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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青年行佛 走向世界 

──二○○三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紀實 

 

滿謙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青年總團總團長、佛光山叢林學院院長 

   

因緣際會 海會雲集 

「二○○三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於二○○三年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假台灣高

雄佛光山寺召開，由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佛光山寺主辦，交通部觀光局贊助支持，國際

佛光會中華佛光青年總團（以下簡稱中華總團）承辦，南華大學協辦。本次大會，以「發心

與發展」為主題，共有來自三十餘國，千餘位青年攜手參加，是一項盛大的國際性會議，也

是交通部觀光局今年所贊助最盛大的一個國際性青年會議。 

此次會議創下歷年人數最多與國籍最多的記錄，佛光山叢林學院亦正式加入青年團，可

謂各國精英海會雲來集。來自五大洲的青年團中，遠自美洲的有多倫多、溫哥華、滿地可、

渥太華、達拉斯、奧斯汀、舊金山、聖路易、科州、愛明頓、聖地牙哥、巴西等十九個地區

的青年團代表；大洋洲有澳洲雪梨、昆士蘭、伯斯、紐西蘭南島基督城、北島奧克蘭等青年

團；非洲的有來自南非各分團；歐洲的有瑞士、英國、法國、荷蘭、奧地利、瑞典等各國代

表；亞洲則有來自馬來西亞、汶萊、沙巴、新加坡、印尼蘇北、日本、菲律賓、泰國、香港、

韓國、印度、拉達克、不丹、尼泊爾、緬甸、越南、蒙古等國家青年代表、及台灣當地佛光

青年等全球五大洲百餘個佛光青年分團共同參與。 

此次參與的青年學員是來自世界各國的各界精英，遊歷各國，多具有宏觀與遠見。為了

讓全球青年蒞臨台灣，不虛此行，大會承辦單位中華佛光青年總團早在九月份，就分別在台

灣北、中、南、東四區集訓講習，由世界總會青年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葉惠貞居士及中華總

團總團長滿謙法師、副團長覺禹與覺均法師、叢林學院男眾學部慧寬院長等主持，緊鑼密鼓

地籌畫文化博覽會及佛光之夜晚會各項節目，呈現最精彩充實的課程，以饗全球青年。又為

讓參與會議的各國青年跨越語言的藩籬，大會特別向洛杉磯西來寺、多倫多佛光山、溫哥華

講堂及雪梨南天寺借了近二百個同步翻譯機。翻譯組的叢林學院國際學部英文佛學院的同學

們，一從青年團代表手中接到翻譯機，就立刻開始檢查各項設備，並將資料輸入電腦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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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列印時，還不忘利用零碎時間，一邊聽錄音帶，一邊練習法器，引起其他同學的共鳴，

齊聲加入：「藥師佛，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這時才知道已經請了不少菩薩海會雲來

集，護持此次盛會呢！ 

集體創意 十大特色 

本次大會別出新裁、精心籌畫各項課程，本年度國際佛光青年會議的大會有十大特色： 

(一)大師 VS. 神探，智慧引導科學 大會特別節目有「大師 VS.神探」，邀請有「現代福

爾摩斯」之譽的美國神探李昌鈺博士（Dr. Henry Lee）前來佛光山與大師對談，與青年們分

享人生經驗。李博士以精湛獨到的刑事偵查與鑑識技術享譽國際，因屢破奇案而被美國新聞

媒體冠上「當代福爾摩斯」、「物證鑑識大師」、「科學神探」與「犯罪剋星」等封號，他

在美國家喻戶曉，也是各國爭相聘請前往講學的專家。迄今已獲八百多個榮譽獎項，是一位

從貧窮的赤腳小子走向全球的傳奇人物。 

(二)主題音樂優美，國際作曲合輯 本次大會發表播放的中、英文主題歌：「星雲‧Stars 
and Clouds」，由香海文化公司特別提供（即將出版發行），製作小組陳嘉瑛小姐陪同著名的

英國音樂作曲家，特地飛到中國大陸體會感受，得到靈感而精心製作，風靡大會，讓全世界

青年一饗法音。另外，二○○三年八月在國父紀念館一連舉行七天的「人間音緣──星雲大

師佛教歌曲發表會」，由星雲大師作詞，來自十一國音樂家作曲的歌曲，也在大會中由各個

青年團以不同方式表現，將大師的睿智法語以美妙音符與歌聲宣流出來。 

(三)全球盛大集會，千人共襄盛舉 計有來自全球五大洲，三十餘國青年共聚一堂參與盛

會，是歷年來參加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中，參與國家及參與人數最多的一次。 

(四)環保植樹育苗，留下長青歷史 為加強青年環保、植福與服務奉獻的觀念，全球佛光

青年在「佛陀紀念館」預定地環保植樹，耕植菩提苗，不但為自己留下歷史，也為後人留下

蔭涼。 

(五)文化活動多元，增進國際交流 「文化博覽會」呈現世界五大洲各國的風情文化，展

現多元文化色彩。共分七大主題區介紹，有美洲區、亞洲區、歐洲區、非洲區、大洋洲區、

中華區、全球青年團和叢林學院介紹。全球佛光青年以多媒體設備及超大型海報展示各國的

民情特色與活動成果，以及全球青年團的發展情況與活動花絮。 

(六)晚會節目創新，呈現青年才藝 「佛光之夜」將各國民族文化特色淋漓盡致地展現出

來，有音樂、舞蹈、戲劇等節目，多采多姿，令人目不暇給，呈現青年們的才華及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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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眾集體創作，全國通力合作 中華佛光青年總團團結總動員，將全省各分團畫分，

