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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立足本土，胸懷法界 

──國際佛光會的回顧與前瞻  

 

慈容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署理會長 

   

    屈指一算，今年──二○○一年，國際佛光會已邁入第十個年頭了。十年來，我追隨家

師星雲上人披星戴月，席不暇暖，為會務而奔忙，有時是一天數場的成立大會，有時是接二

連三的座談會，其中甘苦，不足為外人道，惟願眾生皆能離苦得樂，歡喜自在。值此新世紀

之始，往事如浪潮般在腦際澎湃迴轉，今執筆寫下，希望有志者皆能加入我們的行列，共同

為弘法利生而攜手努力。 

壹、創會經過 

  星雲大師在年輕的時候，就意識到明清以來，弘法工作囿於寺院山門裡，以出家僧侶為

主，導致佛教逐漸與社會脫節。感慨之餘，乃有成立教會組織，動員在家信眾，以與出家僧

眾相輔相成，共同肩負弘法大任之構想。經過了數十年的蘊釀及努力，終於因緣成熟，首先

於一九九○年八月十日，在台北普門寺召開第一次發起人座談會議，確立佛光會的名稱、宗

旨、任務、組織章程等主要架構，及未來籌組工作的重心、步驟與發展方向，並隨即於八月

十九日由一百八十人聯名具函向內政部申請准予組會。九月二十四日接獲內政部覆文核准。

十一月三日，在第二次發起人座談會上，選出籌備委員王金平、趙寧、潘維剛、陳順章等三

十一人，公推星雲大師為主任委員。 

  一九九一年二月三日，中華佛光協會正式假台北國父紀念館召開成立大會，成為國際佛

光會的開路先鋒。與會人員一致公推星雲大師為中華佛光協會會長，李登輝總統及政要多人

或頒致賀電，或蒞臨現場，乃中華民國歷年來最盛大的宗教社團成立大會。 

  繼中華佛光協會成立之後，在美洲有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大洋洲有澳大利亞、

紐西蘭；歐洲有法國、英國、德國；亞洲有菲律賓、馬來西亞、日本、香港；非洲有南非、

剛果等六十多個國家地區也隨即成立佛光會，並於同年九月，首先以通訊方式舉行國際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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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世界總會第一次籌備會；十月中旬假台灣佛光山召開第二次籌備會，世界各地均派代表前

來參加。 

  一九九二年五月十六日，在十方因緣成就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順利在美國洛杉

磯音樂中心舉行成立大會，並同時舉行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四千多位來自全球四十五個國

家的佛光會代表，出席這項具有歷史意義的盛會，全體會員議決星雲大師擔任世界總會會長，

同時選出當時中華民國內政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

澳洲企業家游象卿、斯里藍卡國立大學副校長安那魯達法師等人為副會長。此一雲集各國佛

教精英的盛會，呈現一片國際化的蓬勃氣象，充份體現大乘佛教歡喜融和的精神。是日，蒙

特利市市長姜國樑先生還特別宣布將五月十六日這一天訂為「國際佛光日」，以表達民眾對

國際佛光會的肯定與認同。此後入會人數激增，迅速發展為世界四大社團之一，十年來，深

獲各界好評，這可以說是全體佛光人共同努力的成果。 

貳、思想播種 

  星雲大師於創會伊始，即手擬許多關於會務的原則、方法，並一再宣導，希望深植於佛

光會員的心中，讓佛光會員依此而行，以帶動社會的清淨祥和，例如： 

  一、佛光會的宗旨  

(一)秉承佛陀教法，虔誠恭敬三寶；弘法利生，覺世牖民。  

(二)倡導生活佛教，建設佛光淨土；落實人間，慈悲濟世。  

(三)恪遵佛法儀制，融和五乘佛法；修持三學，圓滿人格。  

(四)發揮國際性格，從事文化教育；擴大心胸，重視群我。 

  二、佛光會員的性格  

(一)我們禮敬常住三寶，正法永存佛光普照。  

(二)我們信仰人間佛教，生活美滿家庭幸福。  

(三)我們實踐生活修行，隨時隨地心存恭敬。  

(四)我們奉行慈悲喜捨，日日行善端正身心。  

(五)我們尊重會員大眾，來時歡迎去時相送。  

(六)我們具有正知正見，發掘自我般若本性。  

(七)我們現證法喜安樂，永斷煩惱遠離無明。  

(八)我們發願普度眾生，人間淨土佛國現前。 

  三、佛光會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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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光會是一個主張慈悲包容的社團  

(二)佛光會是一個倡導眾生平等的社團  

(三)佛光會是一個尊重家庭生活的社團  

(四)佛光會是一個重視社會福祉的社團 

  四、佛光會員的使命  

(一)以世界觀弘揚佛法  

(二)以人間性落實生活  

(三)以慈悲心普利群生  

(四)以正覺智辨別邪正 

  五、佛光會的目標  

(一)提倡人間佛教  

(二)建設佛光淨土  

(三)淨化世道人心  

(四)實現世界和平 

  六、佛光會員的展望  

(一)為自己留下信仰  

(二)為家庭留下貢獻  

(三)為社會留下慈悲  

(四)為生命留下歷史  

(五)為道場留下功德  

(六)為眾生留下善緣  

(七)為未來留下願心  

(八)為世界留下光明 

  七、佛光會員的胸懷  

(一)人在山林，心懷社會  

(二)立足本土，放眼世界  

(三)身居道場，普利大眾  

(四)天堂雖好，人間為要  

(五)法界無邊，家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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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今日一會，無限永恆 

