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西來寺 Hsi Lai Temple(I.B.P.S.)
3456 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1(626)9619697    Fax: 1(626)3691944
E-mail: info@hsilai.org    www.hsilai.org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Merit Times
CA

原諒日分享 啟發百位信眾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為了讓信眾們更清

楚地認識道場和宗風，口述六十年來在台

灣弘傳佛法的足跡，撰寫成《貧僧有話要

說》四十說，陸續在《人間福報》披露。

在個人學佛的過程中，感謝有殊勝的因

緣，讓自己在高等教育機構累積的工作經

驗能夠奉獻，並參與大師推動的文化教育

弘法大業。幾年前，大師讓我從中山大學

借調到佛光大學服務，之後又讓我從台灣

到美國洛杉磯主持西來大學的校務，感謝

大師一直給予我充分的信賴和授權。

美國西來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LA

）是星雲大師創立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

，於一九九一年向美國加州教育部申請獲

准而成立，本質上就是一所佛教團體創設

的普通高等教育機構。校園位於60號高速

公路的交流道附近，距離洛杉磯國際機場

大約三十分鐘的車程，鄰居有沃爾瑪超市

和貓熊連鎖餐廳總部，不遠處就是購物中

心，交通便利、生活機能充足。

西來大學於二○○六年即獲准加入「西

部校院聯盟」（The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簡稱WASC，是經美

意外的因緣
文╱星雲大師 文／吳欽杉（高雄／前美國西來大學校長）

生命導師 我願世世追隨
國聯邦政府授權的各級校院認證機構，專

責對設置於加州等美國西部領土的學校進

行認證），準備接受高等教育認證。個人

感謝大師的信任，讓我在二○一○年接下

校務的棒子，全力準備WASC認證委員的

到訪。由於志在必得，所以患得患失的壓

力可想而知；慶幸的是大師給予完全的信

賴和實質的支持，總算在二○一二年獲得

通過第一階段認證的正式信函，立即徹夜

將函文內容翻譯成中文，一併傳回稟報大

師及山上長老。更感謝美好的因緣，讓個

人在完成階段性任務的時候，可以將推動

校務的重擔交出，優遊自在回鄉。

依據美國教育制度的規定，西來大學因

為被列為認證的學校，所以她頒發的學分

證明文件和學士、碩士、博士等學位證書

，不但獲得美國各方面的承認，也獲得美

國以外國家政府的認可。而且，因為是美

國地區校院聯盟認證的學校，所以凡是具

備美國公民身分的學生，都有權利向聯邦

或州政府申請就學獎助或貸款。

大師在〈我究竟用了多少「錢」？〉

中提到：「西來大學，雖然在國外，大多

由國外的信徒分擔，若把美金換成台幣，

二十五年來，也約在二十二億左右。」又

說：「也曾經辦過『西來獎學金』、『佛

光獎學金』等，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鼓

勵青年學子的獎學金也就不去計算了。」

大師的辦教育，可說是一片誠心誠意。

除了投入可觀的資金，也針對社會需要培

育人才。以西來大學的佛教佈教師碩士班

為例，可說是漢傳佛教進入美國主流社會

的橋頭堡。幾年來培育出來的校友，多在

美國軍隊擔任佈教師，在軍隊中提供佛陀

教化的服務，對於佛教在西方社會的弘傳

和本土化，已有初步的成果。

佛光山是我個人信仰慧命的家，記得

一九九○年左右，對於佛教仍是一知半解

的時候，因為大師開示讓我感受到佛門的

恢弘氣度和平等精神，當下歡喜參加皈依

而成為佛教徒。從此專心一意，閱讀大師

的佛學著作，親近佛光山的法師，接受佛

法薰習，調整過往積累的習氣，漸漸可以

隨緣自在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各種遭遇。

我想說的是：大師是人世間的生命導師

，我願意生生世世追隨大師！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13
（日）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9/13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9/19
（六）