組成北、中、南、東區，共四個區團，以整合人力、資源共享的方式，運用科技、文化、教

育、生活等四大項目發揮台灣特色，呈現台灣之美。 

(八)青年成年禮讚，引導人心向上 大會特別安排國際佛光青年成年禮讚，讓即將成年的

佛子們，在佛陀的座前，及星雲大師、父母親人的祝福之下，邁向璀璨的人生，勉勵青年佛

子們能有莊嚴的舉止、感恩的美德、慧巧的思想、寬容的雅量、坦誠的心胸，能以開朗的性

格、奉獻的熱忱，贏得別人的尊重、獲得他人的友誼。 

(九)電腦資訊運用，融和科技人文 本次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以多國語言同步進行翻譯，現

場利用現代聲光科技，不但有電腦同步字幕，而且以 VCD 作會議簡報及輔助各項課程的進

行，讓來自不同國家地區的青年都能無所障礙的溝通學習。 

(十)叢林學院協辦，落實解行並重 佛光山叢林學院青年分團全力支援本次大會，男、女

二眾學部同學通力合作，集體創作，協助大會手冊及中英文快報編印及現場各種語文翻譯、

美工製作及各項佈置等工作，落實佛教解行並重的精神；將叢林學院的青年與全球各國青年

結合，互相學習，發揮尊重與包容、同體與共生的精神。 

青年行佛 走向世界 

本次青年會議主旨主要有三： 

(一)加強佛光青年的領導統馭才能； 

(二)擴大佛光青年的國際生活領域； 

(三)提昇佛光青年的正見信仰情操。 

依此主旨，在課程設計上安排了一系列融和動態與靜態、知性與感性、佛法與世法的課

程，並以「青年行佛，走向世界」為會議口號，提倡佛法的實踐。五十年前，星雲大師率領

蘭陽地區的青年們行佛走出去──下鄉弘法佈教，將佛法帶到全省，而後走向世界──擴大

到全球五大洲。五十年來，大師心繫青年在佛教的發展，大師在開示時，說道：「佛教需要

青年，青年需要佛教。」唯有青年才能帶動佛教的未來及希望，國際佛光青年應具有樂觀、

朝氣、柔軟與巧慧的性格。不只是年齡的年輕，也要有年輕的心境。能像諸佛菩薩一樣在日

常生活中思惟佛陀的教法與言行，發菩提心，並依循實踐，即是「行佛」的主旨，也是國際

佛光青年的時代使命。而「走向世界」則是放眼國際、胸懷世界、弘化全球，培養國際青年

的遠見與胸襟。大師帶領青年弘法，走過五十年的歲月，將人間佛教遍及全球五大洲，今年

全球的佛光青年們共聚在台灣研討「發心與發展」，未來也將「行佛走出去」，奉行「三好

運動」（做好事、說好話、存好心），推動世界和平，為全球人類謀求幸福與安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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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精采 活動多元 

大會課程在二十七日報到後展開各項活動，各國學員們親切如一家人，歡喜共聚一堂，

互相學習觀摩，交流心得；因當天適逢伊朗地震慘案發生，滿謙法師在「會前會議」活動說

明課程前，先作國際關懷，特別帶領全體青年們為亡者及傷者們誦經祈願祝禱，許多青年們

都留下了感動的眼淚。當日晚上七時，大會在如來殿四樓大會堂進行「青年會報」，由都監

院院長暨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年總團部團長慧傳法師主持，為翌日的開幕典禮進行暖身。

每年的「青年會報」總有讓人驚喜、意想不到的發現，今年也不例外。計有三十四個分團上

台報告，以 VCD、PowerPoint 方式，搭配隊呼呈現，可說與今年大會特色之一的「資訊與文

化融和」十分相應。 

各分團的會報獨樹一格，各有特色。如：南非、日本皆穿著民族服裝上台亮相；馬來西

亞學員將年度活動編成一首歌──「走出去」，以法音布施大眾；今年新加入且協辦此次大

會的「叢林分團」，則以地主身分向大家介紹「佛光山叢林學院」，並在會報後齊喊隊呼──

「叢林學院歡迎您的加入」；紐西蘭南島帶來今年最特別的「新笑傲江湖」活動，拋開舊有

的綜合性報告方式，藉著古裝戲，以多媒體的方式介紹給大家，令人耳目一新。慧傳法師也

說到，每年一定會有最突出、最有創意的活動，該分團已掌握到重點，這才是會報應呈現的，

但新成立的分團仍應以綜合性介紹為主。 

為時三個多小時的「青年會報」，可說是令人大開眼界，不禁稱許青年無限的潛力，及

佛教未來的希望。從會報中，可看出世界各地青年已將佛法與當地節慶融和，如慶祝感恩節

等，或是華僑在當地慶祝華人的節日，如新年、端午、中秋等，都是佛教「本土化」的落實。

深深感到不論走到哪裡，佛教是最根本的依靠。青年在各項活動中學習佛法，從發心服務中

學習感恩，即是擴大人生的開始。 

二十八日起，大會特別安排青年們每日做早課及太極十八式，期勉青年們除了平日培養

虔誠的宗教情操外，還能注意鍛鍊身體，由調身、調心、調息三者合一中，體會動靜一如的

境界。上午八時在如來殿大會堂舉行開幕典禮，由佛光山宗長心定和尚主持，對於全球青年

熱情的歡呼吶喊，定和尚分別以韓文、日文、台語、廣東話、泰文、馬來話、英文、德文、

法文、葡萄牙文等十國語言向大家道「感謝」，得到各國青年的熱烈掌聲。宗長於開幕典禮

上告訴青年們，今世能親近三寶，是宿世善根所致，要把握這「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因

緣，協助當地法師推廣佛教，圓滿大師「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流五大洲」的慈心悲願。

宗長並根據佛光會員信條，提出「認識自己」、「開發智慧」、「發展慈悲」三點與大眾共

勉。 

此次與會特別貴賓，有來自韓國釜山寺住持深山法師、漢城佛光山住持依恩法師、奧斯

汀香雲寺住持依宏法師、青年發展委員會主委葉惠貞老師、傳燈會執行長永光法師、文化院



《普門學報》第 20 期 / 2004 年 3 月                                               第 5 頁，共 16 頁 

