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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佛光山在美國、台灣、澳洲、菲律

賓等地，陸續開辦了五所大學，然而

每建設一所大學，都需要相當龐大的

經費，動輒耗資幾十億，甚至上百億

，當然不是我們少數人的力量所能完

成。

因此，在我的願望是希望效法武訓

的精神，以托鉢興學的方式來辦學，

於是，也就有了佛光大學「百萬人興

學運動」的發起，結合百萬人的力量

，共同來建設大學。

每一位捐款人，我們稱之為「大學

委員」，每人每月捐款一百元，為期

三年。但是有人說，每個月捐一百元

，時間長達三年，太麻煩了，乾脆一

次捐三千六百元吧？但我認為不好，

為什麼呢？因為兩者的意義有所不同

，之所以每個月捐獻一百元，主要就

是讓大家能夠惦記著自己是大學委員

，而能在這三年之中，持之以恆地發

心。

明白說，大學的學習要四年才能畢

業，但是如果你能夠持續三年每月捐

款百元，三年下來，精神上的昇華，

心靈上的淨化，內心的慈悲喜捨，這

當中所獲得的功德，可能更勝於大學

四年所學，你的做人也就更加有成就

了。

百萬人興學運動發起之後，承蒙不

少人響應，雖然只是小小的布施，但

是心中能夠時時以助人、利人、興學

，作為自我的教育、自我的修養，這

份恆長的發心，遠比布施金額的多寡

更寶貴，相信能夠讓生命更昇華、更

擴大。這也就是我堅持「百元捐獻」

的用意了。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22（六）

佛光山美洲萬緣水陸法會

❶水陸外壇佛事：即日起～22

❷水陸內壇佛事：即日起～22

❸水陸送聖佛事：4/22

4/16（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 ~ 5：00 pm）

4/23（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 ~ 5：00 pm）

4/26（三）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4/29（六）
禪淨共修
（7：30 pm）