  八、佛光會員的任務  

(一)鼓勵研究佛學  

(二)護持文教事業  

(三)舉辦社會服務  

(四)發展佛教教育  

(五)推動國際弘法  

(六)建設人間淨土 

  九、佛光會員應有四種性格  

(一)群我要有國際性格  

(二)佛法要有人間性格  

(三)理念要有未來性格  

(四)制度要有統一性格 

  十、佛光會的方向  

(一)從僧眾到信眾  

(二)從寺院到社會  

(三)從自學到他學  

(四)從靜態到動態  

(五)從弟子到教師  

(六)從本土到世界  

………… 

  從大師所揭櫫的理念，可以將佛光會的特色?括為下列四點： 

  一、敬信佛教三寶 佛光會與一般社團最大的不同，在於它是一個以三寶為信仰中心的

佛教團體。三寶即佛、法、僧。佛是人間的救主，法是人生的真理，僧是住持正法的善知識。

世間的財寶能給予我們物質上的享受，佛教的三寶則能引導我們度過苦海，找到安身立命的

家園。 

  二、提倡文化教育 文教是佛教的慧命所在。曾有人在座談會上問我，國際佛光會和一

般的慈善團體有何不同？我舉出一例為大家說明：好比一般人家的小兒小女哭鬧不停，有些

父母遇到這種情況，立刻塞給兒女一些錢，叫他們買糖吃，以止啼哭；有些父母則不厭其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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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循善誘來教導兒女。前者就像是慈善事業，用物資來救濟對方，只能濟燃眉之急，救一時

之需；後者就像注重文教的國際佛光會，向對方諄諄說理，讓對方從根本上改造自己，是最

為究竟之道。 

  三、重視福利社會 福利社會是佛教一貫以來的主張，從國際佛光會員四句偈──「慈

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利人天，禪淨戒行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中可以得知，我們非

光有福利社會的諸多設施，我們還有福利社會的強烈願心；我們不是空洞的口號，我們是真

正有方法、原則──我們願以「慈悲喜捨遍法界」的胸懷來覺世牖民，我們願以「惜福結緣

利人天」的方式來度眾利生，我們願以「禪淨戒行平等忍」的力量作為後盾，我們願以「慚

愧感恩大願心」的美德作為內涵。 

  四、具有國際弘觀 國際佛光會不只限於一地一國，所以我們鼓勵會員將心胸眼界擴大

到世界全球，甚至涵容整個法界；我們強調國際的聯線，珍惜彼此的緣份，我們效法教主佛

陀不捨一人的精神，我們仰承高僧大德慈悲包容的美德。我們不但努力吸收會員，也重視與

他人的互動；我們超越任何黨派、族群，只要是肯定我們的宗旨、目標，即使是異教徒，也

邀請他來作我們的「佛光之友」；我們不僅舉辦各種國際的研討會、座談會，歡迎大家同來

參加，也重視各個地方佛教的草根性、本土化；我們主張大家應立足本土，胸懷法界，共創

美好的未來。 

參、實踐力行 

  有了理念架構，在實行上便有了依歸。國際佛光會的服務層面廣泛，舉凡文化、教育、

慈善、弘法、宗教交流等方面，只要有利於社會大眾的，佛光會都願本著捨我其誰的精神，

直下承擔。 

    一、就文化方面而言 

  佛教之所以能流傳千古，主要是靠著文化的傳播，將佛法由此方傳到他方，由今日傳到

未來。國際佛光會在文化方面有許多貢獻，舉其犖犖大者，有下列七項： 

  贈送禪藏 佛光山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精選歷代具有代表性、普遍性、重大影響性、研究

性之禪師著作、事跡、語錄、思想等輯為八十一部，五三九卷，五十一冊的《佛光大藏經─

─禪藏》，深受學者專家、緇素大德的好評。由於禪，不是佛教專有的，而是人人心中本自

具有的寶藏，一旦得著了禪的消息，人生就變得多采有味，而且禪的方式，簡明有趣，為現

代人所青睞，只可惜許多人因缺乏指點，而流於狂禪、邪禪，國際佛光會遂有贈送《禪藏》

給世界各知名大學及圖書館之舉，以嘉惠更多的學子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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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行《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 在佛教裡，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汗牛充棟，即使窮

一生之精力，也未必能遍讀通曉；各種修持法門，也是精深浩瀚，令人不知從何下手。有鑑

於此，總會長星雲大師乃撥冗手著《佛教叢書》十冊及《佛光教科書》十二冊，力求條目清

晰，文字簡潔，書成後由國際佛光會流通發行，不但是會員讀書會、研討會的必備讀本，也

深受佛教徒及學者們的喜愛。 

  成立國際佛教翻譯中心 過去佛教傳入中國，透過高僧大德不辭勞苦，翻譯群經，使得

佛法得以迅速傳遍九州，利樂國人。今天，佛法要向西方發展，也應效法前賢，尤其在科技

文明發達的現代社會，交通便捷，來往迅速，語言、文字更是國際宗教文化交流的利器，大

量翻譯各種語文的佛書，利益無量眾生乃當務之急。 

  有鑑於此，國際佛光會成立「國際佛教翻譯中心」，將佛學著作或經書翻譯成各種語文。

除以美國洛杉磯西來寺為總部外，另於美國聖地牙哥、加拿大滿地可、南美洲阿根廷和巴西、

澳洲南天寺、德國柏林、荷蘭、英國、俄國、台灣佛光山、日本的東京及大阪、印尼、泰國、

印度、韓國等地成立分部，由專人從事各種語言的佛典翻譯。如今已翻譯出近一百部佛典，

其中每月發行一本的「英文佛學小叢書」選譯自《星雲大師講演集》裡精采的篇幅，免費提

供給西方人士，因容易攜帶、閱讀，深受歡迎；美國聖地牙哥翻譯中心安麟所翻譯的 Being Good
在歐美國家成為暢銷書籍，接引了不少西方人士；巴西翻譯中心將大師的著作《星雲禪話》