特別報導 / 青年行佛 走向世界──二○○三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紀實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院長永明法師、普門學報主編滿果法師、青年總團部團長慧傳法師、男眾學部主任慧光法師、

叢林學院院長滿謙法師等人。貴賓致辭後，各國分團緊接著以隊呼口號展現各國熱情活力，

為此次大會作熱情的暖身，開幕典禮後全體與會大眾前往不二門前拍團體大合照，留下歷史

鏡頭。  

開幕典禮後，大會特別禮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慈容法師於如來殿大會堂專題講

演。慈容法師多年來為佛教、為社會積極推動多項活動，也帶領過全球許多青年，此次看到

在座許多青年們以無比的熱情活力，展現佛教蓬勃的生機，對佛光青年們有更深的期許。 

慈容法師首先以菩薩性格勉勵青年們培養責任感，要有為佛教傳承法脈和弘揚佛法的精

神，並培養菩薩的願心和青年的活力，以「菩薩行」實踐三好運動，做好事、說好話、存好

心廣結善緣；以青年的活力，行出佛教的未來，為社會與國家奉獻，如同佛光山人間菩薩道

場的性格──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能「給」，代表內心有豐富的資

產； 能「給」，代表人生正積極向前行。此外，青年須具備正知正見，在佛教中找到自我、

發掘自我、學習做自己的主人；能夠具備了正確的觀念，才能點亮自己的人生，更可以照亮

別人，走入人群，關懷社會。像四大菩薩為眾生服務，除了有慈心悲願，還要以般若智慧引

導眾生。慈容法師認為青年要效法菩薩，要有讓自己忙起來的動力，如同 師父上人所言「忙

就是營養」，因為在忙中才能不斷成長；在忙中更能感受法喜，要像菩薩度眾的熱誠一樣，

永不停歇。 

最後慈容法師期勉所有的佛光青年們在今年要「行佛走出去」，以佛教靠我的願心和菩

薩的行持力，走向世界，面對未來璀燦的人生。 

下午舉行成年禮讚，此次成年禮殊勝非凡，特別恭請到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星雲

大師主持成年禮儀式，為來自全世界三十餘國上千青年佛子證盟授記。青年們懷著恭敬虔誠

的心齊唱著「三寶頌」，揭開成年禮讚的序幕。大師勉勵參加成年禮讚的青年們從今以後過

著獨立、感恩的人生；過去接受世界的點點滴滴，現在成長了，要過著「給」的人生。唯有

感恩才是富有，只接受長輩的給予，是貧窮的，將慈悲與智慧供養十方大眾。大師並指出，

成年以後，說話時，要想到自己是大人了；做事時，要想到自己是大人了；起心動念時，要

想到自己已是大人。最後勉勵學子任何環境都是我們成長的因緣，要做一個有擔當、肯負責

的人，以「三好運動」（做好事、說好話、存好心）作為一生的座右銘。大師也祝福所有的

青年們「吉祥順利、一帆風順」。 

成年禮典禮中，還有一家三代同堂，一同來山求法。遠從美國西岸特地來台陪同兒子參

加國際佛光青年會議的中船工程師 Mr. Lany Sparks 及遠從澳洲帶兩位女兒來參加成年禮的許

榮蘭女士，相繼代表所有與會家長致詞，感謝佛光山在全世界推動佛教的貢獻。此外穿著各

國傳統服裝參與成年禮的青年們，也分享他們成長的喜悅。來自台灣目前就讀佛光山叢林學

院的李美怡同學及來自汶萊的佛光青年洪建欽，與大眾分享成長的經驗。汶來青年洪建欽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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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汶萊是回家國教，佛教無法發揚，一次因緣際會，因聽到大師的理念，感動而發願使

佛教在汶萊生根，因此而成立佛光青年團、人間佛教讀書會。」並勉勵所有青年把握這殊勝

難得的因緣好好學習佛法，整個場面非常溫馨感人。「授記簽印」的時刻，是成年禮活動的

最高潮，各國青年身著各國的服裝，接受大師甘露的祝福，並為青年們戴上紀念勳章。典禮

尾聲，在大師為青年們的祈願祝禱中畫下完美的句點！ 

本次佛光成年禮不僅有台灣當地青年學子報名參加，來自世界五大洲參加「二○○三年

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上千名三十餘國的佛光青年亦把握這個難得的因緣，參與此次盛會，在

佛陀的座前，在父母親友的祝福下，邁向成年的人生，步上人生的舞台，承擔人生的責任，

培植感恩、寬容、負責、豁達的生命觀，從接受的人生到感恩付出的人生。成年禮後隨即舉

行分組座談，各組青年就著組織、活動、服務、生活等項主題來討論如何落實行佛。 

晚上全體青年及全山大眾在如來殿大會堂聆聽大師接心開示。 

大師提出「十種學習」，做為青年的指標。告訴大家：青年接受了很多學校教育、社會

教育、家庭教育，但最重要的是自覺的自我教育，並勉勵青年要有「十種學習」，實踐之。 

(一)學習吃虧。爭光是從吃虧得來。討巧、討便宜只是一時之利，學習吃虧才能成功。好

比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不入，自己吃虧，為人服務，最後成為一國之君。又如，朋友之間

若相互討便宜，怎能得到至交厚誼？ 

(二)學習認錯。現代人的毛病是不肯認錯，其實能認錯的人進步最快，也較有人緣。有時

或許是對方的錯，但能向其認錯，表示自己有較高的素養。 

(三)學習感動。對他人的善行感動，就是「佛心」。看到他人做好事、成功發財，要能生

歡喜心，不要嫉妒、批評，並學習感動別人，世界就會美好。 

(四)學習柔軟。做人處事強勢，無法折服對方，只有謙虛柔軟，才是妙方。遇事時，要能

鬥智不鬥氣，拳頭不打出去，力量就能保存；眼淚不滴下來，才能夠化悲憤為力量。 

(五)學習忍耐。世間上唯有忍耐，才是解決之道。忍是認識、擔當、接受、化解、處理。

佛教的「忍」有三種：「生忍」，是為了生存而認識、接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進而去擔當、

