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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文╱星雲大師

在人的一生當中，有很多朋友的約

會、事業的商談，需要相約在某時某

地會合，只是有時候一等就要很久，

遲遲不見人來；或者相約同乘一班車

、同搭一班飛機，約好的人卻不能及

時趕到，讓等的人實在心急如焚。但

是奇怪的，遲到的人總不認為自己有

錯，還要說出很多的理由。例如：出

門前電話來了、半途忽然遇到下雨了

、客人找上門來，不然就是怪罪交通

堵塞等等。

所謂「等人」是藝術，「被人等」

則很殘忍。一個人不守時間、不守承

諾，縱使有百般的困難，也不可以拿

出來解釋，依約準時到達，遵守信用

才是最好的理由。

回想起這一生，大部分都是我等人

，沒有被人等。為什麼？像三點鐘的

會面，我兩點鐘就在做準備了，一定

要把誤差的時間也算到行程裡。因為

信用比時間還要寶貴，大家同樣擁有

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應該以忙作藉口

，為個人的遲到編說理由，準時赴約

對彼此才公平。

在現代社會裡，對於時間的掌握也

有規範。比方開會，不但不應該遲到

，還要提早入坐，否則臨到開會還有

人在走動，擾亂了會場秩序，也干擾

他人致詞。又或者出席宴會，也不可

以遲到，甚至要提早到場，利用空檔

，好朋友之間互相招呼一下。

總之，要體諒人家辦活動、辦餐會

的不容易，不要再增加別人的罣礙，

這是非常重要的。也切莫以為自己是

大人物，讓人家等一下不要緊，被人

等是罪惡、是殘忍的，守時才是道德

、是信用、是皆大歡喜的。

用穩重對治輕浮
用承擔對治推諉
用實踐對治空談
用正派對治諂曲
用積極對治被動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9
（日）

玫瑰陵秋季祭典法會
─三時繫念（1：30 pm）

10/14
（五）

大悲懺法會（7：30 pm）

10/15
（六）

光明燈法會（10：30 am）

10/16
（日）

免費感冒預防針注射
（10：00 am～2：30 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0/19
（三）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
─午供（11：00 am）
─朝山（7：30 pm ）

10/21～10/23
（五～日）

中文三日禪

10/22～12/18
（六～日）

Emi Motokawa佛教油畫展

10/23
（日）

美以美醫院義診
（8：00 am～11：30 a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0/27～10/30
（四～日）

藥師法會

圖／道璞

對治百法（20-2）

星雲大師：辦教育要能犧牲奉獻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九月三十日晚

才從海外風塵僕僕返台，隔天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就精神奕奕現身「二○一六大學

校長論壇」，為的就是與來自歐、美、亞

、澳四大洲的大學校長、學者親自面對面

交流。

大師以教育為題，暢談辦學歷程。來自

韓國的東國大學院長宗浩法師向大師請益

應秉持什麼精神辦學，大師回答「要能犧

牲、奉獻」，簡單一句話道出教育本質與

精神，博得全場校長熱烈掌聲。

在海內外創立五所大學的星雲大師，將

一路走來的教育成果歸功於百萬人興學護

持，強調教育不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更是留給世間的最好資產，他勉勵各國校

長以菩薩心行教育路，攜手為佛教培育英

才。

講座上，大師謙遜表示，自己一輩子沒

上過一天學，沒領過一張畢業證書，但今

日卻可以坐在這裡與頂尖學府校長相互交

流，真是不可思議的緣分。大師說，他十

二歲就進入寺廟出家，回顧青少年期的寺

院生活，規定不准用鋼筆、不准看佛教以

外書籍、不准接觸報紙雜誌，讓積極求知

的他萌生出有朝一日想為佛教辦報紙、為

佛教辦大學的人生夢想。

後來大師隨機緣從大陸來到台灣，弘

法之路未曾忘記年少時醞釀的夢想，直到

二十多年前法令開放，他心想若再不快點

為佛教教育努力，將愧對佛教與信眾，為

此他發起百萬人興學，結合十方之力與各

界因緣，陸續創辦美國西來、嘉義南華、

宜蘭佛光、澳洲南天、菲律賓光明大學等

校，成立台灣第一個跨國又跨洲的佛光山

系統大學、完成外界眼中幾乎不可能達成

的教育夢。

感念發心 功德碑牆刻名

「這些教育成果並非我個人的貢獻，而

是百萬人發心的共同成就。」大師說，那

時有學者告訴他，不能創立以人文學科為

主的大學，將來恐怕會招生困難，但他認

為，理工科學對國家發展固然重要，但人

文道德才是教育之本，大師說自己寧可面

臨招生困難，也要以人文為根本辦學、為

教育扎根。而這樣的理念多虧有百萬人興

學、每人每月一百元的護持才得以實踐，

所以他一直深切感謝這些為教育發心的大

眾，特別打造一整面「百萬人興學功德碑

牆」，將他們名字刻在其上、永久感念。

除感念大眾發心，大師亦感謝佛光大學

校長楊朝祥，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願意捨

棄部長、次長職位，為佛光山系統大學奉

獻，其辛勞與付出就如同在場校長一樣令

人萬分感佩，這也是大師想舉辦全球校長

論壇的初衷，期盼藉此集結眾人之力推動

百年大計。

人心淨化 世界就會善美

韓國威德大學校長洪旭憲、西來大學首

席教務長彼得．羅塞維奇等人也向大師請

益管理哲學，大師談到常有人問他佛光山

開山迄今五十年，從未發生紛爭與對立，

是如何管理的呢？但大師總認為自己並沒

有獨特的管理祕訣，完全是仰賴自覺之道

，就如同老子採取無為而治、釋迦牟尼佛

以戒為師的準則來管理僧團。

話鋒一轉，大師進一步談及，相較於管

理人事，世上最難管理的，其實是自己的

心，所以佛教最有價值的功能就是淨化人

心。當人心被淨化了，世界自然也就善美

了。

大師的真誠話語，讓在座校長聽了很感

動，紛紛表示感謝佛光山願意投入心力舉

辦校長論壇，讓全球各地的大學有機會共

聚一堂、展開對話，期待未來能延續難得

因緣，發揮團結力量，攜手為佛教高等教

育努力。

扌星雲大師（前排右五）與參與論壇的諸大學校長，於佛光山傳燈樓前合影。�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有不少信徒問道︰「我們一下子打佛七

