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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佛光山開山初期，公路局第三工程

處的處長倪思曾先生上佛光山旅遊。

那時候朝山會館還沒有建設好，各處

的工程也都還在進行中，我們就在佛

學院的齋堂裡，以簡單的飯菜招待處

長。

吃過飯以後，倪處長表示要添油香

，我連忙說不必。但是他於心難安，

總覺得到寺院裡用齋，應該要添油香

才是。最後，我只有說：「處長，假

如你一定要添油香，那就不妨添個大

油香吧。」他一聽，不是很明白，我

趕緊加以說明：「處長，從鳳屏公路

的磚仔窯到佛光山，沿路都是泥土路

，如果你能將它鋪上柏油，未來交通

便利，對地方建設也是一大貢獻，那

就是最大的油香了。」

他一聽，立刻就說：「做得到、做

得到！我們第三工程處就是要為這許

多地方服務的。我現在才知道，你不

只忙於佛光山的建築，還要照顧大眾

的交通，原來你的道場不只限於佛光

山，宇宙也是你的道場啊！」

就這樣，在倪處長的發心下，道路

整修完成，路面變得更寬廣，交通也

變得更為便利了。

在這個世間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單

獨存在，彼此都有相互的關係。如果

沒有農夫種稻，我們怎麼會有飯吃？

如果沒有工人織布，我們怎麼會有衣

服穿？如果沒有商人販賣，我們怎麼

購買日用？假如沒有別人，我們怎麼

能夠生活？所以，人與人之間是相互

助成的，凡事當以大眾的需要為念，

而不是只有想一人一事。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5
（日）

中國年畫版畫展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

3/11
（六）

VITA免費報稅活動

（10：00 am ）

國際佛光青年幹部會議募款素宴

（6：30 pm ）

3/12
（日）

光明燈法會

（10：30am）
依空法師佛學講座

（2：00 pm ）

3/16
（四）

慶祝觀音聖誕──朝山
（7：30pm）

3/18（六）
~19（日）

英文青年寺院體驗營

3/19（日）

捐血活動

（9：15a pm ~ 3：15 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 ~ 5：00 pm ）