譯成葡萄牙文，在當地暢銷書排行榜中名列第一；甚至在美國的亞歷桑那州立大學、波士頓

劍橋市政府教育中心、美國密西根州立大學等校，也將大師的著作《星雲法語》、《佛光菜

根譚》等英譯本，選為授課教材，在校園引起研讀熱潮。  

  梵音樂舞巡迴演出 音樂、藝術是超越國界的語言，是促進文化交流最佳的利器。佛教

的梵唄唱誦因力求舒緩、收斂、凝攝、深沉，具有正直、和雅、清澈、深滿、周遍、遠聞等

五種性質，更具有淨化人心的效果。 

  國際佛光會自創會以來，便與佛光山文教基金會、台北市立國樂團、台北芭蕾舞團等單

位合作，積極將佛教樂舞介紹給大眾，甚至推展到國際舞台，其中較大型的音樂會有：一九

九五年在澳洲雪梨 Darling Harbour Convention Center 舉行的尊重與包容「佛教音樂會」，一

九九六年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行的「梵音海潮音」，一九九七年分別在新加坡國家體育館舉

行「梵音樂舞弘法音樂大會」、柏林的 Asien-Pazifk-Wochen Werstatt Kulturen、倫敦大學亞非

學院的 Brunei Gallery Theatre、荷蘭阿姆斯特丹的 Marcanti Plaza，安特普衛的 Marmeren Zsul 
Konhtrdvrnytum 等地舉行梵唄音樂演唱會；一九九八年在台北國家演奏廳舉行「法音宣流」

佛教音樂會、美國舊金山、洛杉磯、南加州、加拿大溫哥華等地舉行「美加梵唄巡迴表演──

梵音樂舞文化藝術饗宴」、在澳洲 Willoughby Civil Centre, Chatswood 舉行「有情有義滿人間

音樂弘法大會」、在日本東京 Suntory Hall 舉行「天籟之音」音樂會、日本大阪郵便儲金會館

舉行「日華親善梵唄音樂特別公演」、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行「梵音樂舞」音樂會；一九九

九年在台北中正紀念堂廣場舉行「千處祈求千處應」音樂會、在台北新舞台、新竹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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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堂、台中中正堂、高雄中山大學逸仙館、台南省立台南高工活動中心舉行「天籟之音台灣

巡迴演唱」、在奧地利維也納 Kurhalle Oberlaa、英國倫敦皇家歌劇院、荷蘭阿姆斯特丹、德

國 萊 茵 杜 塞 道 夫 的 Tonhalle 音 樂 廳 、 法 國 巴 黎 Palaisdes Congress 、 瑞 士 巴 塞 爾 加

Kultur-undkongresszcntrum 和 Basel Casino Musiksaal 兩大音樂廳、德國柏林愛樂廳、比利時根

特市古城廣場舉行「天籟之音歐洲巡迴演唱」；今年則在台北國父紀念館、香港紅磡體育館

舉行「一日梵唄，千禧法音」、亞澳地區如馬來西亞莎亞南體館、新加坡世界貿易中心、澳

洲墨爾本會議中心、雪梨歌劇院、布里斯本會議中心等地舉行「一日梵唄，千禧法音」的演

出等等。他們所到之處，均座無虛席，受到熱烈的迴響與共鳴，甚至曲終人不散，全場起立

合十，「安可」之聲不絕於耳，無論在淨化人心、弘法利生、文化交流、國民外交上都發揮

了相當的成效。 

  出版有聲書籍、梵音樂舞的卡帶、錄影帶 人的五官中，以耳朵最為靈敏，在暗處，在

遠處，在有隔礙的地方，不容易看得到，但是耳朵的聽聞作用隨時隨地都可以運作。佛陀早

在二千六百年前，就已經了解到耳朵的特殊功效，而說出「清淨在聽聞」的佳言。有鑑於此，

國際佛光會製作各種有關講說、開示、梵唄、佛曲等的錄音帶，作為弘法的方便，收到很大

的功效，像中華佛光總會推出的星雲大師講演錄音帶、錄影帶、新加坡佛光協會將星雲大師

著作的「佛光祈願文」譜曲唱誦製作成的 CD、馬來西亞協會製作的〈祥和曲〉專輯，都收到

很大的迴響。 

  發行《佛光世紀》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為加強各協會之間的聯繫，於創立之初即發行

一份屬於全體會員的刊物，訂名為《佛光世紀》，其後隨著各地會務的蓬勃發展，各個協會

如美國洛杉磯、紐約、加拿大溫哥華、多倫多、法國巴黎、英國倫敦、德國柏林、澳洲雪梨、

昆士蘭、馬來西亞、香港、菲律賓、日本東京、大阪以及台灣的中華總會也紛紛編印當地的

《佛光世紀》，一時之間，林林總總，熱鬧非凡，目前已有中、英、日、德、法、西班牙、

葡萄牙等多種語文發行，具體而言，已發揮下列四項功能： 

  1. 聯絡會員的感情：《佛光世紀》有佳文共賞、會友通訊、花絮報導、世界奇聞、就業

須知，可以讓散居世界各地的會員們可以互通有無，聯繫感情，增添生活樂趣。 

  2. 提供會員的資訊：藉著《佛光世紀》的發行，可以讓會員了解會務最新動態，及教界

重大新聞。 

  3. 促進會員的認知：《佛光世紀》上載有佛光會的會務發展、方針理念及幹部、檀講師

等的開示法要，可以增進會員對佛光的認識，加強佛光會員的凝聚力。 

  4. 增加會員的修學：《佛光世紀》載有會友的修持心得、處世感想、佛法解說等等，可

以提昇會員的佛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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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行《人間福報》 二○○○年四月一日，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在台北創辦《人間

