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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

各位護法、朋友們，大家吉祥！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2019 己亥年是豬年。

十二生肖中，豬，代表一個循環的圓滿和繼起。星雲大師題寫「諸

事吉祥」一筆字春聯，祝福大家，身心自在。

兩年前，大師腦部手術，在高雄長庚

醫療團隊的照護下，復原良好。92 歲的大

師說：「我沒有痛苦，我沒有生病，只是有

點不方便。」心繫兩岸和平及人間佛教的發

展，大師說：「我還要更努力。」佛世難逢，

大善知識難遇，僧信二眾當奮起飛揚，追隨

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腳步。

休養中的大師，為幫助優秀貧困的「好

苗子」，勉力書寫「病後字」與人結緣。

陸續在佛光山傳燈樓、南京天隆寺、溧陽博

物館展出，期盼更多有緣人共同響應，讓

台灣、印度、菲律賓、巴西、南非等偏鄉學

子，因教育改變人生，進而成為國家社會的

棟梁。
星雲大師所題寫「諸事吉
祥」春聯

別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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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藝文結合，音樂弘萬億國中

文化藝術無遠弗屆，大師一生以文心行佛，藏經樓近百米的石

刻一筆字，展現人間佛教的要義。前總統馬英九先生參觀後稱許：

「星雲大師的一筆字就是現代佛經最好的詮釋」。藏經樓平日也以

一筆字法座會，接引十方信眾。

佛陀紀念館在館長如常法師與五位副館長依潤、永融、永均、

如元、有賢法師等齊心努力下，文化、教育、藝術各弘法事業日益

蓬勃發展。如 1 月，針對《佛光大藏經》、《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

典》的數位資料庫、展覽交換等赴倫敦和大英圖書館討論合作計畫。

3 月，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展，在歐盟立法基地布魯塞爾歐洲

議會大廈開幕，前斯洛文尼亞總理 Lojze Peterle、匈牙利的歐洲議員

Adam Kosa 等人出席，比利時智庫歐盟亞洲中心主任 Fraser Camer-

on 讚歎，大師推動的人間佛教與歐洲議會重視和平與和諧契合。

5 月佛館與英國杜倫大學、東方文化博物館聯合策展「與佛同

行―發現佛陀的故鄉」，展出佛陀誕生地「藍毗尼園」最新考古

研究成果，並有多國考古學者專家進行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了推動佛教辦學國際化，佛光山系統大學總校長楊朝祥、南

華大學校長林聰明及覺元、覺禹法師等 11 月攜手策劃第三屆「大學

2018 佛光山大學校長論壇最後一場在佛陀紀念館佛光樓舉行，星雲大師與學者接
心合影。（羅冠登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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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論壇」，來自 17 個國家地區、46 所大學、126 位校長及專家學

者與會，建立佛教大學的資源平台。大師出席致意，並以佛教〈十

修歌〉、〈雲湖之歌〉、〈觀音發願文〉祝福與會者。

音樂是大師弘法上大力倡導的善巧方便，佛館邀請江蘇省演藝

集團來台演出歌劇《鑑真東渡》，菲律賓的《佛陀傳―悉達多太

子》音樂劇在美國紐約各地演出，經由音樂弘法加深兩岸、東西文

化交流。

人才永續培養，戮力不懈

「三好運動」屆滿 20 週年，大師勉勵全球佛光人要把歡喜、平

安、吉祥撒播人間，共建「三好社會」。菲律賓光明大學在校長 Dr. 