不想改過的人，無法調教；

不想向善的人，無法得度。 

宇宙寺

【人間社記者連憶蘭大樹報導】佛光山

二○一七信徒香會功德主表揚會暨功德主

會議，日前於佛光山如來殿大會堂舉行，

北區、中區、彰化、花東、離島與海外各

別分院功德主齊聚，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

尚主持會議，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以錄影

方式與功德主接心。

佛陀紀念館館長如常法師、人間佛教研

究院院長覺培法師、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

慧傳法師、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與南華大

學校長林聰明，分別說明去年舉辦的活動

與校務推動，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

與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

蒞臨與會分享。

星雲大師 錄影說法接心

星雲大師透過預先錄影與功德主接心，

說明由於大家的發心，以慈悲喜捨廣種福

田，全球五大洲得以佛光普照；一塊田地

種植就會有收成，佛光道場能「法水流長

」，都是佛光人的成就。

「捨得、捨得，捨了就有得，種子種入

稻田裡，長大開花後結果，美麗果實供養

十方。」大師表示，佛光山宣揚、護持佛

教，推動人間佛教到五大洲，把心意、歡

喜的功德布施十方，讓全球遍布莊嚴的道

場，大家的奉獻、喜捨得到許多功德，有

益於子孫、家庭，必然獲得歡喜自在，享

受佛教的禪悅法喜。

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歡迎大家回家，

強調「功德主是佛光山的頭家，佛光山因

為有你們，才能一步一腳印走到五十年。

法水流長 佛光人成就

佛光山二○一七信徒香會功德主表

揚會暨功德主會議，日前於佛光山如

來殿大會堂舉行。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捨得』就是功德、福報、也是佛法。大

家因緣聚集一起，在大家庭裡互相勉勵、

成長，共同建設佛光道場。」心保和尚指

出，大師開山設立四大宗旨，迄今三寶具

足，佛寶山的佛陀紀念館代表以文化弘揚

佛法，法寶山的藏經樓以教育培養人才，

僧寶山的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

淨化人心，共同推動人間佛教。

僧信努力傳承 佛法增上

如常法師表示，希望佛館走出去，朝向

為宗教發聲、促進國際交流、館際交流、

館內多元文化等四個面向發展。並針對佛

館的文化及歷史價值向大家詳細說明。

覺培法師解說研究院成立因緣，為提升

佛教，人間佛教研究院定期舉辦學術研討

，並出版《人間佛教藝文學報》、成立國

際編譯中心，用英文、巴利文、梵文、中

文轉譯佛學辭典，讓西方人士深入經藏。

慧傳法師詳述今年春節的多元活動及熱

烈回響，如監獄受刑人發心修補花燈，在

修補過程中，不但修復花燈，也修復自心

。並指出平安燈法會，號召一萬五千多名

義工為遊客服務，吸引逾三百萬人造訪三

寶山；以及去年佛陀成道日發送臘八粥，

全球道場共送出二百萬碗，經鳳凰衛視全

球聯播，帶動佛教與中華文化的弘揚，更

溫暖人心。

辦學卓越 教育路長遠

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與南華大學校長林

聰明在會中報告校務，感謝大師以百萬人

興學辦校，讓佛光山系統大學蓬勃發展，

辦學卓越，各有特色。

慈惠法師提及，美國西來大學因獲得學

校聯盟的認證，不僅全球都承認文憑，美

國其他大學也有意願與西來大學聯盟；澳

洲南天大學也獲得大陸教育部承認，足見

教育者的努力與用心。佛教一路東傳到中

國，再傳到日本與韓國，日、韓的佛教大

學歷史悠久，長達一、兩百年的學校為數

不少，勉勵功德主為佛教教育走更長遠的

路。而佛光與南華為佛光山系統大學的龍

頭，兩校在少子化風暴中逆流而上相當不

易，期許校長們要永遠做下去。

慈容法師指出，大師一生弘法度眾的

精神是大家的模範，一筆字世界巡迴展於

二十六國、八十六個美術館與博物館展出

，近三百萬人觀賞，藉由書法將慈悲願力

深入人心；沒進過學校的大師，開辦多所

學校，曾獲得美國、澳洲等多個國家頒贈

三十七個博士學位。即將出版的《大師全

集》，有三千萬字、三百六十五本書。大

師自許是佛教的信徒與義工，但慈容法師

認為，大師也是功德主，一生成就非凡，

弟子也不敢懈怠，將努力跟隨大師的腳步

，在佛光山接引信徒、弘揚佛法、淨化人

心。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消防員老爸出任

