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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我聽說主持過商務印書館四十年的

王雲五先生，一生沒有領過一張畢業

證書，而我自己也是一樣，一生當中

沒有過一張畢業證書。

幼年時，我在兵荒馬亂的戰爭中度

過，在逃難的生活裡，只勉強上了幾

天私塾，當然也沒有畢業證書。出家

後，在棲霞律學院學習的六、七年，

挑水砍柴、行堂作務，都是從事苦力

的工作，雖有讀書，但也沒有畢業證

書。後來到了焦山佛學院讀書，它比

較有規模、有制度，眼看著就要畢業

了，但是由於自己另有理想抱負，又

錯失了即將到手的畢業證書。

我一生雖然沒有畢業證書，不過從

來不曾感覺到有什麼不好。像我創辦

的小學、中學，學校經常要我去頒發

畢業證書；我辦理的十六所佛教學院

，每年也要我去頒發畢業證書；我興

辦的嘉義南華大學、宜蘭佛光大學、

美國西來大學等，也都希望能由我來

頒發畢業證書。甚至，過去我在文化

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也為

碩士班、博士班頒發過最高學位的證

書。

我一生雖然沒有一張文憑，卻能夠

頒發很多的畢業證書給人。所以，今

日社會的青年，不要因為自己在某方

面不如人就洩氣，不必計較外在的缺

乏，只要自己內在富有精神力量，就

有能力可以給人。比方，父母沒有給

我多少教育，但是我能孝順父母；朋

友沒有幫忙我什麼，但是我能幫忙朋

友。

不要計較人家給了我什麼，自己能

可以給人，那才是富有！在這個世間

上，學位文憑是有限的，但內心的充

實則是永遠沒有畢業證書的。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19（日）

英文青年寺院體驗營
捐血活動
（9：15 am ~ 3：15 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 ~ 5：00 pm ）

3/25（六）

心培和尚佛學講座
（2：00 pm）
禪淨共修
（7：30 pm）

3/26（日）

玫瑰陵春祭法會三時繫念
（1：30 pm ~ 6：00 pm ）
環保回收日
（2：00 pm ~ 5：00 pm ）

3/28（二）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4/1（六）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公演
（7：30 pm）

4/2（日）
孝親報恩清明法會
（9：30 am ~ 5：00 pm）

4/8（六）
~22（六）

萬緣水陸大法會
❶水陸外壇佛事：4/8~22
❷水陸內壇佛事：4/16~22
❸水陸送聖佛事：4/22

畢業證書

不願說理是固執，

不會說理是愚者，

不敢說理是奴隸，

不肯說理是無知。 

水陸法會的殊勝？
法會是各寺院道場重要的行事之一，而

在所有的法會中，又屬水陸法會最為隆重

與殊勝。藉由水陸法會的參與，不僅能為

自己累積功德法財、培養宗教情操，透過

誦經、持咒、拜佛，仰仗三寶的功德力，

更能讓法界一切眾生心開意解；因此，水

陸法會是「冥陽兩利」的功德佛事。啟建

一堂水陸法會需七晝夜才能功德圓滿。

分有內壇、外壇等七個壇口，外壇共分

大壇、諸經壇、法華壇、淨土壇、楞嚴壇

、華嚴壇；近代亦有增設藥師壇，為信徒

祈安消災。總計一次水陸法會約需百位以

上法師，動員人力、物力頗鉅，一般寺院

並不輕易啟建。

水陸法會佛事，共設幾處壇場？
水陸法會與一般法會最大不同之處，是

有所謂內壇、外壇之分。內壇又稱「心壇

」，是心內曼荼羅；外壇則稱心外曼荼羅

。曼荼羅之義，是聖者所居之處，是成就

佛菩薩的道場，一般都是畫圓形或方形以

認識水陸法會           西來寺啟建勝會（下）
文／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圖／資料照片

西來寺謹訂於二○一七年四月八日至
二十二日，啟建「萬緣水陸大法會」，
仰祈三寶慈蔭、龍天降臨，護佑三界眾
生，障盡福增、所求如意；水陸空界十
方先靈，離苦得樂，往生佛國。特此敬
邀十方護法信眾屆時蒞臨拈香，同沐三
寶恩光，共結萬人菩提道緣，無任企盼
之至。
※水陸法會聯絡方式，請洽：626-961-
9697分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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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本報高雄訊】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行

