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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會辦《人間福報》，是貧僧青少

年時候的理想，一定要為佛教辦一所大學

、辦一個電台、辦一份報紙。雖然面臨平

面媒體發展不景氣的時代，但我特地選擇

在二○○○年四月一日智人節創刊。我籌

備了一億元給心定和尚做發行人、依空法

師做社長，我和他們說，這一億元來路不

易，你們要是把報紙辦到三年才倒閉，我

就不怪你們；如果在三年內停刊，你們就

辜負我的苦心了。

貧僧的話還算有力量，先後歷經依空、

永芸、柴松林、妙開、符芝瑛、金蜀卿等

社長，到現在已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來

，常住大約也有二十多億元的補貼。辦報

紙到底有沒有賺進分文，歷任社長都可以

五指爭大

佛法真義 

文╱星雲大師

文╱星雲大師   圖╱ 游智光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有一天，五根手指頭召開小組會議

，彼此爭相做老大。首先，大拇指威

風凜凜地說：「我是老大！只要我大

拇指豎起來，就是最大、最好的象徵

。所以，你們都要聽我的！」

食指聽了不服氣，反駁說：「民以

食為天，人類品嘗美味的時候，都是

先用我嘗味道的。尤其我還是一個指

揮，只要我的手比向東，人們就往東

；比向西，人們就往西。所以你們都

應該聽我的，我最大！」

隨後，中指不可一世地說：「在五

根手指當中，我居中、我最長，你們

都應該聽命於我才對！」

優雅的無名指接著就說：「我雖然

叫無名指，但你們看！一般人過生日

、做壽、結婚時配戴的金戒指、鑽石

戒指，都是套在我的身上，只有我全

身珠光寶氣。我這個無名指才是真正

有名啊！」

四根手指各自炫耀了自己的偉大及

重要性之後，唯獨小指頭默然不語。

大家就問：「咦！小拇指，你怎麼不

說話呢？」

小拇指說：「我最小、最後，怎麼

能跟你們相比呢？」正當大家洋洋得

意的時候，小拇指接著又說：「不過

，當我們合掌禮敬師長、佛祖聖賢的

時候，可是我最靠近他們喔！」

社會上爭作老大的人，屢見不鮮。

但真正的老大，並不是用身分的高低

、排名的先後去衡量的，誰能對人慈

悲、友愛、服務、謙虛、恭敬，誰就

是最大。

所以，偉大不是爭取來的，而是一

個人表現出來的氣度。

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家庭，你就可以

做家長；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城市，你

就可以做市長；你的心能包容一個國

家，你就可以做總統、領袖；你的心

能包容一個地球，乃至三千法界，你

就可以和佛心契合無間了。

圖╱道璞

我究竟用了多少「錢」？
見證，如實知道實際的情況。

    
編佛光大藏經   逾千套贈大學

另外，十五年來的《人間衛星電視台

》，那更是一個無底深坑了。因為這是一

個公益電視台，完全不收廣告費。最初，

光是付給二十六個國家系統業者上衛星的

費用，每個月就要數千萬元；還要做節目

，每天二十四小時播出，從來沒有過一分

鐘的空檔，每個月花費億元以上。後來，

實在是經營不起，只有慢慢節省預算，將

一百多名員工裁減到七十多名。十五年來

，好在有幾位衛視的護法，如賴維正、李

美秀、羅李阿昭、陳鄭秀子、薛政芳等人

補貼，也應該花費三十億以上的台幣。目

前就由覺念法師承擔負責了。

為了編印《佛光大辭典》，日本龍谷大

學博士出身的慈怡法師為我主持編務。花

了十年的時間，在一九八八年完成，大陸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者，就希望我

們能把大陸的出版權贈送給中國佛教協會

去發行。這十年開支一億元以上的費用，

也在自己歡喜捨得的性格下，就轉贈給他

們在大陸出版了。

後來，聽說在亞洲其他國家如越南、韓

國，把這十大冊、三萬二千多則詞條、約

三千幀圖表、近千萬言的辭典，都翻譯成

當地語言出版。為了佛法的流傳，我也就

不去顧慮什麼版權的問題了。現在隨著電

腦、網路的快速發展，也花了不少費用，

由慈惠、永本法師將《佛光大辭典》重新

增修，並且製作成電子佛學辭典發行，以

利大眾使用。

�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5/17
（日）

 南加州佛教界聯合慶祝佛誕節
 暨母親節（10：30 am）

5/18
（一）

 光明燈法會

 西來學校課輔班教學成果展

（7：00 pm）

5/22~24
（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營

5/23~24
（六~日）

佛誕教育特展

5/25
（一）

佛誕日午供
（11：00 am）

5/30
（日）

佛誕教育特展
（2：00 pm ~ 5：00 pm）

5/30
（六~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 ~ 5：00 pm）

5/30~6/1
（日~一）

佛光會北美幹部聯誼會暨講習
會（夏威夷道場）

6/1
（一）

光明燈法會

6/6~6/13
（一）