福報》，並同步發行於全球五大洲。這是第一份由佛教創辦的綜合性報紙，也是一份屬於全

民的報紙，內容清新、健康，從星雲大師舉出的《人間福報》十大願中可以看出，即：「一

心辦報，二諦圓融，三學增上，四恩總報，五蘊重整，六根淨化，七財有道，八宗兼弘，九

種遍知，十願具足，願福報的發行『人間有福報，福報滿人間』」。國際佛光會各協、分會

除大力支持這份清新、健康的報紙外，更於六月一日在洛杉磯總部發起印行美洲版的《人間

福報》，兼具中、英文版面，以廣利歐美地區的中、西方人士。 

    二、就教育方面而言 

  所謂佛教，指佛陀之教。佛世時，由於佛陀重視教育，使得佛法得以迅速傳遍五印度。

古人說：「教育是百年樹人的大業。」實乃顛仆不破之理也，然而隨著時移世遷，教育的方

式也應有所變通，而非僅是在教室上課聽講。國際佛光會順應世界潮流，靈活配置教師、教

材、教具、教學地點等，除了平日依年齡層開設佛學班、技藝班之外，還辦有多項活動，期

能達到因材施教，契理契機的效果。茲僅舉數例如下： 

  (一)僧伽教育 

  三寶中，佛如醫王，法如藥方，僧如看護。僧之為寶，必須具備助佛宣化，導人善道的

條件。因此，國際佛光會除平日針對輔導法師開設專門的課程之外，還針對寺院、僧伽，設

置講習會，以促進僧侶的度眾能力，並加強教界的凝聚交流。 

  舉辦台灣佛教寺院行政管理講習會 現今的佛教界最需要的就是團結、統一、動員與共

識，為促進台灣各寺院道場相互的交流與研習，自一九九八年開始，中華佛光總會已舉辦了

六屆「台灣佛教寺院行政管理講習會」，課程的安排，均以兼顧傳統與現代、教團與社會、

理念與實用為要，每次報名人數有增無減，平均年齡在四十歲左右，且多為高知識份子，顯

示台灣佛教僧伽的陣容逐漸走向年輕化、現代化，相信若能持續藉著開會聯誼，加強彼此交

流，必有助於弘法事業的推展及社會人心的教化。 

  舉辦國際僧伽研習會 國際佛光會每年均舉辦「國際僧伽研習營」，邀請世界五大洲各

個國家地方、不同傳承的佛教僧伽與居士共聚一堂，此項會議有四點意義： 

  1. 促進國際佛教組織之交流與合作， 

  2. 研討國際佛教趨勢之現況與未來， 

  3. 提昇國際弘法之知識與能力， 

  4. 建立國際佛教發展的共識與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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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國際三壇大戒戒會 一九九八年二月，國際佛光會總會長星雲大師率領佛光山七眾

弟子，在佛陀成道處的印度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讓南傳及藏傳國家失傳已久的

比丘尼戒得以再度恢復起來，為佛教的未來樹立健全模式。除了印度當地各佛光協會、分會

大力支援外，世界各地佛光會也同心護戒，或出錢、出力，或遠來幫忙交通、運輸、典座、

行堂、布置、環保等，使得此一殊勝之戒會得以圓滿完成，為佛教法脈傳承寫下輝煌的一頁。 

  (二)青少年教育 

  德國的鐵血宰相卑斯麥曾說：「要知道這個國家的前途如何，就要看他們的青年如何。」

的確，青年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中堅，有健全的青年，才能有富強的國家；甚至有健全的

佛教青年，才能有宏偉的佛教事業。然而在現代物欲橫流的衝擊下，不知有多少青年沉迷於

紙醉金迷、遊樂嬉戲中，不知自拔，誠為可惜！有鑑於此，國際佛光會除了在各地舉辦生活

營、八關齋戒營、夏令營、冬令營、青少年進修班、青少年交響樂團等，寓教於樂之外，更

舉辦如下活動： 

  國際佛光青年會議 一年一度的「國際佛光青年會議」，將各地優秀的佛光青年聚集起

來，以活潑的方式聯誼討論，彼此交換心得，一九九八年，與會青年深感任重道遠，更作如

下宣言，成為佛光青年行事的指南： 

  1. 佛光青年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佛法？  

⑴以慈悲愛心實踐佛法 

⑵以歡喜融和實踐佛法 

⑶以同體共生實踐佛法 

⑷以尊重包容實踐佛法 

⑸以平等和平實踐佛法 

⑹以圓滿自在實踐佛法 

  2. 佛光青年如何承擔弘法利生的工作？  

⑴以提倡心靈淨化、道德重整、找回良知、安定社會為方向 

⑵參與寺院道場、社會公益活動 

⑶堅定信仰，深入經藏 

⑷利用網路推廣佛法 

  3. 佛光青年活動經驗之相互交流 

⑴佛光青年的社會文化活動 

①翻譯法語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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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社區互助行慈善 

③宗教交流倡融和 

④受戒共修常精進  

⑵佛光青年辦理活動要領及經驗？ 

①配合國情本土化 

②處變不驚平常心 

③經驗分享互成就 

④平心靜氣勤協調  

⑶佛光青年如何在活動中體會佛法？ 

①確認宗旨及目標 

②秉持活動佛法化 

③自我反省感恩心 

④理念實踐行六度  

⑷佛光青年如何做文宣工作？ 

①架設網站互動青年團 

②塑造形象最佳活廣告 

③資料彙存經驗共流傳 

④創意宣導媒體多元化  

⑸佛光青年如何開發潛能？ 

①以達觀代替不平 

②以智慧化導情緒 

③以慈悲融和執著 

④以無我調解煩惱  

⑹佛光青年如何開發新團員？ 

①積極推動佛學社團 

②定期舉辦聯誼活動 

③發掘人才薪火相傳 

④包容異己溝通交流  

⑺佛光青年如何面對千禧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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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技進步不忘心靈開啟 

