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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馬達
文╱星雲大師

佛光山每一年春節的時候，全山各

處都懸掛了一盞一盞的平安燈，以及

各式各樣的電動花燈。一到夜晚，燈

火通明，照如白晝。

過去，這些平安燈、電動花燈都是

由一位嘉義東元機械公司的代理商，

也是嘉義佛光會的督導游次郎居士負

責製作。他總在春節前，帶著朋友劉

火旺等佛光會會員，日以繼夜地在山

上製作平安燈。實在說，年關將近，

正是馬達生意最好的時候，而他卻寧

願到佛光山來義務裝燈，也不拿錢。

游次郎居士在佛光山製作春節平安

燈，少說也有一、二十年的時間。常

有人問他：「你為什麼不在家裡做生

意賺錢，反而日日夜夜在佛光山為花

燈裝馬達，又不收一分錢？」

他總是說：「現在家家戶戶為了打

水、發電，必須安裝機械馬達，雖然

對人的生活確實稍有一點幫助，但是

對人心卻沒有幫助。到佛光山來裝置

花燈，做的是人心馬達的事業，能夠

點亮人的心燈，讓每個人的心中都有

佛的光明，都能夠獲得心靈的清淨。

」並且他還說：「心靈的馬達一啟動

，這個社會都是慈悲、光明、利人的

機能。所以，我寧可少賺一些錢，也

要為社會大眾多裝一些人心馬達。」

一直到現在，游次郎居士仍然樂觀

進取、見義勇為，聽到哪個地方有好

事，他都抱持著「行善唯恐落於人後

」的信念前往，積極參與。

每個人的心裡都擁有一具馬達，希

望大家都能把自己心中的馬達安裝好

，以信仰、奉獻、利人來為這一具馬

達加油，讓它順利運轉。

懺悔是認識罪業的良心，
是袪惡向善的方法，是淨
化身心的力量。日常生活
中能夠懺悔，就能得到恬
淡快樂。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27
（二）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10/30
（五）