國際淨灘日
（8：00 am）

9/19
（六）

人間學院開學
（9：00 am）

9/20
（日）

9/20～12/19 
西來佛教書苑開學

9/20
（日）

捐血活動
（9：00 am）

福連國小學生 個個是海王子

一九七四年，佛光山舉辦「大專青

年佛學夏令營」，在台灣應該還是初

創的營隊，來自全台的大專院校青年

前來研究佛法的為數不少。那時候，

我們心裡想的都是要如何好好地待遇

他們，與他們結緣。

兩個禮拜的課程結束後，我忽然想

起我們的朝山會館才剛裝修完成，應

該帶他們去參觀一下裡頭的設備，看

一看佛光山現代化的建設。因為想到

佛經中描述的西方極樂世界，都是黃

金鋪地、七重行樹、亭台樓閣、水鳥

說法，何不讓佛光山的建築之美，也

能對這許多大專青年做一個現身說法

呢？

就這樣，我請知客法師帶領著他們

，從這一間房間走到那一間房間，就

好像在參觀觀光大旅社一般。他們走

在前面，我則走在最後。入館不久，

不曉得何時跟來了四位年輕的女性遊

客，操著不太標準的中文口音。

詢問之下，知道她們遠從新加坡來

，便邀請她們一同參觀。

隨著一間間房門的打開，驚歎聲此

起彼落地響起。當大家參觀到一間比

較特殊的套房時，同學們更是如同看

到一般飯店所謂「總統套房」似地，

雀躍不已。其中一位新加坡少女甚至

說：「哎喲！這麼好的房子，如果可

以讓我在這裡住上一晚，我死了也甘

願。」

我一聽，這麼嚴重？只要住上一晚

死了都甘願？聽到她這樣的願望，又

怎麼忍心不滿其所願呢？我立刻說：

「歡迎你們今天就住在這裡。」她感

到很意外，就說：「真的嗎？」我說

：「當然是真的。」

話一說完，我隨即下樓向辦事的人

索取鑰匙。最初她不肯，磨蹭了一會

兒，才不情願地交出鑰匙。但是事後

她就怪我了：「師父！怎麼可以隨意

將這種上等的套房給不認識的人住呢

？」我心想，也可以有個現代的天方

夜譚吧！一夜皇帝都能做了，何況她

說住一夜死了都甘願，又有什麼不可

以呢？

這四位女孩回到新加坡以後，我收

到了她們一紙數十萬元的支票，此後

每年佛光山舉辦什麼法會、做什麼善

事、功德，她們也都會寄上一大筆的

善款來支援。

佛光山至今常能有一些好因好緣，

或許就如當年我提供房間給四位女孩

住，讓她們獲得意外的因緣，後來她

們也持續護持佛光山多年，讓佛光山

同樣受到了意外的因緣。所以，希望

大家都能多結一些意外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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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的信仰，能使我們有

個安身立命處，使自己活得

更自在。信仰能讓生活昇

華、擴大，信仰能獲得更多

無形的財富。

回響

【記者林汝娟台北報導】位於台灣東北

角卯澳灣的新北市貢寮區福連國小，學校

旁邊就是海洋，發展海洋教育是福連國小

的重要課程特色與使命，而體育課的目標

之一就是教會每個學童浮潛技能。

福連國小校長施智元表示，住在海邊的

孩子，因家長對海域潛藏危機的認識，多

數未鼓勵孩子積極從事海域休閒運動，導

致海濱小孩也不一定會游泳或浮潛，因此

，今年學校老師主動申請夏日樂學，讓更

多人一起重視海洋教育。

為讓學生擁有具特色的海洋教育學程，

福連國小教師自行研發浮潛課程、永續海

洋資源課程以及漂流木雕藝術課程，讓學

生皆具備海洋運動安全求生、保護海洋生

態以及木刻藝術的能力，也間接薰陶品德

、自然科技與美學的涵養。

其中，學生最愛的就是浮潛課，教導主

任胡晉誠說，為教導學生浮潛這項專業知

福連國小與海為鄰，每名學生都要學習浮潛。

� 圖／福連國小提供

能，學校老師先去考

取浮潛證照，希望家

長放心，也讓學生在

學習浮潛時，能順利

安全地進行。

有學生分享，因為

浮潛可以感受到清涼

的海水、看到很多海

裡的生物；也能在潮

間帶發現平常罕見的

生物，才知道海洋中

有很多寶藏。

福連國小每年畢業

典禮，學生都需挑戰

浮潛、泳渡一千二百公

尺卯澳灣、潛水拿畢業

證書三項考驗，這已成

為學校的傳統及特色。施智元說，學生從

中不僅能了解海洋事物，也需克服在海洋

裡面對的種種身體不適，學習堅忍不拔、

面對困難。

【本報洛杉磯訊】二○一五年八月三十

日對一般人來說可能只是平常的一天，但

是對聖保羅市議員Masataka Ota及太座聖保

羅州議員Iolanda Keiko Ota來說，卻是刻骨

銘心的紀念日。

在一九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八歲兒子Ives

在家裡被警衛綁架，並開槍殺死。十八年

後，他們於如來寺視聽中心對百位信眾，

講述如何度過人生那段最黑暗的日子並走

向原諒的過程。

Masataka回憶說兒子非常

聰慧靈巧，討人喜愛。被

槍殺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一開始，他無

法 接 受 這 殘 酷

的 事 實 ， 嘗

試以酒來

麻 醉 自

己，每天想著如何報復。有一天，當他得

知被捕的兩個警衛將上電視台接受採訪，

他就暗地裡準備了槍，想伺機暗殺他們。

當他走進兒子的房間時，他彷彿看到一個

人在跟他說，如果你殺了他們，那麼媽媽

將失去丈夫，姐姐將失去爸爸，他頓時跪

地痛哭，開始學習原諒。

他也得到神父的開導，慢慢心開意解，

走向寬恕的道路。有一個靈媒告知他，兒

子Ives將會以另一個姿態出現在家中。四

個月後太太懷孕了，六月二日出生的女兒

Ises與哥哥Ives竟然是同一天出生的，模樣

與哥哥非常相似。兒子兩邊嘴角被子彈打

穿，與女兒臉蛋出現的兩個酒窩不謀而合

，彷彿就像是哥哥投胎轉世。

點點滴滴，都讓他體悟原來兒子是他與

太太人生的導師，讓他們從一開始的恨、

怨，慢慢地學會原諒及寬恕，走向快樂及

平靜。他們感謝一路陪伴的家人及朋友，

社會的支持也是他們生命的動力。因此，

他們將小愛化成大愛，成立了以兒子名字

命名的輔導中心─Instituto Ives Ota，協助

開導及幫助有困難的人們，透過社會工作

，成為議員，服務大眾。聖保羅州政府也

通過他的申請，將八月三十日列為「原諒

日」，並一起宣揚寬恕的精神。

太太Iolanda Keiko Ota在講座中也感謝

先生陪她度過人生黑暗的歲月。

與會大眾皆被他們的故事深深感動，見

證了「原諒的力量」不可思議。

佛光山如來寺的法師們引導當地信眾現

身說法，以親身事例啟發大眾，放下仇恨

，珍惜人身，發心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