②同體共生消彌種族歧見 

③感恩惜福力行環保運動 

④世界宏觀面對千禧之年  

⑻佛光青年應有的宗教觀 

①培養正信的宗教觀 

②培養信實、信德、信能的觀念 

③培養團體共生的理念 

④從理性的角度出發培養服務大眾的心  

⑼佛光青年如何處理感情問題？ 

①用體諒的心來對待親情 

②用結緣的心來對待友情 

③用淨化的心來對待愛情 

④用尊重的心來對待道情  

⑽佛光青年未來展望 

①健全組織，以法攝眾 

②培養幹部，推動團務 

③加強聯繫，同體共生 

④發揚佛光精神，續佛慧命 

  青年領導人講習會 為培養大專院校社團幹部的領導才能，促進校際間社團經驗交流和

資源分享，以期達到社團永續發展、個人健康成長的理想，中華佛光總會率先舉辦「青年領

導人講習會」，培養大專青年正確的觀念、服務的熱忱、慈悲的性格、堅忍的精神，期能成

為社會的中流砥柱。 

  佛光成年禮 為了幫助青少年體認成年長大的真意在於心智的成熟、自我的肯定，從而

建立明理、包容、守法、尊重、承擔、負責、感恩、慈悲的人生觀，洛杉磯、紐約、東京、

泰國、中華等佛光會針對邁入成年的青少年，舉辦「佛光成年禮」，儀式中穿插各種寓教於

樂的活動，讓青少年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發。 

  佛光青年團 青年時期往往是一個人的轉捩點，國際佛光會在各地成立「佛光青年團」，

讓他們在善知識的引領下，藉著參與活動、服務奉獻來認識自我、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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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兒童教育 

  兒童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如果能將因緣果報、愛護生命、慈悲忍讓、惜福結緣等正確

的人生觀及早深植其八識田中，將來長大之後，必能造福社會，傑出有成。國際佛光會十分

重視兒童的教育問題，除了在各地開設安親班、星期兒童班、兒童讀經班、兒童合唱團、兒

童舞劇團……等等之外，還舉辦佛光兒童快樂營、夏令營等活動，並組織佛光童軍團，茲說

明如下： 

  佛光兒童快樂營 為了達到寓教於樂的效果，各地佛光會舉行兒童快樂營、夏令營、學

佛營等等，藉著生動活潑的教學活動、分工合作的群體生活，引領國家幼苗茁壯成長，走向

真善美的人生。 

  籌辦佛光希望小學 所謂「善莫大於興教，德莫大於育才」，香港佛光協會積極支持中

國大陸「希望工程」的推展，在各地創辦佛光希望小學，協助貧困失學的兒童重返校園，為

社會培育人才。 

  佛光童軍團、佛光幼童軍團 俗語說：「學佛的孩子不會變壞。」國際佛光會組織童軍

團、幼童軍團，以佛法結合童軍訓練的規律生活，培養孩童們遵守法紀、明禮尚義的美德，

不但家長放心，老師安心，孩童們也能開心地茁壯成長。 

  (四)成人教育 

  國際佛光會關心成人的身心成長，除設立各種佛學班、技藝班、禪修班、讀書會等，安

頓身心，培養技能，以適應瞬變的社會，更經由下列活動來淨化自我，擴大自我： 

  佛光大學興學運動 有鑑於大學是人格教育養成的最高學府，國際佛光會總會長星雲大

師在海內外設立了四所大學，授以解行並重、悲智雙運的教育，期能為社會培養優秀的人才，

然籌募龐大的建校基金，非群策群力，不以為功，故發起「百萬人興學運動」，國際佛光會

大力響應，精心策劃一系列的籌款活動，如行腳托缽、資源回收、藝術展覽、精品義賣、園

遊會等等，引起各界人士的持續關注及教界大德的大力相助，讓社會上各個階層都能有機會

參與這項智慧的建設，從參與到投入，從出錢到出力，在無形中提昇心靈，對於移風易俗具

有潛移默化的效果。 

  全國教師研習營 古德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老師，是社會上重要

的角色。老師的循循善誘彷彿一盞明燈，照亮學子的前程；老師的諄諄教誨，如同及時雨露，

長養學子的心苗。有鑑於此，中華總會每年暑假均舉辦全國教師研習營，安排多元化、全方

位考量的課程，開拓教師的視野心胸，以建立教學新機制為主軸，透過專題研討、經驗交流，

為新時代的教育提供具有未來性、前瞻性的省思，共同建構教育的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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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婦女教育 

  婦女具有慈悲、柔和、堅忍、耐煩的特質，佛世時，佛陀對於女性的弘法度眾能力採取

肯定的態度，像勝鬘夫人的宮中講經、月上女的凌空說法等等，在經中均多所稱許。國際佛

光會除為各界婦女舉辦各種講座，擴大婦女的心胸眼界，提供婦女的新知常識之外，更召開

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 

  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 為了展現婦女的特質，加強婦女的內涵，培養婦女的自信，提

昇婦女的地位，國際佛光會於一九九七年始，每隔一年舉辦一次「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

與會者均從各地甄選而來。佛光會為她們安排多項實用豐富的課程，並舉行分組討論，研討

如何協助兒女學業、如何增進夫妻感情、如何處理婆媳問題、如何擴大生活領域等等，與會

者均踴躍提出自己的經驗、問題，每每有欲罷不能之勢。 

  參加者將與會心得帶回家裡奉行實踐，帶回社會與朋友同事分享，咸感獲益良多。誠如

總會長星雲大師對與會婦女的期望：「以慈悲美化社會人心，以忍耐化解暴戾之氣，以靈慧

增加人間色彩，以和平創造大眾福利」，世界佛教傑出婦女會議將繼續舉辦下去，讓婦女同

胞在佛法的薰陶下，盡己所能，創造美好的生活品質，為國家社會奉獻力量。 

  (六)會員教育 

  國際佛光會的會員係以淨化社會為己志而聚集在一起的有志之士。平日的活動固然是一

種實務的訓練，仍需要透過前輩的教授指點、彼此的切磋研究，才能在修為上、處世上、會

務上更上一層樓，國際佛光會除平日舉辦讀書會、座談會等之外，還舉辦如下活動，以為了

提昇會員的能力，增進彼此的凝聚力： 

  佛光會會務講習會 為促進幹部深入瞭解國際佛光會的組織及架構、使命，認識什麼是

當前的問題、如何拓展會務、如何吸收會員、如何增進自己的修持等，國際佛光會在各地舉

辦幹部講習會、幹部培訓講習會、會長座談會、督導研習營、各區組長講習會、幹部叢林生

活營等活動，甚至舉辦檀講師講習會，由資深的講師教授如何運用教材、如何培養口才，並

敦促他們自己應有的修持及對佛光會應有的認識等等。 

  佛光學研究發表會 近十年來，隨著佛光山僧團的日益壯大及佛光會教團的迅速成長，

許多人或為撰寫論文，或為研究現代佛教，紛紛前來索取資料，甚至不辭路遠，從國外各地

前來參學，「佛光學」已隱然蔚為風尚。何謂佛光學？星雲大師曾說：「菩薩叢林是佛光學，

般若生活是佛光學，法界融和是佛光學，人間歡喜是佛光學。」質言之，舉凡佛教、藝術、

文學、歷史，甚至環保、護生等等，只要有益人間，造福人群，都是佛光學的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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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學上承我佛如來之教旨，中繼歷代大德之弘願，下啟萬世眾生之慧命，是人間佛教