「永遠從關懷出發——將愛戴起來」活動

，去年底隨著佛光山「雲水書坊——行動

圖書館」將佛光緣美術館台北館義工編織

的毛帽，捐贈給偏鄉小朋友。

此活動選擇雲水書車曾到過的偏鄉小校

，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共有六所，包括

宜蘭寒溪國小、南投仁愛鄉力行國小、南

投竹山鎮大鞍國小、台東北源國小、竹東

錦山國小、屏東羌園國小等；這些學校交

通較為不便，留下來讀書的小孩較多弱勢

，有的全校只有幾位學生，最多也只有二

十多位學生，這回雲水書車帶來的，不僅

是書籍，還有台北道場義工們為偏鄉孩子

們編織的愛心。

手織保暖圍巾 美觀耐用

活動緣起於美術館義工的善美想法。他

們想到寒冷的冬天，偏鄉的孩子可能需要

一些毛帽、圍巾，手打的毛帽及圍巾不僅

美觀，也較保暖耐用，因此有了編織毛帽

、圍巾的動機。許多義工想為孩子盡心的

努力令人動容。比方義工江明鴻，耄耋之

齡的他，患有帕金森氏症，因從未編織過

毛線，為了孩子開始了一生中難得的新體

驗，不懂上針、下針的他，奮力完成作品

，一件作品花了五到六小時才完成。美術

館台北館義工從前年開始編織至去年十二

月止，編織近四百件毛帽及圍巾。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在去年十二月開始到

六校進行發送毛帽及圍巾。每到一所學校

，都受到熱烈的歡迎。南投仁愛鄉力行國

小的孩子以泰雅語中的「賽考利克語系」

致詞說：「有人說：看一本書，就可以打

開一扇窗。又有人說：打開一本書，就好

像打開一個世界。看書，可以增加我們對

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在我們這麼偏遠的部

落，不容易和外界接觸，但雲水書車每個

月不辭辛勞的從遠方來到我們學校，讓我

們這麼偏遠的學校學生，都有看到世界的

機會。所以非常感謝佛光山的用心與愛心

。」孩子的話感動所有的義工們，完全忘

掉路途的勞累。

社會溫馨 力行三好回饋 

宜蘭寒溪國小在毛帽頒贈儀式中更大顯

身手，以原住民泰雅舞蹈、直笛、木琴、

森巴舞等，來感謝書車義工。蘭陽別院住

持覺來法師致詞說：「書車讓我們養成閱

讀習慣，帶動學校的讀書風氣，找到精神

雲水書車至宜蘭寒溪國小贈送毛帽，孩童

們露出笑容。� 圖／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提供

糧食，寒冬送毛帽，能讓人感受社會是溫

暖的、宗教是溫馨的，希望大家能以回饋

感恩的心，回饋大家編織的愛心，記得做

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新竹關西的錦山國小一年甲班劉芷妤回

饋說，每次他都很期待書車的到來，因為

書車的書籍種類很多，其中最喜歡借閱美

勞類和立體書。六年甲班鍾浩偉說戴上這

頂毛帽，感覺非常溫暖，想要送給媽媽，

因為媽媽每天在寒風中騎車接送他們上下

學，非常辛苦。竹東大覺寺當家永澄法師

點出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的慈心悲願，希

望小朋友善用書車資源，透過閱讀打開無

盡的生命。

南投縣竹山鎮大鞍國小校長劉育成在毛

帽的捐贈典禮中，感謝星雲大師的睿智創

辦雲水書車，將知識傳遞至偏鄉；幾年來

孩子在閱讀上的成長和改變有目共睹，學

校在二○一五年得到教育部舉辦的「閱讀

磐石獎」，為表達孩子的感恩，劉育成將

學生手做陶藝作品的義賣所得，回贈書車

作為購書基金。

建壇，防魔侵入。內壇不輕易讓人入內，

乃是怕有所冒瀆。

內壇、外壇有何差別？內壇功德大？還
是外壇功德大？

水陸法會雖分七個壇場，其實是一堂整

體的佛事，每一壇同等重要，缺其一就不

能名之為水陸法會。水陸法會分為內壇佛

事及外壇佛事，若論法事內容，重點則在

內壇。

內壇佛事主要是與四聖六凡交流，是整

個水陸的心臟。由於內壇佛事繁重，加上

主法者必須專心觀想，因此內壇必須結界

，以防外人闖入壇場，故由部分功德主，

代表所有功德主參加禮拜佛事。

參加內外壇的信眾每日至總回向壇，將

每日所誦經典功德回向，因此水陸法會是

不分內外壇功德的大小，齋主隨己力發心

，共成就此一法會，就是最大的功德。誦

經功德貴在自己的發心虔誠，發心愈大、

虔誠愈深，則功德廣大愈是不可限量。

佛光山所舉行的水陸法會，就是讓所有

信徒參與勝會，同沾水陸功德利益，使十

方信眾利益均霑。

【本報綜合報導】中國大陸四川遂寧市

射洪縣八歲男童蔣天健，出生就沒有雙臂

，但他的父母沒有放棄，從小訓練天健自

理生活，甚至以髮絲訓練其腳趾的抓取能

力。

《華商報》報導，天健的母親李紅梅表

示，她懷孕時，做五次超音波均被告知結

果正常，二○○九年李紅梅產下天健，卻

被告知孩子沒有雙臂，聽到這個晴天霹靂

消息，李紅梅從沒想過放棄這個孩子，「

雖然他沒有雙臂，但他是完整生命啊！」

當時李家長輩卻把孩子偷送給別人，李

紅梅堅持報警把孩子找回來，隨後，警方

真的讓蔣天健與家人團圓，「抱著他的那

一刻，我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孩子養好，

哪怕要付出更多努力。」

蔣天健父親蔣平特別給孩子取名為「天

健」，正是希望他可以天天健康。在天健

八個月大時，李紅梅就開始訓練他用腳的

能力；一歲時，天健就能用雙腳夾住家裡

小物件；一歲半時，李紅梅拔自己頭髮丟

在地上，讓兒子用腳趾去夾，天健多次嘗

8歲無臂童 用腳畫出生命之美 試後順利將頭髮夾起來。

李紅梅說，天健學東西很快，但也有挫

敗感，她從不會對天健發脾氣或不耐煩，

「我都會鼓勵他，我不想將來我和他爸爸

不在了，他無法自食其力。」現在就讀射

洪美豐實驗學校一年級的天健與同學相處

融洽，已學會用腳寫字、畫畫，也可以用

筷子、勺子吃飯。

天健曾問母親：「為什麼只有我沒有手

臂？」李紅梅安慰他：「只要你堅強、勇

敢，你可以用腳畫出更好的人生。」李紅

梅說，天健對畫畫很有興趣，也在繪畫上

獲得成就感，將來把畫畫當職業也很好。

書車送愛 毛帽暖偏鄉

佛光山水陸法會，信眾威儀齊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