Helen Correa、永光、妙淨法師努力下，走入百所校園推動「三好運

動」，首屆 27 位畢業生，邁向人生的新里程。

南天大學在校長 Bill Lovegrove、滿可、覺舫、覺瑋法師的努力

下，獲澳洲教育部核准增設佛教研修學所，開設人間佛教研究生證

書課程，「人間佛教」正式納入澳洲教育體系，開啟全球高等教育

先河；南華大學獲頒我國最高榮譽的經營品質獎項「國家品質獎―

永續發展典範獎」。西來大學新任校長張錫峯，加入佛光山教育團

隊。

人才永續培養，刻不容緩，由慈惠法師指導的五大洲學術弘法，

除了人間佛教研究院，在南天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西來大學、

南華大學以及佛光大學，亦設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設在藏經樓的「人間佛教徒眾短期研究班」，每年提供世界各

地領職的徒眾回山進修，深化人間佛教思想。海內外別分院開辦青

年書院以及大覺文化培訓班等，為佛光山叢林學院增加許多優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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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全球 16 所佛學院

也為培養人才戮力不

懈。

每 一 年 由 妙 凡 法

師、程恭讓教授舉辦

的「星雲大師人間佛

教理論實踐研究學術

研討會」、人間佛教

座談會等，出版專書、

翻 譯 著 作 已 達 50 餘

本。來自世界各地數

百位佛教學者，已然

建立人間佛教的共識。

誠如大師所言：「倡導人間佛教，才是佛教未來的前途，是世界的

一道光明。」

感念佛陀恩德，大師曾八次到印度，復興印度佛教是大師的心

願。印度新德里沙彌學園近百位沙彌在慧顯法師、黃進寶教士努力

下績效斐然，繼續深造者，如：南京大學的乘光、乘戒；佛光大學

的乘提、乘量、乘迦；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的乘法、乘福、乘菩。

菩提迦耶的印度佛學院，由妙軒法師引領師生們以「大樹下的課

堂」，將「三好」帶入印度社會，頗受當地人士肯定。

在大師的鼓勵支持之下，覺誠法師帶領佛光人在印度清奈設立

「佛光希望之村」，改善村民生活，並舉行皈依儀式；在斯里蘭卡、

印度大吉嶺、尼泊爾興辦「三好學堂」，為失學的青少年，提供受

教育、翻轉生命的契機。

佛光山印度沙彌學園第二屆 5 位畢業生，首度回佛
光山參加佛光山叢林學院 106 學年度各級學部聯合
畢業典禮。（梁清秩 / 攝）

2019 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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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字般若，加快佛教本土化

透過文字般若的菩提種子，能在各地生根茁壯，開花結果，為

熱惱的世間帶來芬芳與清涼。

11 月中旬，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雲湖書院舉辦人間佛教經典研

修班，以大師著作《佛法真義》，引領眾人看見佛陀「示教利喜」

的本懷，從積極樂觀中，重新估定義理的價值。

2016 年出版的《星雲大師全集》，

由佛光文化滿觀法師及佛光山資訊中

心慧肇法師等集體創作，推出繁體版

《星雲大師全集》APP，大師慈示免

費提供大家使用，期以人間佛教的法

雨潤澤人心。 

更令人鼓舞的是，《星雲大師全

集》發布會和論壇走進倫敦英國國會，

並在國會內舉辦星雲大師一筆字展覽

和佛誕慶祝活動，同時，由國會主席

正式宣布倫敦佛光山為英國國會教育推廣部門的佛教首席代表。

大師葡文版《成佛之道》、日文版《人間佛教的行者―星雲

大師》漫畫、韓文版《佛光祈願文》也問世了。再者，人間佛教研

究院國際中心妙光法師帶領團隊搜羅人間佛教專業用語，完成《人

間佛教中英文辭彙選》，提供全球人士研究，並陸續在美加等地培

訓英語弘法人才，加快佛教本土化腳步。　

由佛館、人間佛教研究院聯合舉辦「2018 神明聯誼會學術會議」

暨「中華傳統宗教總會幹部成長營」，有來自海峽兩岸、菲律賓等

專家學者，發表七年來舉辦八屆的「世界神明聯誼會」之研究成果。

星雲大師文集 APP 版本上線，
不限時間地點都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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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對大師對二千多年的民間宗教，取名為「中華傳統宗教」，