的真髓，更是佛光人的根本。身為佛光人，尤其要懂得佛光學，才能夠上求下化，自利利他。

有鑑於此，國際佛光會每年均舉辦「佛光學研究發表會」，除邀請各界人士共襄盛舉之外，

更鼓勵佛光會的檀講師、督導、會長、幹部等踴躍參加，研究討論，以期能帶動他人，建立

祥和安樂的社會，早日達成人間淨土的理想。 

  國際佛光金剛會議 金剛原本是指佛教的四大天王，他們以種種威勢，降伏怨魔，護持

佛法，所以世人又稱之為「四大金剛」，以此來比喻他們堅無不摧，殊勝威猛的力量。後來

在佛門，以「金剛護法」來泛稱那些義務為道場奔走服務，誓護三寶，至死不渝的男眾居士

們。國際佛光會為酬謝多年來在佛門奉獻，道心堅固的金剛護法，並加強他們的交流共識，

特於一九九八年五月十七日在洛杉磯西來寺舉行第一屆「國際佛光金剛會議」，與會者皆由

佛光會各協、分會推派，大家共聚一堂，彼此交換心得。總會長星雲大師在會中規劃金剛的

第二春，其中，世界佛光傑出金剛選拔辦法及佛光金剛委員會組織簡則等議案，在會議中造

成相當大的迴響。對於金剛的定位、佛光金剛的組織與發展、佛光金剛的生涯規劃，及金剛

家庭、修持、事業如何兼顧等議題，與會者也展開熱烈的討論。 

    三、就弘法方面而言 

  弘法利生，是每一個佛教徒應盡的責任。然而時至今日，弘法的型態、方式、道具、地

點應該與時俱進，才能廣收利生之效。例如，弘法不一定要在講堂裡，而應走入社會，讓那

些在紅塵裡徘徊的人有所依歸；講經不一定都用開大座的方式，而應契合現代人的根機，可

透過座談會、研討會、讀書會、茶話會，甚至用共修活動等型態，讓大眾領受法益；開示不

一定要中規中矩地坐在教室裡，電影、圖畫，甚至野外的一花一木也都可以作為助講的方便。 

  國際佛光會除舉辦各種佛學講座，邀請總會長星雲大師及各界大德為大眾宣說法義之

外，更成立檀講師制度，實現「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流五大洲」的理想；並舉辦各種活

動，以活潑生動地方式，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法義，改變氣質。 

  檀講師制度 過去的弘法大多限於寺院講堂裡，以致法益無法均霑十方。尤其隨著佛教

發展的國際化，僅憑少數出家僧眾在世界弘法，已不敷所需，而在家信眾中有許多學養豐富

之士，如果能鼓勵他們能效法維摩居士、勝鬘夫人，處眾弘法，無所畏懼，必定能將佛法普

遍十方。基於這種理念，國際佛光會總會長星雲大師首創「檀講師制度」，為具有弘法能力

的在家居士定位，讓他們也能從弟子昇級為老師，從台下步入台上。 

  星雲大師指出檀講師的十二個基本條件為──正知正見、信戒定慧、因緣果報、團體觀

念、慈悲和淨、功德清望、權巧方便、口才敏捷、態度莊重、音調誠懇、五戒具全、家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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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並敦促總會制定養成及進階辦法，開設講習會，禮聘學有專精的教授，講授弘法教材學；

建立壇講師弘法管道，訂定統籌安排調度的程序。 

  目前佛光會有兩百位檀教師、檀講師巡迴世界各地，宣說義理，淨化人心。從學校到機

關，從監獄到工廠，從城市到鄉村，從山巔到海濱，都有他們弘法的足跡。檀講師制度誠然

為佛教建立了新的里程碑，具有下列四點意義： 

  1. 擴大佛法的弘傳與影響 

  2. 建立師承的倫理與秩序 

  3. 實踐平等的教義與教團 

  4. 達成僧信的融和與尊重 

  「把心找回來」系列活動 為喚醒社會大眾正視群我關係惡化的問題，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於一九九二年七月份開始，與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總會合辦為期三個月的「把心找回來」

