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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辭典》編輯完成的同時，三十

多年來，佛光山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不斷進

行《佛光大藏經》的編修工作，將經典重

新分段、標點、校對。陸續完成的有：《

阿含藏》十七冊、《禪藏》五十一冊、《

般若藏》四十二冊、《淨土藏》三十三冊

、《法華藏》五十五冊等。這許多大藏經

，光是送教育部代為轉贈給各大學就有

三百部，還有贈予聯合國圖書館，紐約大

學、哈佛大學、俄國聖彼得大學、英國劍

橋大學、牛津大學等海內外各大學圖書館

等，已不只千套以上了。

目前由依恆負責《聲聞藏》，依空負責

《藝文藏》，永本、妙書負責《本緣藏》

八折誦經
文╱星雲大師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有一個年輕人，父親因病過世，為

了對父親表示思念與祝福，便到寺院

禮請法師至家中誦經。

佛事開始前，他向法師問道：「請

問法師，為我父親誦一卷《阿彌陀經

》需要多少錢？」法師聽後心裡嘀咕

著：誦經超薦還談價錢？好吧！既然

你都這樣問了，我就開個價。於是法

師說：「一千塊！」

「太貴了吧！可以打一個折扣嗎？

八折，八百塊可不可以？」

法師一聽，深不以為然，還要求打

折扣？但仍回答：「好吧！打折就打

折，八百吧！」兩人談妥以後，法師

便開始誦經。

經文諷誦完畢，接著法師又為亡者

祈願祝禱，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

東方的佛祖啊！請您引導亡靈到東方

世界去吧！」跪在後方的年輕人一聽

，卻是滿臉疑惑，拉拉法師的衣角，

說：「欸，師父！人家都希望要到西

方極樂世界，您怎麼要我父親到東方

世界去呢？」

法師回答說：「到西方極樂世界要

一千塊，你剛才要我打八折，『八折

誦經』就只能到東方世界。」

年輕人心想，為省二百塊錢，讓父

親只能到東方世界，怎麼說得過去？

「算了！我再加二百塊，請您重新祈

求，讓我父親到西方極樂世界吧！」

於是，法師重新祈福：「西方的佛

祖啊！現在這個年輕人改變心意，又

加了二百塊錢，請您把亡靈帶到西方

極樂世界去吧！」

這時，棺材裡的老父親忽然一跳而

起，指著兒子大罵：「你這個不孝子

，為了省二百塊錢，讓我一下子跑到

東方，一下子又到西方，來回奔波很

辛苦，你知道嗎？」

佛法、信仰不是商品，它是無價的

，不能以金錢多寡來衡量。所謂「人

有誠心，佛有感應」，功德的大小並

不在於念經念得久、念得長，只要真

心誠意、一念淨信，就有力量、就有

功德。

所以，不管我們信仰的是哪個宗教

，面對親友的離世，並不一定要著意

於社會風俗的繁文縟節，反而簡單節

約、正心誠意就是對他們盡最大的敬

意。

圖╱道璞

我究竟用了多少「錢」？
，滿紀負責《唯識藏》等，他們各自帶領

著無以計數的義工，同步進行編纂藏經的

工作。集數十人的力量、三十餘年的時間

，除了佛光山供應食宿之外，包括編輯義

工的車馬費，印刷、出版、運費等，也應

該在五億以上了。

    佛教美術辭典   花費不只10億

耗費十餘年編輯的《世界佛教美術圖說

大辭典》出版之後，可以說，不但震動了

佛教界，也震撼了藝文界、建築界。這套

由如常法師主持編修的二十巨冊圖典，收

錄有四百多萬字，一萬餘張圖片，九千多

條詞目。甚至，沒有出版的圖片，在佛光

山檔案裡還存有五萬多張。除了中文版之

外，有恆法師負責的英文版也即將印行。

這當中誰又知道，為了這套佛教美術圖典

，包括資料的收集、專業人士的撰寫稿費

、翻譯、印行、出版等，佛光山花了不只

十億元以上。

從六十年前，慈莊法師負責的三重佛教

文化服務處開始，到今日有滿濟等負責的

佛光出版社；由永均、蔡孟樺、妙蘊前後

負責的香海文化；在上海，有滿觀、符芝

瑛前後負責的大覺文化等出版社，以及依

潤、永均、覺念前後負責的如是我聞文化

公司，雖然出版品也有訂價買賣，但佛教

著作仍然以贈送為多，其他印贈的小叢書

、各類書籍、《佛光學報》、《普門學報

》等，也實在無法一一細算，這幾十年下

來，開支應該也在三十億元以上了。

�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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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姿瑩  開啟音樂夢第二專長