深表贊同。三年前，大師發起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由王金

平擔任總會長，陳嘉隆為祕書長，致力各宗教的往來聯誼，如大師

所言：「宗教之間，同中存異，異中不必求同，神明就好像燈光，

這個也亮，那個也亮，而彼此光光無礙。」各個宗教在世界每個角

落，照亮人間。

以出世的發心，做入世的事業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在妙士、妙笙法師等人建設下，第四期工

程即將峻工，歡迎大家前往參訪。為更妥善的關照員工，大師慈示

負責營建工程的慧知法師興建「吉祥樓」，於 11 月初已完成。覺

方、妙志法師接力重建蘭陽仁愛之家，於 9 月底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作為長者的安養樂園。

歷經 17 年，連接南天寺與南天大學的南天大橋，在 7 月亦正式

啟用。新州州長 Gladys Berejiklian 及臥龍崗市長 Gordon Bradbery 均

連接南天寺與南天大學的「南天橋」，在歷時 17 年籌畫建設後，於 2018 年 7 月
28 日落成開通。（仇誠 / 攝）

2019 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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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出席，意謂東西文化的交流深化，也象徵佛教辦學受到當地政

府的肯定支持。

大師為鼓勵佛教團結、兩岸友好，由台灣佛教界所成立之「中

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亦首度與「中國佛教協會」共同訪問日本，

大正大學校長大塚伸夫表示兩岸佛教攜手來訪，必將納入日本佛教史

冊。同時，也在兩岸佛教代表熱誠的邀請下，日本各宗派領袖更出席

佛光山「法水寺」落成典禮，這所莊嚴的寺院，在滿潤、覺用法師等

人努力下，歷經 15 年終於完成。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湛如法師表示：

「法水寺乃鑑真大師後，中國佛教在日本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大師說：「佛光山要以出世的發心，做入世的事業，朝文化、

體育、音樂、藝術等面向，把與民眾生活有關係的，想方法來給他。」

由「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成立的「真善美傳播獎」，

今年邁入 10 週年，11 月，主任委員、天下遠見創辦人高希均教授

舉辦「2018 第十屆星雲真善美傳播論壇―新時代傳播媒體的機會

與挑戰」，邀請歷屆得獎者：張作錦、陳長文、柴松林、李濤、沈

春華、王健壯等媒體界翹楚，於台北道場共論媒體的社會價值及全

球化的挑戰與機會。

體育弘法在「三好體育協會」會長賴維正、慧知、慧功法師的

努力下，八個球隊頻頻告捷，如：南華大學棒球隊，以創隊 3 年的

年輕資歷，奪得梅花旗亞軍，創下台灣棒球史上，成軍資歷最短、

打進梅花旗冠亞軍賽的紀錄；普門中學女子籃球隊，在 HBL 全國高

中籃球聯賽成功二連霸；普門中學棒球隊，拿下全國高中棒球聯賽

鋁棒組冠軍、木棒組的亞軍。除了頻創佳績，隊員在各種場合的自

律、品德、禮貌、笑容，不僅改變體壇文化，並被列為教育培訓的

學習目標。



167

推動信仰傳承，實現和諧社會

人間佛教在五大洲百花齊放，全球佛光人今年又再度回到本山

出席國際佛光會世界大會，這次大會主題以「信仰與傳承」，期許

佛光人將正信佛教代代傳承，以令正法永續。同時，感謝大家對心

保的肯定，受任為第七屆總會長，劉長樂、劉招明為副總會長，並

聘任署理會長慈容法師，法制長吳志揚、財務長陳居、祕書長覺培

法師，繼續為佛光會員服務，共同發心推動人間佛教在全球之發展。

「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10 月在大陸福建莆田舉行，有 55

個國家地區出席。佛光山五大洲等 20 餘位代表受邀，由心保率隊前

往，並代表大師作大會主題發言，同行法師亦分別發表人間佛教在

世界各國的發展，受到與會者之回響，讚許大師的遠見與宏觀，對

佛光山為佛教國際化帶來嶄新的一頁。

大師說，凡偉大的人事物，都懂得「平等」。每個人若要讓自

己「偉大」起來，就要有「平等心」。

3 月，國際佛光會以聯合國 NGO 會員身分，由覺培、永固、滿

謙、覺誠、有望法師等代表，首度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62），並宣揚星雲大師落實平等的精神，由南非南華寺「天