系列活動，內容包括有徵文、講座、拍攝公益宣傳短片、電台名人證言專訪、製作大型電視

晚會、出版錄音帶、名人證言錄及《從愛出發》等書籍。 

  淨化人心──七誡運動 一九九三年舉行的國際佛光會第二次世界會員大會中，總會長

星雲大師帶領大家宣讀「七誡誓願文」，藉著獻燈的儀式，揭開了「淨化人心──七誡運動」

的序幕。所謂「七誡」，指誡煙毒、誡色情、誡暴力、誡偷盜、誡賭博、誡酗酒、誡惡口。

戒的真意在不侵犯人，是以具有自由的精神，但看監獄裡的受刑人皆為違反五戒、侵犯他人

的人，就可以得知，戒具有自由的精神，守戒是自利利他的行為。誡，則具有教育、警覺的

意思，如能隨時提醒自己不犯七誡，就能讓我們的身體、人格、健康、財富、智慧都得到保

障，進而使整個社會都能得到淨化。會後，中華佛光總會隨即展開一系列的七誡宣導活動，

如邀請政要名流發表談話，響應此項有意義的運動；邀請高僧大德主持「淨化人心巡迴佛學

講座」，足跡踏遍全省各鄉鎮；舉行七誡籃球義賽活動，提醒大眾以健康娛樂代替不良習性；

以「淨化人心──七誡運動」為主題，舉辦「青少年夏令營」、「佛光兒童夏令營」、「教

職人員短期出家修道會」等，讓七誡的精神深植民眾心中。 

  慈悲愛心人運動 自一九九六年年底，台灣重大刑案不斷發生，人心惶惶，一九九七年

五月十日，國際佛光會在佛光山召開世界理事會，大家一致通過總會長星雲大師的提議，發

起「慈悲愛心人運動」，於五月二十五日起，舉辦「慈悲愛心列車──環島街頭佈教」的活

動，列車分別由台北、高雄兩地出發，沿途宣導愛心理念，所到之處，均受到盛大歡迎與迴

響。 

  十月五日，在台北中正紀念堂廣場舉行「慈悲愛人宣導會師」活動，逾八萬位慈悲愛心

人從全省各地趕來聚會，會中二千一百位「慈悲愛心宣導師」在大師授證後，宣誓將本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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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淨化，道德重整，找回良知，安定社會」的宗旨，每週至少撥出兩小時的時間，到街頭宣

導慈悲愛心理念。 

  「慈悲愛心人」宣導活動的重點是告訴大家：慈悲愛心不在要求別人，不是光喊口號，

而是要反求諸己，身體力行，我們要讓慈悲愛心在這個世間永不止息，誠如大師所說：「慈

悲愛心列車，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三好運動 一九九八年四月，西藏貢噶仁波切來台，將不惜身命，護藏三十年之久的佛

牙舍利贈予星雲大師，以表崇高之敬意，大師當下決定將之奉獻給全民，並應行政院長蕭萬

長先生之邀請，在台北中正紀念堂舉行「恭迎佛牙顯密護國祈安大法會」，讓大眾同霑法喜。

中華民國副總統連戰先生、行政院長蕭萬長先生均到場參拜致詞。會中，大師呼籲大家前來

參禮佛牙舍利，應體現佛陀慈悲、智慧的精神，提倡「三好運動」──「存好心」，「說好

話」，「做好事」，去除貪瞋愚癡。這番話隨即得到各方支持，海內外佛光會更展開各項活

動表示響應，如系列講座、座談會、研討會、趣味競賽、攝影比賽、兒童填色比賽、名人煮

素食、「持素行三好，心靈要環保」、下鄉服務、到慈善機構服務、講故事比賽等等，受到

大家的肯定。 

  禪淨密三修萬人獻燈祈福法會 所謂「千年暗室，一燈自明」，世間最殊勝的事，莫過

於光明遍照。國際佛光會自成立以來，每年均舉行「禪淨密三修萬人獻燈祈福法會」，藉著

儀式及說法，點亮大眾心中慈悲的明燈、包容的明燈、寬恕的明燈、信心的明燈、希望的明

燈、般若的明燈，不但讓光明遍照寰宇，更要讓這信仰的明燈，代代相傳，燈燈無盡，普利

世間。 

      四、就慈善方面而言 

  佛教除了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之外，也關懷慈善工作，在《郁迦羅問菩薩行經》中記載：

「貧窮者教以大施」、「病瘦者給予醫藥」、「無護者為作護者」，「無所歸者為受其歸」、

「無救者為作救者」等銘言；而佛陀本身除了親自為病比丘看護、餵藥、洗浴之外，也慈悲

助人，護生救苦。各地佛光會仰承佛陀的慈心悲願，在慈善方面，除平日組隊到慈善機構服

務、撫孤卹貧之外，總會方面還有下列組織： 

  世界慈善委員會 為統理世界各地的慈善工作，國際佛光會設立世界慈善委員會，舉如

頒贈獎助學金、文具用品給各地貧苦學童、捐贈贊助金、糧食衣物給精神病院、痲瘋病院、

戒毒所、盲人學校、聾啞學校、智障收容所、街童收容所、棄嬰收容所、癲癇治療所等慈善

機構及社團，舉辦愛心慈善晚會，募集慈善基金；舉辦冬令救濟活動寒中送暖，發放食衣用

具給各地自強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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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急難救助委員會 國際佛光會效法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的精神，本著「人