鹿野苑英文七日禪修

鄭星慧繪立體書 人人可扮神探
【記者郭士榛台北訊】《東方快車謀殺

案》是全球知名的偵探故事，不僅有小說

，也拍成電影、電視影集，台灣插畫家鄭

星慧改編這套經典推理小說成插畫立體書

，攤開來就是長一百五十公分的一列火車

，每一張圖就是一節車廂，十四節車廂中

充滿詭譎案情，讀者可扮演偵探，翻閱此

書穿梭在各節車廂，推理辦案。

身兼插畫家和多媒體動畫師的鄭星慧表

示，獨特結構的插畫立體書，打破以往線

性的閱讀成規，讀者可在畫中發揮想像力

，鄭星慧創作靈感多半來自生活的觀察，

故事描述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生長在平凡

家庭的鄭星慧，銘傳多媒體設計系畢業，

曾投入動畫工作，對創作的渴望，她決定

赴英學習插畫。

    留英學畫   展現獨特風格

傳統英國人，父母夜間喜讀繪本故事給

孩子聽，插畫蓬勃發展，人們對插畫類型

的包容性很高，老師除要求創作前預備完

整資料，更鼓勵學生實地觀察、發想各種

創作方式，多元的訓練促使她在留學期間

完成了立體書《東方列車謀殺案》與繪本

《兩扇門》，兩件作品皆入圍英國插畫家

協會獎。

獲獎激勵她創作立體書的興趣和勇氣。

「自己希望一輩子創作，讓大家有興趣閱

讀。」閱讀推理小說，需不斷的往前翻找

作者提到的證據和線索，一直到最後讀者

才有辦法推理出真相。製作《東方快車謀

殺案》時就想換個角度設想，讓讀者直接

扮演偵探角色。

    
浩繁創作   躍居當代名著

故事場景發生在一列火車上，將平面作

品打造成3D空間的創作風格，立體書的

每一頁代表一個車廂，與一個乘客的證詞

與線索，讀者可個別翻開閱讀，也可直接

拉開整個車廂探索所有證據。

《東方列車謀殺案》立體書創作過程長

達三個月，鄭星慧說，除蒐集文本資料，

更透過東方列車公司協助考察車廂實景；

為了將作者以文字建構的空間圖像化，需

要大量史料蒐集，成為一件當代插畫立體

書的經典作品。

▲插畫家鄭星慧製作立體書，讀者可發

揮故事的想像力。� 圖／記者郭士榛�

佛陀說人人皆有佛性，因此，皈依佛、

法、僧三寶就是皈依自己，所謂「心佛眾

生，無二無別」。佛、法、僧三寶是佛教

徒信仰的中心，是超越世間的聖財。

佛是教主，法是真理，僧是導師，三者

都是讓眾生得度的重要因緣。經典譬喻：

佛如良醫，法如妙藥，僧如看護。對於患

病的人來說，唯有同時擁有三者，才能病

癒。人生也是如此，唯有依靠佛、法、僧

三寶的力量，才能離苦得樂，才能獲得自

在解脫。

佛如光，能圓熟眾生。光有照耀、溫暖

、成熟三個功用。因為有光，黑暗中有了

光明，我才不會恐懼；因為有光，溫暖的

熱度讓我不怕寒冷；因為有光，太陽能夠

成熟萬物。所以佛光普照，讓心中有了光

明，使心燈亮起來；也可以說，皈依佛，

就為自己在心中建了一座發電廠，慈悲、

智慧、信心的善法，就能源源不斷。

法如水，能滋潤眾生。水有洗滌的功用

，能去除我們的汙穢業障；有解渴的功能

，能解除人的飢渴；有生長的能量，一花

一草，要靠水澆灌，水能讓我們健康、成

長；皈依法，就好像在我們心田裡建設了

一座自來水公司，法水滋養我們的身心，

洗滌我們的煩惱塵垢。

僧如田，能植福種德。僧是老師，像觀

音菩薩、彌勒菩薩、地藏菩薩、高僧大德

等善知識一樣，都是我們的老師，教育我

們、指導我們、傳授我們知識、為我們服

務、給我們方便；所謂福田僧，我若皈依

他們，就如擁有很多的田地，可以種植耕

作，讓作物五穀豐收。建大樓也好，種植

五穀也好，都可以發展、成長。

擁有世間上的金銀財寶，我們的生活比

較好過；佛法僧三寶是精神內在的財寶，

我們得到以後，平安、幸福、解脫、自在

會增強。猶如老人家走路不方便，有根拐

棍就會安全；一個孩子被欺負，即使父母

不在他身邊，只要大叫一聲「媽媽！」欺

負他的人心想：「喔，他有媽媽。」就不

敢了；同樣的，世間上有許多邪魔外道的

災難，就是三寶不在我身邊，只要我想到

它、我念它，也會發揮很大的力量。

皈依三寶的真正意義，是從最初三寶、

常住三寶而皈依自性三寶。佛陀說人人皆

有佛性，因此，皈依佛、法、僧三寶就是

皈依自己，所謂「心佛眾生，無二無別」

。所以對於三寶，心中一定要具備恭敬與

肯定，才能從中得到利益。

皈依三寶後，雖然沒有戒條約束，但皈

依信仰，本身就是一條戒律。尤其信仰，

代表的是自己的心、自己的人格，更不應

違犯，所以皈依三寶並不是拜師父，而是

要皈依自己的希望，皈依自己的本性，應

該要自我期許，自我尊重，遵守佛陀開示

的做人基本道德，守護自己做人處事的根

本，要正行、正語、正念，奉行「三好運

動」──身不做壞事，口不說壞話，心不

動惡念，身口意就能獲得淨化，那麼才算

是真正了解皈依三寶的意義了。

佛光山西來寺將於二○一五年五月

二十四日舉辦「甘露灌頂暨三皈五戒典禮

」，歡迎您共襄盛舉。

皈依三寶

�常保懺悔的心，
不但可以避免貪瞋
的汙染，更可以促
進人事的和諧。

日期：5月24日 （周日）
時間：下午 2 點至5 點    
地點：佛光山西來寺大雄寶殿
            3456 Glenmark Dr.,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受理方式：報名請到西來寺各殿

堂、客堂或網站報名 

甘露灌頂暨三皈五戒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