▲長笛演奏家林姿瑩創立「學士後數位音

樂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為年輕人開創音樂

第二專長。� 圖／林姿瑩

美國佛教領袖會議  為公共議題發聲

佛教徒對「生命」的
定義，不在於表相上是
動物、是植物的區別，
而在於有無心識反應。

【記者郭士榛台北報導】長笛演奏家林

姿瑩，從音樂班一路讀到博士，在美國完

成學業後回台教書，發現音樂相關系所學

生，畢業後並不容易找工作。九年前，林

姿瑩在中原大學成立「學士後數位音樂應

用學士學位學程」，成為全國第一個以學

習流行音樂為主且頒發學士學位的音樂學

程，盼讓學生多了就業的第二專才。

    培育流行音樂產業人才

「學士後數位音樂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是藉由資深專業教師帶領專題製作及實習

課程，指導學生學習流行音樂創作演奏和

唱片製作過程。林姿瑩指出，團隊合作的

課程設計，讓學生熟悉流行音樂職場的運

作模式，強化與整合學生數位音樂應用能

力，取得第二張學士學位證書，為職場能

力加值。學生畢業後，可朝音樂表演、唱

片製作、廣播傳媒、編曲後製、錄音工程

等幕前或幕後發展。

林姿瑩指出，這個全台灣第一張由教育

部認可的「非古典音樂」的學士學位，主

要是培育更多流行音樂產業人才。

    49變成94   救回險些二一

林姿瑩任教於台灣中原大學、東吳大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她發現，年輕人大

學畢業後不容易找到工作，音樂系學生似

乎沒有出路。很多對音樂有著熱愛的大學

系所學生，若不加以訓練，不僅流失人才

，且無法創造更多音樂產值。

九年前，林姿瑩任教的中原大學流行音

樂通識課程，她看到「非音樂科班」學生

對音樂的熱愛與熱情，也理解音樂系學生

的煩惱，決心成立「學士後數位音樂應用

學士學位學程」，雖然第一年報名者很少

，但第二年起，學程班學生趨之若鶩。

林姿瑩規定，有意加入學程班者主修科

目一定要及格。「我不希望這些年輕學子

因玩音樂而荒廢功課」，曾有一位讀電機

系的陳同學，他是學校電音社團員，音樂

資質很好，但學業總平均只有四十九分，

就要被「二一」死當，這讓她相當苦惱。

    發揮所長   朝夢想前進

林姿瑩想到恩師、長笛教母樊曼儂，自

己在樊曼儂愛心下成長茁壯。於是對一身

搖滾樂手裝扮的陳同學曉以大義，她說：

「你的音樂資質很好，為了不讓你被二一

死當，我破例錄取你，但下學期你必須拿

張及格成績單給我。」事後忙碌的林姿瑩

忘了這事，但二、三年後一場畢業典禮，

陳同學拿著總平均九十四分的成績單，送

給這位救了他的林老師，她不但改變陳同

學的人生，也增加其信心，在音樂專長上

有所發揮，在錄音室工作有聲有色。

林姿瑩表示，九年來，在數位學程班中

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像孫同學因在中原

大學錄音室的實習課讓老師非常滿意，畢

業後被送至紐約卡內基音樂廳工作；他在

數位學程班學會編曲、製作、錄像等技能

，畢業後和一群同好合組「大聲創意公司

」，不斷朝向自己的夢想前進。

經過九年努力，林姿瑩苦心創立的「學

士後數位音樂應用學士學位學程」，一○

三年終獲教育部肯定。

【人間社記者覺皇洛杉磯報導】來自各

教派、不同族裔、國籍與性別的美國佛教

徒，日前結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彼此了

解，共同探討以佛教徒力量，貢獻社會福

祉之成果與責任；並與白宮代表們會商，

表達對社會、環保等議題之關切。

來自洛杉磯的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與美

國佛光出版社主任妙西法師，代表佛光山

，亦受邀與會，共同見證美國佛教跨歷史

性的一刻。

這場被華盛頓郵報名為「佛教徒的政

治覺醒」的「第一屆白宮─美國佛教

領袖會議（White�House—U.S.�Buddhist�

Leadership� Conference）」，邀集全

一百三十位美國佛教僧俗二眾與學者，於

華盛頓特區舉行一日會議，以「發聲傳

廣場，行動遍世界（Voices�in�the�Square—

Action�in�the�World）」主題，放下南傳或

北傳、男性或女性、僧或俗、本地或移民

等差別，代表全美三百五十萬佛教徒，集

思廣益，面對氣候變遷、種族平等與建設

和平等議題，作獅子吼，集體發聲。

會議首先於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University）舉行，會中安排美

國本地佛教徒創辦的Buddhist�Global�Relief

、Buddhist�Peace�Fellowship，與包含國際

創價學會、慈濟功德會等移民們成立的機

構，投入美國社會福祉、公共議題與慈善

救濟的努力成果，讓與會的佛教徒們了

解美國入世佛教的現代發展；再由菩提

比丘（Bhikkhu�Bodhi）、菲裔佛教徒Rev.�

Angel�Kyodo�Williams、南加大教授Dr.�

Duncan�Ryuken�Williams，分別就氣候變遷

與種族平等兩大議題做主題演說。

與會領袖們至白宮，白宮行政官員

Melissa�Rogers、Dr.�Shaun�Casey、Rev.�

Susan�Hayward、Angela�Barranc等人會商，

表達全體美國佛教徒對社會與環境的關切

；最後大眾並與白宮幕僚以菩薩的「四弘

誓願」為回向。

佛光山代表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表示，

此次會議顯示出美國本土佛教人士對於社

會問題的關心，以及主流社會對於佛教界

的重視。同時，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

此次會議的議題反映出當今的美國佛教發

展與傳統佛教的不同。傳統的佛教以僧團

和寺院為中心，以弘揚佛法、淨化人心為

目標。

而這次與會的美國佛教徒以社會活動人

士為主，他們更願意直接參與到社會思潮

當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希望成為社會進

程的影響力量之一。

▲美國佛教領袖會議，來自洛杉磯的西

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與美國佛光出版社主任

妙西法師，代表佛光山受邀與會，共同見

證美國佛教跨歷史性的一刻。� 圖／妙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