，我只有和年輕的
老師們，如：介如、普蓮、慎如、
圓湛、合塵，以及我的剃度師父志
開上人，以及幾位有為的學長，像
智勇、惟春、能培等人告別。忽然
間，我竟也依依不捨起來了。 
  我在大陸沒有什麼親人，母系的親
友只有幾位舅舅、舅母，由於自幼
出家，疏於往來；在父系的親人，
也只知道有一位姑母，動盪的時代
裡，已不知流落何方，直到兩岸解
凍後，才知道他們住在上海。或許
是因為這樣，我對親族並無多大的
思念之情，反而對佛門的法系、師
長、法侶相當懷念。
戰亂不負初心
 一九四九年，大批軍民紛紛渡海
來台，我竟然在發生太平輪船難事
件，兩千多名受難的冤魂沉入海底
之後，幸運平安地抵達台灣。可以
說，來到台灣初期的我，既無強近
之親，亦無同參道友，靠著諸佛菩
薩的加被，一切也都逢凶化吉了。
 尤其，那一段苦難的歲月裡，我
雖然遇上一些外緣，好比《自由
青年》雜誌社社長錢江潮教授要我
參與編輯、中央社希望我擔任記者
等，都被我一一辭退了。為什麼？
主要的就是為了「不忘初心」、「
我要把一個和尚做好！」特別是在
那個時候，太虛大師等許多記憶中
善知識們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腦海
裡浮現，似乎是在告訴我：「你怎
麼能捨棄當初那分『為了佛教』的
發心呢？」
  來台之初，人地生疏，漸漸地，我
也結交了台灣佛教各縣市支會的領
導人；之後，又認識了一些寺院的
住持，他們在地方上都是具有一定
力量的人物。同時，從外省來的許
多大德，如：大醒、東初、慈航、
南亭法師等，也紛紛向我招手，提
出邀請，希望我能幫助他們從事佛
教的工作。
 就這樣，我曾為大醒法師主持過
「台灣佛教講習會」，也為東初法
師編輯過《人生》雜誌。而在中壢
圓光寺，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這
段期間，特別要感謝的是，得力於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的
父親吳鴻麟老居士的協助，幫我報
了戶口，從此，我終於能在台灣落
腳弘法了！（待續）
  洽購本書相關資訊：佛光山西來寺
流通處，電話：（626）961-9697。

â國立中山大學榮譽教授余光中
文／記者郭士榛整理

  這部十六冊的《百年佛緣》巨作，
可說是星雲大師自傳，也是他的心路
歷程。星雲大師所創辦的《人間福
報》，今年邁入第十四年，我是忠實
讀者，因為報導的內容沒有八卦、
暴力及腥風血雨，是份高瞻遠矚的報
紙，大師也在福報寫許多文章、專欄
來教化人心，宗教影響力真的很大，
可以移風易俗。《人間福報》雖是佛
教辦的報紙，但其內容很多元、有包
容性，常可見到有關基督教、天主
教、道教，甚至伊斯蘭教的報導，而
星雲大師也和其他宗教領袖有交誼，
這是辦報的美事。

  大師創建佛
光山，是宗教
家 也 是 學 問
家，不但教育
自己，也改變
社會，可說有
卓越貢獻。星
雲大師近日獲
得「影響世界
華人」終生成
就獎，他來台
灣是「一無所
有」，現在則是「無所不有」；多年
前他發展一筆書法，一氣呵成有特殊
風格，我為此寫一幅對聯「一筆貫日
月，八方顯星雲」，不只是說書法，
也是說大師的境界。

p國立中山大學榮
譽教授余光中。
圖／記者邱麗玥

一無所有 無所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