10/30～11/1
精進三日禪修會

10/30
（五）

西來學校課輔班萬聖節
（3：00 pm）

10/31
（六）

西來學校周六班萬聖節
（10：00 am）

10/31
（六）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午供
（11：00 am）

10/31
（六）

觀音出家紀念日─朝山
（7：30 pm）

11/1
（日）

亞市分會美以美醫院義診
（8：00 am～11：30 am）

11/5
（四）

藥師法會─灑淨 延生普佛
（7：30 pm）

11/6
（五）

11/6～11/7
藥師法會─藥師經 延生普佛
（9：30 am～9：30 pm）

11/8
（日）

藥師法會─延生普佛 總回向
（9：30 am～12：30 pm）

佛光會世界大會 江蘇揭幕

圖／道璞

【記者羅佑純宜興報導】「二○一五國

際佛光會第六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開幕典禮

」日前在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大雄寶殿舉

行，創會會長星雲大師歡迎來自八十多國

、逾千名佛光人齊聚一堂，大陸國家宗教

局副局長蔣堅永、國民黨榮譽副主席蔣孝

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等貴賓也

到場，祝賀活動圓滿成功。

國際佛光會二十五年前在美國洛杉磯成

立，如今已在七十多個國家成立協會、有

三百多萬名會員。談及當初成立國際佛光

會的原因，大師指出，傳統佛教是山林的

、出家人的，與社會、家庭脫節。

「佛教的寶藏，是我們的信仰、心、目

標，尤其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多因信仰

佛教而安住身心，如果能夠讓更多人認識

佛教，就可以佛光普照三千界」，星雲大

師說。

七十八年前大師在宜興大覺寺出家，他

希望依循太虛大師、趙樸初的人間佛教理

念，建構一個為國家、社會奉獻與服務的

團體，有別於傳統只向佛祖祈求的佛教，

因此成立國際佛光會，不僅弘揚佛法，更

積極推廣中華文化，希望洗刷「東亞病夫

」的稱號，讓中華文化在世界放光。

宗教局挺

    
佛光山模式 弘揚佛法

二十五年來，國際佛光會曾在美國洛杉

磯、日本東京、澳洲雪梨等地舉行世界大

會，但從不曾在中國召開過。此次承蒙大

陸國家宗教局領導同意，全球佛光人首度

在宜興大覺寺共聚，商討如何在中國推動

中華文化發展。

副局長蔣堅永表示，大師是人間佛教

的實踐者，以他的般若智慧、勇猛精進，

二十多年來帶領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地弘

揚佛法，以文化、教育、慈善、共修，提

倡傳統與現代融合，創造了人間佛教的佛

光山模式，所有會員不分性別、種族、貧

富，一起發揚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平等

心，造福社會、人群。

國民黨榮譽副主席蔣孝嚴提到，過去他

經常陪外賓到佛光山拜會大師，根據多年

來的觀察發現：佛光人有信仰、有是非的

價值觀，而國際佛光會是為社會、國家付

出的團體，他期許社會、黨派，都能向佛

光會、佛光人學習。

高希均讚
    大師 台灣最棒軟實力

學誠法師指出，星雲大師承繼太

虛大師提出人間佛教的思想，並且

生根發揚，佛光會多年來參與社會

活動，不論是四川地震、八八風災

，都可以見到佛光人參與的救災身

影，大師透過恭迎佛指舍利到台灣

、共同舉辦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

國際佛樂展演等活動，積極推動兩

岸教界發展與交流，影響深遠。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高

希均認為，中央電視台於二○一三

年頒發「中華之光」獎項給星雲大

師，大師獲獎當之無愧，因為他從

一無所有，到現在成為世界級的宗

教領袖。他覺得，大師的慈悲、智

慧、無我，是台灣最棒的軟實力。

隨後頒發聘書給各常設會委員、

各洲聯誼會委員、新任督導長、新

任督導。接著由世界總會總會長心

保和尚與署理會長慈容法師頒發證

書與會旗給今年美國休士頓新成立

的四個分會。

「二○一五國際佛光會第六屆第一次理事會議開幕典禮」日前在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舉行，星