龍隊」學生代表，分享了非洲的村莊女孩如何翻轉生命的故事。

佛光山比丘尼及非洲天龍隊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 62 屆會議（CSW62），
分外受到矚目。（侯雅倫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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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世界最大的跨宗教會議「世界宗教議會」在多倫多會議

中心舉行，80 個國家代表參加，佛光山美加道場法師們出席及專題

發表「人間佛教―女性教育」，多倫多佛光山、美國佛光出版社

聯合於展覽區設置佛光文化書攤，推介《人間佛教何處尋》等書。

同時，荷蘭「第三屆和平會議」，佛光山荷華寺妙益法師受邀出席，

是唯一的佛教代表，也是唯一的女性演講者，依大會主題「建立融

和的社會」，發表英文演說。

融入國際社會，廣結人間善緣

人間佛教在世界各地能夠給人接受，受到肯定，這是僧信二眾

共同傳播佛陀的慈悲與智慧所成就。

1 月慶祝佛陀成道日法寶節。都監院和世界各地別分院，在僧

信二眾齊心協力下，全球送出超過 250 萬碗臘八粥。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與巴西如來寺，從 2014 年起，連續五年獲

TripAdvisor 貓途鷹優等證書，雙雙躋身 Hall of Fame 名人堂。佛館還

躍登紐西蘭發行量最大的《先驅報》。美國佛光出版社印行大師《星

雲禪話》，榮獲美國圖書「活在當下」精神領導項目「銅牌獎」；人

間衛視《我愛歡喜》3D 動畫，榮獲第 13 個獎項―澳洲影像國際影

展「動畫獎 TOP10」，並入圍第五十三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童軍發源地在英國，以基督教義發展 110 年後，英國童軍史上，

首次全團以佛教童軍誓言宣誓的英國佛光童軍團成立，引起英國主

流媒體英國衛報、英國廣播公司 BBC 和英國獨立電視台 ITV 和各

界關注，為人間佛教在歐洲多元宗教開展寫下歷史。

此外，紐西蘭南島佛光山榮獲 2018 年「基督城園藝獎」；邁阿

密佛光山接受塔瑪拉克市市長 Harry Dressler 頒發褒揚狀，並宣布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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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釋迦牟尼佛誕辰紀念

月」，以 5 月 20 日為「釋

迦牟尼佛感恩日」。

11 月，西來寺慶祝建

寺 落 成 30 週 年 紀 念。 美

國史上首位女性台美人州

參議員張玲齡（Ling Ling 

Chang）與參議員艾丘利塔

（Bob Archuleta）， 把 掛

在美國國會山莊、象徵最

高榮譽的美國國旗頒贈給

西來寺，表彰西來寺對美國社會的貢獻，由住持慧東法師代表接受。

12 月，世界神明聯誼會聚集海內外 768 家宮廟、3478 尊神尊來

到佛館，創下「世界最多佛像與神像同時聚集的全球多元宗教聯誼

會」世界紀錄，宗教融和，平等美好。

佛光山開山即將邁入 53 年，大師說：「我的人生沒有個人，我

的人生是大家的，能為大眾貢獻發心才重要。」只要我們效法大師

無私、無我的精神，人人落實五戒十善、六度四攝、三好四給，人

間佛教便能在世界上發光發熱，實現五和「自心和悅，家庭和順，

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人間淨土。大眾共勉之。

敬祝大家

人和家慶  諸事吉祥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宗長心保暨全體宗委　合十

二○一九年元旦

西來寺落成 30 週年紀念日當天，西來寺上空出
現彩虹、百鳥朝鳳的祥瑞之相。（張志誠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