饑己饑，人溺己溺」的理念，設立「世界急難救助委員會」，對於世界各地有災難的地方，

像台灣、日本、巴布新幾內亞、菲律賓、印度、澳洲、馬來西亞、美國、中南非洲等世界各

地的風災、震災、旱災、水災，均及時伸出援手，給予物質上及精神上的資助。 

  世界殘障福利委員會 一九九八年，總會長星雲大師呼籲各地協、分會積極從事社會服

務，關懷弱勢團體，殘障福利委員會主任曹仲植先生率先響應，將佛光會與他自己創辦的曹

氏基金會結合起來，提出「聯合輪椅捐贈辦法」，把大批輪椅送往柬埔寨、新加坡、印度、

南非、史瓦濟蘭、普瑪蘭加、普利托利亞、馬達加斯加、賴比瑞亞、塞內加爾、甘比亞、法

國、巴拉圭、紐西蘭等國家，嘉惠殘障人士。 

  九二一救災中心 一九九九年九月二十一日凌晨一時四十七分，台灣發生百年來規模最

大的地震，其後又發生多次餘震，家毀人亡者不計其數。中華佛光總會立即在中部災區成立

救災中心，光是在受災最嚴重的南投和台中兩縣就成立了二十個定點服務中心資助災民。 

  在這次賑災救援中，佛光會發動一千二百多位出家法師及十萬人次以上的在家義工，集

合全球佛光人的力量，來協助家園重整工作。事後並聯合佛光山在全球百餘所別分院，同步

舉行超薦法會；更捐贈組合屋，建設佛光村，以容納苦難的災民；建立活動教室，安頓災區

學童；認養災區學校重建工作，提供災區學童午餐及炊具；成立佛光園，對災民提供長期的

關懷及照顧，安頓受創的身心；成立「九二一心靈關懷專線」，協助災民及救難官兵安然度

過「地震症後群」的恐懼；舉辦「九二一災後心靈重建講習會」，輔助心理重建工作；發行

心靈重建專書，分贈災民及全省各級學校；成立多所佛光園服務站，做為災區心靈加油站，

舉辦心靈講座、談心茶坊、醫療義診、法律諮商、個案訪視、及電腦、書法、美語等免費文

教活動。目前重建工作仍繼續進行，不曾中輟。綜觀此次救災，具有下列四項特色：  

  1. 救災行動最為持久  

  2. 動員人力為數最多  

  3. 薦亡度生兩皆得利  

  4. 身心健康兩相兼顧 

    五、就宗教交流而言 

  正信宗教闡揚人心光明的一面，鼓勵大家去惡向善，如果能團結一致，共同為改善社會

風氣而攜手努力，則世界和平指日可待。國際佛光會本此理念，長久以來致力於宗教間之交

流，與地方宗教團體保持良好的互動關係，或來往拜訪，或交換意見，或開會聯誼，或合辦

活動，茲舉其要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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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每年元旦均舉行「祈求世界和平法會」，邀請

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摩門教、日本淨土宗等各宗教團體及社團代表共襄盛舉，同為世界

和平祈禱祝福，喚醒大家對和平的重視。儀式簡單隆重，卻顯得意義非凡。 

  世紀的對話 一九九七年，國際佛光會總會長星雲大師應邀至梵諦岡，與天主教教宗若

望保祿二世會談，隨後，大師還分別訪問普世博愛運動總會、回教清真寺，為宗教的互訪與

交流寫下歷史性的一頁。在會談中，大師提出五點建議： 

  1. 建議教宗登高一呼，聯合世界各宗教成立「國際宗教聯誼會」，並擔任聯合會主席； 

  2. 建議教宗到亞洲牧靈訪問時，順道走訪台灣； 

  3. 建議佛光山和教廷加強交流，研究教義，或聯絡情誼； 

  4. 佛光大學與南華大學願與梵諦岡或羅馬之圖書館辦理圖書交換，並願提供教廷或義大

利大學推薦的學者或學生從事研究或選課就讀的一切協助，包括免費提供研究室、住

宿、學費全免； 

  5. 二校可承辦天主教委託的各項宗教會議，或「宗教與高等教育研討會」。 

肆、未來展望 

  對於未來，國際佛光會有下列四點展望： 

  一、為大眾塑造終身學習的環境 學習，非僅限於學生時期；踏出校門，面對複雜多變

的世界，更需要學習。學習，也非僅限於知識學問，舉凡應對進退、人情事故都值得我們學

習。尤其身處突飛猛進的科技時代裡，更須不斷地學習，才不會被時代的浪潮所淘汰。國際

佛光會關心大眾的成長，倡導「活到老，學到老」的理念，今後將繼續開設各種課程以順應

時代需要，並鼓勵佛光會員考取檀講師、檀教師，此外亦將設立信徒大學，開設解門、行門

的課程，製定評定標準，據以頒授證書。我們不但希望藉此帶動大家「終身學習」的風氣，

更希望能塑造「終身學習」的環境，培養身心健全的國民。 

  二、為社會樹立喜捨利眾的典範 國際佛光會成立以來，遍及世界各地的分會、協會在

文化、教育、慈善、弘法等方面都已作出了佳績，得到社會人士的肯定，得到各種獎章的表

揚，但這是不夠的，因為今日的人心爾虞我詐，自私自利，以致社會不寧，家國不安，災難

頻仍，禍亂不斷。我們認為力挽狂瀾，拯救人心是當務之急，身為佛光人不應寄望他人來濟

助我們、奉獻我們，而應反過來思考：我們應如何喜捨利眾，拔苦與樂？應如何福利社會，

模範他人？今後我們還應成立電話法語中心、佛教資訊中心、職業輔導中心、養老基金會、

佛書交換研讀會等等。總之，佛光會員四句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利人天，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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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戒行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不是口頭的標語，不是表面的裝飾，今後我們將以各種方

法，敦促會員牢記在心，切實奉行。 

  三、為教團訂立健全完善的制度 僧俗二眾如同人之雙臂、鳥之二翼，唯有互相合作，

才能利樂眾生，展翅高飛。可惜的是歷代以來，教界人士多重視出家僧團的發展，而忽略了

居士教團的組織，以致各行其事，削減了佛教的力量。國際佛光會的成立，正是希望能將在

家居士的力量動員起來，有計劃地加以培訓，讓他們也能和出家僧眾一起弘法利生，因此我

們在創會伊始，即訂立了各種章程辦法及組織架構，並經過多次開會討論議決。但我們仍嫌

不足，我們日後要積極編纂各種會務手冊，以利宣導；我們要鼓勵會員多多研究章程辦法，

以利行事。因為我們有此心願，願發揚佛陀四眾平等的理念；我們有此弘誓，誓將法水長流

五大洲，誓將佛光普照三千界！ 

  四、為世界描繪佛光淨土的遠景 國際佛光會一向歡迎有志一同的夫妻連袂參加集會，

研習佛光會的課程，更鼓勵身為父母的會員們將精神理念運用在言行舉止上，為子女樹立學

習的榜樣，讓孩子們從小在佛光的薰陶下成長。我們希望佛光會員都能擁有佛光家庭，並將

法喜分享給左鄰右舍，發動街坊鄰居成立才藝班，共同美化生活；參加道場的法會共修，共

同淨化心靈；組織義工隊，共同發揮服務熱忱；設置兒童班、親子會，共同關心子女教育，

讓我們的佛光家庭進一步形成「佛光社區」，然後擴大影響力量，在人間創造「佛光淨土」，

讓大家共同沐浴在佛陀的慈光中，日日歡喜，處處吉祥。我們的志向是立足本土，胸懷法界；

我們的信念是今日一會，無限永恆；我們將朝著「佛光淨土」的遠景，勇往直前，努力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