處理；「法忍」，是對心理上的貪瞋愚癡邪見等煩惱，能夠自我克制、自我疏通、自我調適；

「無生法忍」，即認識一切法本來不生不滅，而能隨緣放曠，自在逍遙。 

(六)學習風度。人我相處要有風度，即是一種修養。孝順父母、恭敬師長、對朋友謙虛、

幫助他人、守時、守信、守禮，都是風度，有風度的人才能走入社會，與人交誼。佛教講「莊

嚴」，動靜有動靜的莊嚴，真善美就是風度。 



《普門學報》第 20 期 / 2004 年 3 月                                               第 7 頁，共 16 頁 

特別報導 / 青年行佛 走向世界──二○○三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紀實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七)學習靈巧。靈巧是一種般若、悟道。佛教所說的悟道，從聞思修而來，自己要去會意、

深思、連貫，他人無法替代。 

(八)學習喜捨。學習給人一句好話、一個笑容、一點幫助和一些因緣，學習給人信心、給

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因為「給」才是真富有。 

(九)學習慈悲。人，可以什麼都沒有，但不能沒有慈悲。它可以將愛昇華，以智慧度化感

情，使人離苦得樂。 

(十)學習正派。人，寧可貧窮、寧可沒有學問，但不能不正派，寧可「正而不足，不可斜

而有餘」。 

最後，大師為新成立的二十七個分團授證，計有來自洛杉磯南灣、西來、奧斯汀、波士

頓、汶萊、南非、紐西蘭北島、釜山、漢城、香港佛香第三青年分團及馬來西亞三個分團及

佛光叢林青年分團等，新分團幹部們一致發願未來將積極推動佛法，推動人間佛教。 

心靈 DNA 轉識成智 

二十九日上午佛光山寺住持心定和尚為青年們談人類「心意識與生死輪迴」的關係，特

別提到：佛教不是消極悲觀的宗教，而是要建立離苦得樂的人間淨土。佛光山是推動實踐人

間佛教的道場，首先要學習菩薩的「悲智願行」，想要實踐菩薩行，就先要學習「轉識成智」，

而要轉識成智，首先要來瞭解吾人「心」、「意」、「識」的功能，及其與生死輪迴的關係。 

在人類的意識活動中，除了有認識的分別作用，更能將自己所造的言行記錄下來，此即

是「記憶體」的功能。這種意識的特異功能，會不斷地將我們的思惟與言行之痕跡儲存下來，

成為我們的「心」，且不斷地相續、積聚與變化中，就成為「識蘊」，並成為生生世世導引

生死輪迴的力量。若以現代醫學角度來詮釋，這種力量就是「心靈 DNA」的功能。 

由於人類對於吃過的、用過的、做過的，都藉著記憶會儲存在心中，並且常將幻化的現

象誤以為真實，將短暫的快樂誤以為永恆，種種的無明導致不正確的判讀，造成人生種種的

苦痛。想要破除這種錯誤的觀念與思惟，唯有依照佛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緣起

法則，觀身心也是五蘊等眾緣和合，即能明瞭「色不異空，空不異色」之真義，人生觀、價

值觀等就會開始改變。體會色、心是「空」的當下，即與「明」相應，成為「轉識成智」的

人生。此時雖仍對人間有情，卻是以緣起法為基礎而成就的慈心悲願，成為實踐「眾生度盡，

方證菩提」的「覺有情」行者，此即是人間佛教行者的修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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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博覽 開拓視野 

二十九日為讓來自全世界五大洲的青年學子能瞭解各國的風俗民情，特將雲居樓二樓規

畫為「文化博覽會」場地，讓來自全球五大洲、三十幾個國家千餘青年，把各國的民情特色

與活動成果，用創意手法與多重表演方式呈現，有如一場萬國博覽會。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年總團部團長慧傳法師表示，博覽會的目的，就是希望藉著各國

展覽演出，開發青年國際宏觀視野，並體認各國多元文化特色，培養尊重融和的性格。 

「文化博覽會」以七大主題區介紹世界五大洲，有中華區、亞洲區、大洋洲區、歐洲區、

非洲區、美洲區，以及全球青年團和叢林學院介紹，全球佛光青年以多媒體設備及大型海報

展示，呈現各國的民情特色與活動成果，以及全球青年團的發展與活動花絮。中華佛光青年

北、中、南、東四區的青年聯合策展中華區，呈現台灣寶島的社會型態、多元文化、產業科

技以及自然生態和環境保育。亞洲區則介紹了工業及科技水準水平一直居於亞洲之冠的日

本、信奉回教國家的汶萊、全球重要商業據點也是亞洲最繁華的都市之一的香港、具有多元

種族文化的馬來西亞及菲律賓、韓國……等地，讓青年們體驗到東方的獨特民情與人文特色。

大洋洲區展示重點為：自然環境絕佳的紐西蘭，和各地移民加入且學佛人口與日俱增的澳洲。

歐洲國家則介紹了民主政治穩固與經濟快速發展的葡萄牙和充滿熱情活力的西班牙、號稱「日

不落國」的大英帝國、富有拉丁風情的南歐、社會福祉良好的北歐、有世界花都──巴黎等

足以卑睨全球的法國……等國家地區。非洲區以南非為主，因為不論是種族、語言、宗教、

文化、還是地形、氣候等，南非都具有相當多元化的風貌。美洲區則有因歷經獨立革命、廢

奴運動、西進開拓及兩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移民風潮等而擁有特殊多元文化精神的美國、世界