念佛，拜西方阿彌陀佛，一下子舉行藥師

法會，拜藥師佛，會不會有所衝突？會不

會讓東方、西方的佛菩薩忙不過來？」其

實，佛佛道同，光光無礙，拜哪一尊佛、

稱念哪一尊佛名號，都是一樣的。更何況

《普門品》云︰「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

何身而為說法」，所以藥師佛、阿彌陀佛

，何嘗不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所現。

人之所以會有張三、李四的不同，是因

為眾生皆有分別，在佛的世界則沒有分別

。所謂︰「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

可依個人意願、性向、根機不同而入佛門

，所以十方三世佛中，只要禮其中的一尊

佛，所求一切皆能滿願，這也是佛門的偉

大包容處。禮藥師佛一樣可以往生西方，

拜阿彌陀佛也可以求得無量壽。

「藥師佛」又名「大願王」，能滿大家

所求所願。中國史上有名的玉琳國師，前

世長得其貌不揚，臉上長滿麻子、頭上生

癩、嘴歪一邊、牙露在口外，鼻孔低得看

禮拜藥師佛 身心端嚴滿願
文／星雲大師　

圖／西來寺提供

不出，眼又凹成一條縫，雖寫有一手好字

，又貴為書記師職位，卻常為自己的醜陋

而自卑、難過，甚至一度想自殺。

後來經過他的師父開導說︰「人生長得

美與醜，都與前世離不開關係，一個人過

去常用香花供佛，常讚美他人，今生就可

能得到相好莊嚴；反之，不在佛菩薩座前

求功德，又一味的譏謗他人，來生就會得

到醜陋的果報，這都是前生業力所招感的

，想離開醜陋求得美貌，自殺是不能解決

問題。」「學佛要能控制自己，使自己不

受外面的境界惑動，生在這世情冷暖的人

間，遭受的利、衰、苦、樂、稱、譏、毀

、譽是免不了的，不過，那也都是虛幻不

實的，放下這一切，才能過著自主安樂的

生活。多多禮拜『藥師琉璃光如來』，此

佛有願，只要恭敬禮拜，就能求得相好圓

滿的莊嚴面容。」醜陋書記師從此日夜虔

誠在佛殿上禮拜藥師佛，果然求得面如秋

月，身似琉璃的莊嚴法相。

參加藥師法會，稱誦藥師佛名號，不但

是希望身體患有重病或器官有殘缺的人，

可以因禮拜稱念如來名號而六根完具、相

貌端嚴，即使心性魯鈍、冥頑不靈等心理

不健康的各種人，也都能得到妥善救助，

獲得身心端嚴。除此之外，參加藥師法會

點燈也很重要，因「燈」代表光明，更重

要的是點亮自己的「心燈」，心燈明亮了

，佛性顯現，光明、清淨自然具足，也就

會生起智慧、慈悲。祈祝每個參加法會的

信眾，人人所求皆能滿願。

─節錄自星雲大師《星雲日記38‧低下頭

》點亮心燈

西來寺謹訂於10月27日至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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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願世界和平， 護法
檀那福慧增長，閤府平安吉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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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南非一位攝

影師約翰．薛蒯瑞（John Thackwray

）與他的好友二○一○年開始進行「

MY ROOM」計畫，用俯瞰角度拍下

世界各地一千兩百個青壯年的房間，

也記錄了各個地方的文化差異。

這個計畫起因於薛蒯瑞對「跟我同

年齡的人，他們的世界和生活方式是

什麼樣子？」感到好奇。六年來，他

遍訪泰國、伊朗、美國、玻利維亞、

俄羅斯等五十五個國家，不僅走進城

市、大都會，連非洲叢林、貧民窟也

有他的足跡，也讓他體會來自於這個

世界的「禮物」。

「進行這個計畫，我最大的體會就

是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在敘利亞

、巴勒斯坦的難民營，薛蒯瑞感受到

深沉的悲哀，因為許多人在還只是個

孩子的時候，就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我覺得很多人總是混淆安穩和幸福

這兩件事，因為我在貧窮國家看得到

燦爛的笑容，也在發達國家看得到壓

抑、消極的人生。」

探訪印度時，薛蒯瑞對靈性又寧靜

的氛圍印象深刻；到了日本，對當地

熱中蒐集物品的瘋狂也難以忘懷。儘

管國與國之間存在許多差異，薛蒯瑞

說，網路的便利讓人得以與世界連結

，即便是身在非洲叢林、或在沙烏地

阿拉伯的沙漠，有些偏鄉的小村小鎮

也會使用社群軟體看這個世界。

看見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薛蒯瑞

發現很多人會誤解暴力跟貧窮可以畫

上等號；看見許多人生活在並不優渥

的環境裡，依然友好、和善。他相信

，人們的生命故事和生活背景，正是

讓這些多采多姿的房間更加吸引人的

原因。

取鏡1200房 1屋1世界1文化

南非攝影師走訪55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