雲大師與貴賓亦參加大覺寺開光典禮。圖中前排左起為蘇起、高希均、蔣孝嚴等。�

� 圖／人間社記者周云

   農曆九月三十日是藥師佛的聖誕。藥

師佛，又稱藥師如來、藥師琉璃光如來、

大醫王佛、十二願王，為東方淨琉璃世界

的教主。藥師琉璃光的意義，是：

1.藥：有一尊佛以「藥」為名，這個意

義對我們啟示很大，我們不一定要依靠藥

師如來的藥來醫治，主要的是應該學習藥

師如來，以佛法的藥來救度眾生。

我常說，念觀音，拜觀音，不如自己做

觀世音；同樣的，我們念藥師如來，拜藥

師如來，希望大家都做藥師如來，施人以

笑容、愛語、茶水、食物、歡喜、鼓勵…

…把一切不好的毛病都治癒，這就是藥師

如來的佛心。

2.師：所謂「師」者，就是人間的模範

，應受社會大眾的尊重。在佛教，稱出家

人為「法師」，法師就是要以法為師，以

真理當師；也要以法師人，以佛法作人的

老師。

世間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師」，因為

成佛都能，做老師有何不能？大家稱念藥

師如來名號，大家就是美心的老師。因此

，大家不僅要做以藥醫人的藥師，更要做

一個美心的老師，以佛心來莊嚴、淨化我

們的社會。

3.琉璃：琉璃是七寶之一，是寶貝，但

是這裡的「琉璃」是精神慧命上的財寶。

藥師法門的殊勝
文／星雲大師

有時我們說一句好話，好寶貴；很煩惱，

給我一本佛書解脫煩惱，好寶貴。這些都

比物質上的寶貝重要。所以每個人應該把

自己當成琉璃一般寶貝，要像琉璃一般解

人困難，增加別人的幸福、光彩，使人心

開意解，平安幸福。

幫助別人不一定要出錢，有時出力氣，

說好話，做好事更重要，因為這裡面的寶

貝、法寶很多。或許別人並沒有真正獲得

利益，但是自己的一片好心，足以上達三

世一切諸佛，功德也是無量無邊的。

4.光：藥師法會期間，大家都會點許多

燈。為何要點燈？因為燈光能照破黑暗，

令人感到溫暖，就像爐灶裡的火，可以成

熟食物。

世間上有什麼東西可以和光比較？唯有

佛。所謂「佛光普照」，佛如光，所以念

佛可以心光開朗；佛如光，可以給我們溫

暖、依靠。心中有佛光，才能使我們成聖

成賢、成佛作祖、成熟圓滿。

藥師佛於過去世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

願，願為眾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諸根、導

入解脫，並依此願修行而成佛，住淨琉璃

世界，其國土莊嚴猶如極樂世界。

修持「藥師法門」，首先必需認識到災

難乃吾人業力所成，所以想要消災，必定

要先清淨自己的三業，而延壽並非僅指延

長色身的壽命，我們還要祈求家族、子孫

、事業、道德，乃至法身慧命的長壽。

念阿彌陀佛是希望來生獲得阿彌陀佛的

接引，念藥師如來可以獲得現世的富樂。

我提倡人間佛教，我覺得現世的富樂最重

要。現世的富樂不重視，卻把希望寄託在

渺不可知的未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況且

《藥師經》說，如果有人想求生西方極樂

世界，念藥師佛名也可以往生西方。所以

我覺得藥師法門最殊勝，最值得提倡。

 —節錄自《佛教叢書》儀制

西來寺一年一度的藥師法會，大燈小燈，

在殿堂裡互放光芒。� 圖／資料照片

【記者康翊筠台北報導】「台灣像第二

個家！」為營造在台求學及研習的境外學

生友善留學環境，教育部自九十九年起推

動「友善台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

畫」，促成台灣家庭與境外生彼此交流的

機會。

接待家庭計畫辦公室今年規畫一系列台

灣社區巡禮體驗活動，媒合超過二百四十

名世界各地境外學生至全台熱心接待家庭

，透過社區體驗的安排，增加台灣家庭與

境外學生間的交流，讓學生對台灣有更多

的了解。

國際學生有的在新北市民權社區與社區

長者一起體驗台灣傳統娶親儀

式；有的在嘉義縣頂菜寮社區

認識板陶窯，並初體驗「牽豬

哥」；有在南投縣富州社區透

過闖關遊戲，了解台灣的竹藝

工業；也有在台南市龍山社區

大啖海味，認識七股的黑面琵

鷺。

嘉義的接待家庭家長陳秋娟

說，開始接待境外生後，家中

的孩子變得願意敞開心胸，接

納更多不同的文化；就像結交一個來自不

同國家的朋友，不需為他們準備額外的行

外籍生板陶窯初體驗 感受台灣味

接待家庭與留台外籍學生在嘉義縣新港鄉頂菜寮社區

田埂逍遙遊。� 圖／教育部提供

程，因為學生要的就是台灣家庭日常活動

中，自然而然表現的在地文化。

西來寺謹訂於11月5日至8日連續四天，
啟建消災延壽藥師法會，諷誦《藥師經》
及燃燈供佛 ，以此殊勝莊嚴功德，作為
藥師佛和信 眾之間接心的橋梁，並祈願
世界和平， 護法檀那福慧增長，閤府平
安吉祥，家庭和諧，事業順利，一切如意
圓滿！ 

有意參加者，歡迎來電洽詢：626-961-
9697 ext126、194 或 Email: info@ibp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