第二大國家的加拿大、蘊藏熱帶叢林秘境聖地的巴西……等地。 

今年最特別的是，佛光山叢林學院在星雲大師的指示下，成立了佛光叢林青年分團，成

為佛光青年的一份子。佛光叢林青年分團以「人間佛教建立生活方向」、「組織社團培養領

導能力」、「教育訓練深植佛教信仰」、「服務社會提昇生命價值」為成立宗旨，將大師辦

學理念與學院歷史和生活教育完全呈現出來，期由實地參與中汲取知識與經驗，將來能夠成

為帶領佛光會、青年團的中堅份子。 

此次的博覽會由各國青年們除了有靜態的海報與手工藝品展覽外，也有動態的精采表

演，如各國種族文化風俗與技藝現場表演，和傳統服飾展示、影片播放、遊戲互動等，藉此

培養青年的國際眼光與懂得尊重欣賞各族群文化傳統的觀念。此次總團用心策畫，精采絕倫，

讓所有參觀的青年深入其境，像遊走了一趟東西文化之旅。「文化博覽會」的尾聲，由中華

總團滿謙團長總結開示，並帶領叢林學院青年們獻唱一首「天堂在哪裡」，滿謙法師希望所

有青年能一起將「人間音緣」唱到全世界，並期許青年們能在明年「二○○四年人間音緣詞

曲發表會」上共襄盛舉，為世界唱出一片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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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令人興奮的是，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星雲大師於二十八日下午蒞臨現場參觀

時，也特別指示保留這次「文化博覽會」所有展品，繼續在「二○○四年佛光山花木奇石藝

展」中再次展覽，讓大眾同饗這場國際文化盛宴。 

青年行佛 走向未來 

二十九日下午，於如來殿四樓大會堂進行「綜合座談」，由九位代表上台報告，針對二

十八日「分組座談」的「青年行佛，走向未來」議題提出報告，並由大師總結開示。 

對於資源如何國際共享，佛光青年認為，建立網路、資料庫是最方便、快速的方法，也

是整合資源的要件。將活動燒錄成光碟，結緣各分團，亦是彼此學習的機會。至於如何使「行

佛」不只是「口號」？應實踐「三好運動」，在生活中落實佛法、樹立榜樣，成為青年學習

的對象。此外，應培養語文人才，瞭解當地文化，讓佛教「本土化」；並以歌詠舞蹈接引青

年，以慈善同樂攜手成長，讓青年團成為伴隨青年成長的角色；以公益取得當地人士信賴，

使青年團的存在逐漸成為世界肯定的團體。 

報告結束時，星雲大師看到各分團充滿信心，歡喜地表示：有信心就有力量、希望，語

言、文化雖有隔閡，但可以體育、繪畫、攝影等藝文活動相互交流；並提及佛教未來著重「行

佛」，學佛不只是信佛、拜佛、求佛。又，網路是佛教未來發展重點，目前佛光山叢林學院

已成立網路「天眼佛學院」，提供世界各地佛學資訊。 

大師勉勵青年腳踏實地，並為人生立定「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的目標。青年有熱

情、有理想，但實際的人生往往與想像不一樣，外面的世界亦不比家庭有溫暖的依靠。「走

出去」的路不一定平坦，需要有堅忍克服的精神，尤其是金錢的誘惑、語言的困擾，因此最

要緊的是踏穩每一步。 

最後，大師提到，目前中國大陸、日本、台灣有豐富的佛學資源；中國大陸以中國文化

為基礎研究佛教，日本學者著重研究原始佛教，台灣大專院校佛學社活躍，且佛光山更於世

界各地成立佛學院。佛學是佛教發揚光大的根本，而佛學研究必須藉助青年之力。 

佛光之夜 活力四射 

「國際美食展」由南區各別分院協辦提供，以三十二個攤位展示各國風味美食，共供應

九千份，期以「多元飲食」以會會友，在各國特色美食中，瞭解民情風俗與文化，並欣賞各

國才藝表演晚會。佛光童軍團為共襄盛舉，特別於佛光之夜中施放煙火，藉此來歡迎全球青

年們同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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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多時的「佛光之夜」終於在「成佛大道」廣場熱情展開了！配合著國際美食展，全

場座無虛席，在青年們熱情歡呼聲中，彼此間的交流更接近了。今年獻上許多精采表演節目，

有世界各地富有民族色彩的文化表演，與青年們熱力四射的魅力演出，如此璀璨繽紛的夜晚，

多采多姿的節目，讓與會青年在「成佛大道」廣場上共度不一樣的跨年盛會。 

晚會的特別貴賓，有佛光山開山大師星雲大師和宗長心定和尚、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

書長慈容法師、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暨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年總團部團長慧傳法師、中華佛

光青年總團總團長滿謙法師，及來自美國的羅醫師等貴賓一同臨蒞現場。慧傳法師致詞時說

明，看到韓國、日本青年們共聚一堂融和唱歌，揮舞日本國旗，在佛光照耀下，真正和平共

處，令人感動；未來希望大家要以青年的活力來傳揚妙諦，讓法水永流長，青春永普照，並

感謝所有的青年加入。晚會節目相當精采，有來自溫哥華、汶萊、加拿大、香港、昆士蘭、

南非、美國、印尼、菲律賓、中華以及叢林學院等三十幾個表演節目，所有的青年活力盎然，

全程熱情不減，將當晚的氣氛帶到了最高點。 

佛光之夜晚會近尾聲時，全球青年齊聚一堂的融洽氣氛令人感動。佛光山現任宗長心定

和尚說道：「今晚真是令人大開眼界，除了節目具有國際水準，青年們都做到了給人歡喜，

祈願青年學子們能在未來也都能夠將歡喜的種子撒向全世界，為二○○四年開啟新的一頁歷

史。」 

議案討論 首次突破 

三十日上午舉行「議案討論」。連續舉辦七年以來的青年會議，今年是首次安排有「議

案討論」，這是大會的一項突破，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青年總團部團長慧傳法師及中華佛