務，兩天後卻領養當時接生的小女嬰。來

自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美特爾海灘的消防員

哈登（Marc Hadden），近日接受媒體採

訪時，回憶數年前一項任務，是一段奇妙

的緣分，他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

哈登幾年前在值班時，接到一通緊急電

話，等他趕到現場，發現一名將臨盆的孕

婦，等不及到醫院分娩，於是他只好在救

護車上緊急接生。在哈登幫助下，健康寶

寶發出第一聲啼哭。

哈登在醫院內聽見護士說，該名母親準

備把寶寶送人收養，他立刻回應：「如果

要收養的話算我一分。」已有兩個兒子的

哈登，妻子已無法再生育，但他們很希望

有個女兒，因此他的妻子也同意收養她。

筆名「葉曼」的田劉世綸女士，是駐菲

律賓大使田寶岱的夫人。在那個時代，身

為一位大使夫人，常要和貴夫人往來，但

她卻只熱心弘法，與知識分子談佛論道，

實在是位奇特的女強人。

田劉世綸，中國大陸湖南人，民國五年

生，北京大學經濟系高材生，她不喜經營

賺錢事務，而歡喜到處講學。她用「葉曼

」的筆名為各報刊撰文，也用「葉曼」的

名稱在國內外弘揚佛法、講經說道，有廣

大群眾擁護。在大陸，弘法的居士中，南

懷瑾可說是通達儒釋道的優婆塞；在女性

方面，通達儒釋道者，應該就屬田夫人葉

曼女士了。

民國七十三年，第十四屆世界佛教徒友

誼會（簡稱「世佛會」）在斯里蘭卡舉行

，代表台灣出席的田劉世綸被推選為副總

會長。在擔任要職期間，她代表世佛會和

我連繫，表達想在美國西來寺召開一次大

會的想法。

因為世佛會成立四十年來，都是在亞

洲地區開會，由當地的國家政府支援，到

一九八八年，她希望能有所突破，到美國

召開大會，讓佛光能夠普照五大洲。

我當然很樂意幫忙，不過，那時正在建

緬懷國學大師葉曼居士──記與佛光山的不解之緣

文／星雲大師

消防員接生 領養女娃變老爸

築中的西來寺，工程才將完成，還沒取得

使用執照，為了世佛會的會議，我勢必要

加緊趕工，且不斷和政府連繫，以便如期

拿到使用執照，才能讓世佛會的會議順利

開幕。因此，整個過程，佛光山僧信二眾

可說是傾盡全力。

話再說來，葉曼女士風度翩翩，待人誠

懇，能言善道，真不愧是位外交家的夫人

。這一次大會的舉行，由她為我運籌帷幄

，我也看出她的才華與做事的幹練。

其實，世佛會多次在世界各地召開時

，原本我都有機會參加，但中國佛教會卻

總把我排除在外，因而沒能參與。甚至第

十二屆大會要在東京舉行時，台灣被主辦

國日本除名在外，好不容易才讓我爭取到

恢復會籍，有了參加資格，中國佛教會卻

在我爭取成功的回程中，已派遣五位代表

準備出席，表明的就是不讓我與會。

雖然我懷著佛教國際化的願心，也對會

務行政很重視，但還是無奈於因緣不具。

原以為我就此與世佛會沒有緣分了，沒想

到這次大會，竟由佛光山美國西來寺承辦

，還促成世佛會走向西方。那時我想，這

次縱然有人想要再排除我，也是不可能了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葉曼女士的安排。

自從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屆世佛會在西

來寺召開後，第十八屆大會在台灣佛光山

舉行。第二十屆會議又到澳洲南天寺舉辦

，這回，真是讓世佛會普照五大洲了。

在美國，葉曼女士多次應當地要求，在

各處大轉法輪，西來寺也都曾給予協助。

尤其，在她擔任世佛會副會長時，和中國

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建立友好關係，

彼此常來往，在聽聞趙樸老述及北京雲居

寺遭毀壞後，便一心一意要恢復其昔日風

采；多年後，雲居寺重建完工，終於了卻

她一樁心事。 

 （摘自《百年佛緣》）

著名國學大師葉曼居士，於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在洛杉磯

家中辭世，享壽一百零三歲。葉曼居士往生時身無病痛，安

詳自在，身前諸事悉皆安排妥當，二十二日佛光山西來寺於

美國洛杉磯玫瑰崗的Hillside Chapel為葉曼居士舉行告別式。

兩天後，哈登辦理領養手續，將女娃領

回家撫養，並取名為葛莉絲。現今五歲的

小女孩熱愛體操運動以及足球，就像是命

中註定地出現在哈登一家人面前。

現已從消防部門退休的哈登說，「有了

葛莉絲的日子，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

。每天我都期待著她醒來，讓她準備上學

，然後再去接她。」當年，哈登被評為「

年度消防員」，但他認為遇到自己的小女

兒才是上天對他最好的獎勵。

葉曼居士奉安洛杉磯玫瑰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