百元捐獻

凡人皆有長短，只要懂得

用人之道，取彼之所長，

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記者妙熙曼谷報導】「佛教傳播

二千五百多年來，在泰國有件最吉祥的大

事，代表北傳佛教大乘菩薩道精神的吉祥

觀音聖像，在南傳佛教王國現金身，舉行

落成開光典禮。」八日泰華寺住持心定和

尚，當著一千五百名信眾宣布好消息，象

徵南北傳佛教交流的里程碑。

「佛光山泰華寺吉祥金觀音開光典禮暨

世界和平祈福法會」以及「摩訶朱拉隆功

大學與佛光山寺建教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

」於曼谷泰華寺舉行，有來自中國、台灣

、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

、比利時及日本等護法信眾，參與盛典。

現場有泰華寺監院慧炬法師以英文介紹

，大馬《普門》雜誌總編輯沈明信中文、

有方法師泰文翻譯，三國語言合力下，方

讓活動圓滿進行。

地方首長 關切支持

心定和尚表示，觀音像趕在泰國新年潑

水節前開光，是為祝福泰國風調雨順，經

濟繁榮。此時要感謝泰國政府與佛教界的

寬宏大量，不僅允許興建寺院、南北傳佛

教學院，還經常前來關心鼓勵。

泰華寺興建過程中，曼谷市長、副市長

甚至在地父母官區長都不只一次曾前來探

視關心，也由於佛光山長年在泰國深耕、

廣結善緣，開光典禮中有逾十所泰國寺院

的長老也蒞臨盛會。

學誠大和尚率領中國佛教界代表團前來

見證時說到，中國有四大名山──浙江普

陀山觀音菩薩、安徽九華山地藏菩薩、四

川峨嵋山普賢菩薩、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薩

；中國更有一句「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

音」，可見觀音信仰深入民心。在中泰各

方支持下，吉祥觀音像終於建成。體現了

海峽兩岸佛教的完美結合、南北傳佛教的

融合，更是中泰兩國的友好情誼。

南北唱誦 相互輝映

「過去正法明如來，倒駕慈航；現前觀

世音菩薩，聞聲救苦。」開光典禮由北傳

長老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大和尚、佛光

山寺住持心保和尚、泰華寺住持心定和尚

、中國佛教協會副祕書長純聞和尚、祜巴

罕聽佛爺和尚、中國佛教協會國際部主任

兩岸北傳佛教的九大師，為泰華寺吉祥觀

音開光。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泰華寺立觀音    傳佛教新猷

【人間社記者善淨洛杉磯報導】睽違

十年，萬眾翹首盼望的「佛光山美洲萬

緣水陸法會」，八日在洛杉磯西來寺盛

大舉行，有來自各大洲的信眾，更有遊

客隨喜赴會，首日約有三千人參與。

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師致詞，除了

歡迎大家的蒞臨，並向大家報告大師的

近況，勉勵大眾「以千載難逢的虔誠心

，跟隨百餘位法師，以清淨的身、口、

意三業來修持，將功德回向世界和平，

國泰民安，眾生安樂」。

上午，灑淨儀式由佛光山寺退居和尚

心培和尚、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哥斯

大黎加監寺慧福法師、西來寺監院慧浩

法師及慧軒法師主法，帶領信眾至全山

及各壇口灑淨。灑淨後，住持慧東法師

致詞「感謝信眾發心，成就此殊勝的水

陸法會」；隨後，由心培和尚開示，提

及大家參加水陸法會能深入經藏，增長

福慧；能超薦祖先，往生善道；能廣結

善緣，普利群生。

【人間社洛杉磯綜合報導】十日的水陸

法會總回向壇，由海外巡監院院長滿謙法

師開示，勉勵大眾「佛陀肯定人人皆有如

來智慧德相，因此，要相信自己有佛性能

源，願意開發，必能成佛」。

滿謙法師以「巴黎國際書展時，法師贈

書給法國總理、文化部部長」及「法國國

家圖書館收藏大師的法文著作和美術圖典

」為例，說明當一個人有使命、願力時，

自助而後有護法菩薩相助，提醒大家正念

很重要。滿謙法師表示，今天為自己拜佛

誦經，也觀想家人、朋友及法界內所有苦

難的眾生，與眾生一起領受功德，當此善

念一起，便已與十法界相融一起，此功德

非凡無量。

在大壇，哥斯大黎加福慧精舍監寺慧福

法師主法大壇，在諷誦《金剛經》後，法

師叮嚀大家「種善因，得善果，學佛修行

的道上，任何一個法門，只要一門深入，

持之以恆，都會進入禪定開悟」。

在法華壇，第二部《法華經》計有近

法會第三日
外壇佛事花絮

四百位信眾誦念，圓滿完成；晚上禮拜延

生普佛，由達拉斯住持滿光法師主法。有

位信徒八年前因往生父親的佛事因緣，接

引他在每個星期至西來寺參加共修法會；

此次是他第一次參與水陸法會，他誦念英

文版《法華經》，並表示「法會讓我深信

，慈悲就是力量」。

在諸經壇，數位信眾表示，參加禮拜後

，回去夢見先人來赴盛會，因此特地帶來

鮮花水果及食物等供品。

在華嚴壇，於香別的休息時段，仍有信

徒做「不休息菩薩」繼續深入經藏；藥石

後，更有十五位菩薩捨跑香經行，持續深

入經藏，展現出令人讚歎的虔誠心。

西來寺水陸法會啟建  萬緣雲來集  

洛杉磯西來寺於八日舉行「佛光山美洲萬緣水陸法會」，有來自各大洲的信眾、遊客

，首日有三千人參與。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下午，外壇佛事正式開始，大壇、法華

壇、諸經壇與華嚴壇四壇口，分別於五聖

殿、教室、二合堂、懷恩堂舉行。大壇由

慧東法師主法，有兩百餘人參與，其他各

壇口亦平均每支香皆逾二百人參加。

第一天的總回向由住持慧東法師主法，

佛光山長老依空法師為信眾開示，期勉

大眾「珍惜因緣，獨樂樂不如與人樂；

獨善其身之餘，還要兼善天下」，更鼓

勵信眾「放下萬緣，安心辦道」。

「佛光山美洲萬緣水陸法會」持續進

行至二十二日，歡迎大家蒞臨西來寺。

扌外壇佛事八日開始，有大壇、法華

壇、諸經壇與華嚴壇，分別於五聖殿

、教室、二合堂、懷恩堂。圖為大壇

盛況。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南
北

普正和尚、中國江蘇省佛教協會副會長隆

相和尚、中國浙江省佛教協會副會長賢宗

和尚、中國北京光中文教館執行長慧寬和

尚等九大師主法。

〈爐香讚〉、〈大悲咒〉、〈觀音讚〉

之後，九大師持寶巾說偈：「寶巾一揚，

法相放光；眾生歡喜。」

持朱筆法物說偈：「朱筆一點，菩薩開

眼；慈視眾生，無比莊嚴。」

持寶鏡子說偈：「寶鏡一照，慈光遍照

；慈航普渡，諸佛含笑。」

「開！」九大師齊聲宣揚，眼前大螢幕

突然打開，隱身於後的吉祥觀音聖像於世

人面前大放光明，許多信徒此刻都感到無

比動容。儀式中，北傳和尚坐東單，南傳

比丘坐西單。南傳長老誦經祝福，北傳法

師稱念心經，南北傳誦經聲猶如海潮般迭

起交融，相互輝映。

26年往來 因緣深厚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會長余聲清提到

，二十六年前，星雲大師來到泰國弘法，

結下深厚因緣。當時，就有信徒懇求期盼

在泰國蓋一間中國寺院，弘揚人間佛教。

直到五年前，因緣才成熟，開始籌建泰華

寺。今天，看見吉祥觀音像開光真是百感

交集，一路走來相當不容易。

今日泰華寺有此成就，其中有個很大的

原因是，二十幾年來，星雲大師不斷的進

行南北傳交流，很多泰國高僧都造訪台灣

佛光山無數次。且大師的書籍被翻譯成泰

文，傳布得很廣，讓很多人認識什麼是人

間佛教，泰華寺是建立在彼此互信融合的

基礎上。

功德回向 百業興榮

心定和尚表示，今天來參與者一定會受

到觀世音菩薩的加持，保佑大家家庭幸福

，事業興榮，開光功德回向給泰國、中國

國運昌隆。中泰兩國友誼更親，希望菩薩

加持海峽兩岸拉近距離，南北傳佛教更加

融合。

現 場 貴 賓 有 泰 國 文 化 部 部 長 V e e r a 

Rojanapojarat、曼谷市常務副市長婉塔妮

博士、摩訶朱拉隆功大學校長梵志長老

、泰國副僧王兼世界佛教友誼會祕書長

Phallop Thaiarry、柬埔寨僧王His Holiness 

Bour Kry、國際佛光會泰國分會王木嬌會

長、人間福報社社長金蜀卿、北京星雲文

化教育公益基金會祕書長張靜之帶領百位

中國企業家來隨喜功德與會。最令人感動

的是佛光山星馬總住持覺誠法師率領三百

信徒，幾天前就已從大馬前來護持。

扌圖為灑淨儀式，由佛光山寺退居和

尚心培和尚、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

哥斯大黎加監寺慧福法師、西來寺監

院慧浩法師及慧軒法師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