光青年團總團長滿謙法師共同主持。世界總會青年總團部團長慧傳法師有鑑於國際佛光青年

會組團部成立七年來已有一百二十三個分團，再加上今年度新成立二十七個分團，全世界共

有一百五十個分團，如此龐大的組織要推動佛法「行佛走出去」，就要有議案討論來落實「行

佛」，九項提案討論中，各項決議將落實，加強青年團組織力及行佛力，讓青年們共同為推

動佛教普及化而努力，並討論如何推動青年學佛，帶動社會良好風氣，淨化人心。 

本次討論通過的議案有： 

(一)國際佛光青年會議團歌作曲案。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成立七年來，全球目前已成立

了一百五十個分團，為使青年團能夠日益發展茁壯，故須製作團歌。大家決議通過由總團制

定辦法，分配到世界各個青年分團，由大家作詞、作曲，期以集體創作的方式，製作出既活

潑動聽、具有精神力，又能表現青年精神的歌曲，並於明年國際青年會議中，由各國推舉代

表遴選團歌，讓全球的佛光青年都能擁有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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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年人間音緣──星雲大師詞曲發表案。「二○○三年人間音緣──星雲大師

佛教歌曲發表會」在國父紀念館舉行的七天比賽中，計有十一個國家的音樂家參與作曲，並

將精選歌曲錄製成光碟，於今年的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中贈送給與會青年每人一片。為讓這些

動聽而富有意義的歌曲能夠普遍化，讓這些清淨的法音能夠宣流五大洲，大家決議：由青年

總團將大師的詞翻譯成各種語言，各個青年分團回到自己的國家地區之後，立即展開推廣行

動，舉辦歌唱比賽，鼓勵各國青年能創作新曲，譜出更多動聽的曲目以饗大眾，並於下一屆

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中舉辦「二○○四年人間音緣──星雲大師詞曲發表會」，分初賽與決賽。 

(三)國際佛光青年總團部章程辦法落實案。國際佛光青年總團部之章程辦法，已於今年十

月初在巴西舉行的國際佛光會理監事會議中決議通過，今後各個負責單位須用心落實，並注

意：1.國際佛光青年團的全名直接以「BLIA－YAD」的英文唸出。2.國際青年團總團部的會

址不可更動，因其附屬於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 

(四)各國青年團相互訪視辦法案。國際佛光青年團目前已有一百五十個分團，為使各個團

員能「行萬里路，讀萬卷書」，擴大視野，開拓心胸，大家決議由總團部制定相互訪視辦法，

配合各國假期，組織不同的訪視團，由當地佛光青年作東道主，負責介紹當地人文風土及佛

教發展現況，以期達到彼此學習、溝通交流的目的。 

(五)落實青年幹部資格認定辦法。為能長期發掘培訓資優青年幹部，二○○三年國際佛光

會理監事會議中，通過「佛光青年總團部幹部分級辦法」，將幹部分為「白象」、「天馬」、

「金獅」三級，並輔以各種訓練課程： 

第一級──「白象」之幹部課程，包括宗門思想、佛法概論、佛門行儀、梵唄、活動策

畫、團康訓練、醫療常識等。 

第二級──「天馬」之幹部課程，包括宗門思想、佛法概論、佛門行儀、梵唄、活動策

畫、團康訓練、會議主持、青少年心理學、兒童心理學等，其中兩門心理學

為選修，至少選一門。 

第三級──「金獅」之幹部課程，包括宗門思想、佛法概論、佛門行儀、梵唄、問題探

討、認識佛光會、口才訓練等。 

三個等級皆有宗門思想，但內容及深度不同。 

認證幹部資格過程，先由輔導法師推薦，由世界總團部審核通過後，通知幹部本人、所

屬分團團長、當地輔導法師，並於當年的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中頒發證書。幹部日後若表現不

佳，可以取消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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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青年團選拔十大優秀佛光青年案。各個佛光青年團均有表現優良的青年，為鼓勵優秀

人才，並讓團員們作為學習典範，大會通過選拔辦法，先由各個佛光青年分團推派賢才，然

後舉辦全國推選會議，進而舉辦各洲推選會議，最後由世界總團提交至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中

審核。「人間福報」將採訪登載優秀佛光青年之事蹟，讓全世界的人都認識他們對社會、對

佛教的貢獻。 

(七)擬定青年檀講師教材案。「青年需要佛教，佛教需要青年。」各個佛光青年團裡均有

優秀的青年俊秀，青年總團部將培訓他們成為壇講師，以協助推動弘揚人間佛教。培訓最重

要的是教材，大會通過由佛光青年世界總團與中華佛光青年總團共同合作，完成教材的設計

與製作，期能依教材培訓及考核計畫，期使優秀的青年人才能夠從預備檀講師循序而至正式

檀講師。 

(八)佛光青年到聯合國服務案。國際佛光會經過十年的努力，榮任聯合國非政府組織諮詢

顧問（NGO in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並於二○○三年七月於瑞士日內瓦召開的年度理

事會議當中，由聯合國經濟社會理事會（ECOSOC）正式授證，成為聯合國的一員。全世界

國際佛光會的會員們今後將得以循國際正式參與管道，為全人類社會之歡喜融和與向上提昇

的發展目標，奉獻一己之心力。國際佛光會今後將派駐觀察員進駐聯合國世界各主要辦公室，

積極引導佛光會全世界各種專業會員人才，除以實際行動參與聯合國的國際合作計畫之外，

並主動報告聯合國關切的國際議題，以喚起世人對我們自己的地球社會一份關心、一份認識、

一份因緣。未來國際佛光青年團亦將選派優秀佛光青年參與聯合國主導之國際合作計畫。 

(九)二○○四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日期及地點案。今後國際佛光青年會議將循一年來本山

召開，一年在海外召開的模式。二○○三年國際佛光青年大會圓滿結束，須決定下一次舉辦

的日期與地點。在香港佛光青年團努力爭取下，大會通過二○○四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在香

港召開。 

環保種樹 培植福田 

三十日的重頭戲，大會為佛光青年們安排植栽活動──「全球佛光青年耕植菩提苗」，

以「植樹」象徵佛教青年種下未來的希望及福德因緣，並代表佛教對環保的落實，對生態的

重視，是「行佛」的實踐，一方面瞭解自然與生命的重要，藉由植物的栽種，長養自我心中

的菩提幼苗，以耕植心田；另一方面配合佛光山今年春節所舉辦的「花木奇石藝展」，讓全

球佛光青年有共同參與的機會。  

植栽活動開始前，由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總團長慧傳法師，為大家開示植樹的意義，

鼓勵大家植樹的同時，也把自己的菩提心苗種下去，要好好照顧它，讓幼苗成長，繼而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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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更讓這棵佛光幼苗在全世界五大洲開花結果，並且介紹花木奇石藝展的特色，接著帶

領各國青年們種下第一棵樹苗。  

一千多位的佛光青年，帶著由大會所提供的各種花卉植物，包括：樹蘭、櫻丹、小葉欖

仁、木棉樹、金露花等，近三千多株的幼苗，分布在花展區內進行植栽。在大家的齊心努力

下，各處布滿了花卉，青年們心中的喜悅，從歡呼聲及笑聲中一一展現。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星雲大師曾經說過「植樹要培其根」，這就好比說做人要「立

定腳根」，解決問題要「探究根本」，生命也要「追溯本源」。有根，才能開花結果；無根，

就如浮萍落葉，難以安身立命。現代青年要珍惜生命，更要有強韌的生命力，只要信心不壞，

再艱難的困境也會度過。 

「植樹」有其深遠的意涵，星雲大師曾經說過「培植之道」有四： 

第一、植樹要培其根。只要根不壞，荒地也能開花。澆灌枝葉，不如從根部好好培植。

植物的「根」，好比佛教講的「因」果，做人要「立定腳根」，解決問題要「探究根本」，

生命也要「追溯本源」。有根，才能開花結果；無根，就如浮萍，難以安身立命。 

第二、植德要培其心。心是一切行為的主宰，正如花開千層不離心，心念好好善護，行

為才能在正軌上發展。 

第三、植量要培其廣。諸佛菩薩有「心如虛空，量周沙界」的寬宏，因為心裡有無量的

眾生，才得以圓滿成就菩薩道。稻穗、花海廣大成片，才能令人賞心悅目；人的生命經驗要

傳承，也要有教人的胸懷雅量，才能廣被天下。 

第四、植福要培其勞。一個人的福德因緣，不是上天平白賜予，也不是父母師長愛護就

能成就，必須靠自己勞動、努力，才有收成。植福就像開發田地一樣，需要胼手胝足、辛勤

耕耘，才有收成；唯有經過自己努力付出，才能體會、珍惜。 

二○○三年國際青年會議的「植樹」活動，除了有環保意義之外，也是「行佛」。經典

常記載著佛陀教化眾生廣設公益設施，如常施醫藥、安設橋樑、植樹蔭人……等，可見佛教

對人間的關懷不遺餘力。公益是綿長深遠且跨越時空的，植樹可利益他人，福德因緣自然會

增長。此外，佛教不但重視環境環保，更重視心靈環保，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棵樹，透過「植

樹」啟發心中的善美。想要讓心中的樹茁壯，就要用清淨的法水滋潤、澆灌，讓它長成枝繁

葉茂、庇蔭路人的大樹。 

在物質世界豐富卻精神生活低落的當今社會，大會安排的「植樹」活動，意義深遠。來

自全球的佛光青年放棄了外在的享受及欲樂的追尋，在象徵著靈山盛況重現的「佛陀紀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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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地種下了屬於自已的一棵樹，不僅代表著青年未來的希望，也將「佛教靠我」的根深植

心中。 

有人說現代年輕人是草莓族、水蜜桃族，抗壓力差，經不起挫折。其實古人說：「凡學

之不勤，必其志之未篤也。」一個立志不堅的人，則容易被外物左右其志向，因此所學必定

不能成就。因此，今日年輕人應立定志向，才能不畏種種的挫折，終究能「有志者，事竟成」。

另外，一個人要有未來，要有前途，群我關係一定要相處融洽，一定要主動去關懷別人。能

感受到別人的存在，自己才能存在。這就好像森林中的樹木花草，大家同體共生、和諧無礙。 

「環保植樹」不是表面的，而是一堂生命的教育，祈願青年學子在植樹時，能夠明白「菩

提心苗要植得深廣，更要細心的呵護培植」，再大的風浪都可轉化為茁壯的資糧。 

智慧對談 增廣見聞 

本次會議另一壓軸演說，為「大師 VS. 神探」，特別自美國邀請到有「現代科學神探」

封號的李昌鈺博士，與有「佛教創意大師」美稱的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展開一場人生智慧

的精彩對話。李博士藉著分享多年來的刑事偵查體驗與鑑識技術與大師交流做人處事的心

得，讓在場二千多名各國優秀青年與全山大眾增廣見聞，聞者無不表示對於日後實踐佛法生

活化的信心大為增強。 

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表示，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弘揚全世界，是推動佛法生活化

的教育家；李昌鈺則被譽為「當代福爾摩斯」，其成就讓全球華人均與有榮焉。 

李昌鈺強調人的一生要像星雲大師所說：「要擴大自己的世界，眼光要放長遠。」他強

調人若能每天學到一點東西，一生也就不會白過；因為一個人成功的秘訣是確定人生目標，

並從現在做起而努力不懈，不管做任何事，一定要有團隊的精神。 

星雲大師聞言深表讚許，指出成功的秘訣無他，除了要有目標，要有善法欲，也要有好

的觀念與想法，心中有了善，就不會生惡。 

會中，李昌鈺讚歎星雲大師是一位生活藝術大師；大師則回答說，他的藝術人生是在掃

地、煮飯中體驗，在犧牲中享受人間的溫暖情義，並指出，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生活藝術大

師，不管是掃地、走路或工作，都可以從內心體會到生活的樂趣。 

大師進一步強調人生最後一定要有超越生死、煩惱、時空的宗教信仰生活，並期許全世

界的人若都實踐做好事、說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李博士就不必那麼忙碌了。李博士非

常讚許大師的提醒，提到防治犯罪的治根之道，是要有宗教信仰，從改革心靈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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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也建議李昌鈺應為影響其人生觀、因果觀、價值觀的母親寫一本傳記，必定會對社

會道德產生很大的啟發性，因為辦案講究科學證據，因果觀念對辦案的準確性與淨化社會更

重要。至於佛教的五戒，就是強調不侵犯人，而犯罪就是侵犯人，若人人實踐五戒，社會必

然會安定。  

最後，星雲大師提出總結「人人維護公理正義，就是慈悲，就是勇氣」的結論，表示全

德、全人教育都很重要。 

發表宣言 佛教靠我 

閉幕典禮由世界總會秘書長慈容法師主持，青年們活力十足，表現踴躍，為此次青年會

議寫下圓滿的紀錄。 

典禮中由慧傳法師帶領大家宣讀行佛走出去的八點會議宣言： 

(一)青年行佛走出去，人間佛教要實踐，四大宗旨為目標，工作信條為原則。 

(二)吃虧認錯勤學習，感動柔軟忍耐力，風度靈巧喜捨心，慈悲正派要力行。 

(三)佛教普及生活化，寺院道場科技化，教育文化齊推展，與時俱進轉法輪。 

(四)資訊佛法網天下，資源共享國際化，翻譯善法無國界，語言風俗本土化。 

(五)佛青有責齊弘揚，自利利他菩薩行，經驗傳承要落實，思想開發要創新。 

(六)開發般若智慧增，方便度眾善巧門，人間處處讀書會，雲水道場傳書香。 

(七)滴水之恩湧泉報，布施供養結法緣，惜福感念眾生恩，集體創作同一心。 

(八)法水潤澤菩提苗，身心自在行三好，轉念清心淨土現，佛光世界攜手成。 

慈容法師殷勤地叮嚀所有的青年，如何以「四力」創造新的未來，增強自己的力量：(一)

以執行力改變自己走出去，(二)以慈悲力來支持自己向前邁進，(三)以感恩力感謝所有因緣的

成就，(四)以智慧力做事開展生命的新層面；並期許大家未來能夠真正落實行佛的理念，讓法

水長流五大洲。 

閉幕典禮中，在頒發學習護照時，會場呼喊聲此起彼落，表現出各組間的團隊精神。為

了表達感謝之意，各國青年們：馬來西亞、汶萊、新加坡、南非、加拿大、溫哥華、多倫多、

香港、波士頓、滿地可、渥太華、洛杉機、印尼、雪梨、昆士蘭、印度、韓國、紐西蘭、巴

黎、瑞士及台灣等，準備代表各國風情的禮物，獻給佛光山。最後，青年們齊聲合唱「佛教

青年的歌聲」，在悠揚的歌聲中，呈現青年心中對佛教的熱忱。為二十一世紀的佛教注入一

股無窮的希望與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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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三十一日，各國青年們驅車北上，前往嘉義、鹿港等地，認識台灣閩南文化與民情

風俗，並參訪新竹科學園區，一睹台灣發達先進的高科技產業。晚間，至金光明寺，在國際

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永富法師精心策畫下，由北區佛光青年們舉辦「歡送晚宴」及「跨年

之夜」，為本次會議畫下完美句點。 

大會終於圓滿了，這場歷史性的盛會雖然落幕了，但深信來自全世界五大洲、三十餘國

的千餘名青年所展現出來的「菩薩的悲心，青年的活力」，已經啟發了對佛教的未來發展及

國際的關懷之心，大家以各種創意手法與多重表演方式呈現各國的文化民情特色與活動成

果，也將烙印在與會大眾的心中。 

我們期待下一屆的國際青年會議在東方之珠的香港舉辦，能夠更加進步成長，發揚光大

佛光青年的精神。誠如此次大會主旨──「青年行佛，走向世界」，活動圓滿才是走出去的

第一步，讓我們攜手行佛，走向世界的每一個角落，灑播菩提的種子。 

後記 

去年八月奉常住調派──由澳洲南天寺調回佛光山擔任叢林學院院長一職。剛剛到任尚

在摸索學院的各項院務工作，三天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星雲大師慈悲又交辦了一項

重任──由我來兼任中華青年總團的總團長一職。 

一週後，承中華總會署理會長慈容法師指示：兩年一次的國際青年會議今年要在本山舉

行，由中華總團承辦。多年來雖然已經輔導過澳洲及紐西蘭四個青年團的團務工作，但是剛

回本山，對一切的人、事、物均陌生，手邊也未有足夠的資料，正在猶豫籌備的方向該如何

掌握時，幸好，不久後佛光青年團世界總團團長慧傳法師也調回本山榮任都監院院長職務。 

承蒙容師父的親自指導及慧傳法師的傾囊傳授舉辦大會秘訣，全省東、北、中、南區四

區團的團長及幹部會員們同心協力，又獲得叢林學院全體師生的全力支援配合，大會方能不

負使命的順利完成。 

本次會議以「青年學佛，悲智願行，攜手行佛，走向世界」為主題，共有三十餘國的佛

光青年，參與這項國際盛會，大家在相互學習中成長，互相勉勵，共同成就二○○三年國際

青年會議，對大會期間全山大眾及全省別分院職事們的鼎力協助接機、住宿、飲食、交通、

旅遊等，無法一一道謝，謹藉此文，容我在此代表全體中華青年團的青年們向所有協助者表

達無上至誠的敬意及感恩。 

寫下這篇盛會紀實的特別報導，也是希望為國際青年團留下歷史，提供未來主辦大會的

籌備單位有所參考，因時間有限，疏漏難免，敬請諸位師長大德們不吝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