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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從「攜手同圓」理念談佛光青年生命教育的建立 

──二○○一年國際佛光會青年會議專題報導 

 

滿遵 

佛光山法堂書記 

      

    對於新世紀的來臨，許多人都抱著很大的期望，尤其是身為國際性的佛光青年，在五度

參與全球性「國際佛光會青年會議」，對世界的視野打開了，看得愈多，關心得愈多，就愈

是覺得生命是負有使命的，生命是需要回饋的。透過大會研討的思想教育、啟發，這個世紀

的佛光青年，對於自己的處境有更深的瞭解和責任。 

一、來自二十三個國家近五千名青年出席盛會 

  二○○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始，全馬來西亞各地的傳播媒體，已將佛光之聲傳遍各地，

超過一千名義工聚集在吉隆坡綠野仙蹤會議廳，為第五屆國際佛光青年會議而忙碌。有來自

二十三個國家，近五千名來的青年將出席此項盛會。 

  這場會議，總指導是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主辦單位是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承

辦單位由國際佛光會馬來西亞協會青年總團負責，大會主席由馬來西亞協會青年總團宋耀瑞

團長擔任。海內外青年代表團計有亞洲：台灣中華青年團、香港青年團、日本東京青年團、

大阪青年團、菲律賓青年團、馬來西亞青年團、新加坡青年團、印尼棉蘭青年團、泰國曼谷

青年團、韓國漢城青年團、中國北京青年團、汶萊青年團。美洲：美國紐約青年團、內華達

青年團、洛杉磯青年團、加拿大青年團、愛民頓青年團、多倫多青年團、溫哥華青年團。歐

洲：瑞士青年團、英國倫敦青年團、法國巴黎青年團、荷蘭青年團、瑞典斯德哥爾摩青年團。

大洋洲：雪梨青年團、昆士蘭青年團、墨爾本青年團。非洲：南非約堡青年團。中南美洲：

巴西青年團。 

  開幕典禮在莊嚴隆重的氣氛下正式開始，大會恭請星雲大師主持按鈕儀式。大會青年代

表以「青年菩薩勇猛精進，佛教靠我，當下承擔，四海佛光，旭日東昇，弘揚正法，攜手同

圓」，與全體二十三個國家的青年代表共勉。這象徵佛光青年自我的期許與未來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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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年是國家未來的主人翁，是國家未來的希望和前途，古今中外多少叱吒風雲的領袖，

都是在青年時期獻身國家民族，才得以完成偉大的事業；在佛教的歷史上，教主釋迦牟尼佛、

中國玄奘大師等，也都是在青年時期投入佛教。所以，佛教青年是佛教的延續者及發揚者，

也是二十一世紀人間佛教的先鋒。佛光山在星雲大師的帶領和教育下，全球的佛光人，都榮

耀地以「人間佛教」為思想、行持的圭臬，佛光青年亦是如此。 

  主辦單位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成立於美國加洲洛杉磯西來寺，短短五年來，如今百

餘個青年分團分布在五大洲，八十五個地區。平日於世界各地積極參與社會活動，更以有組

織的方式，帶動青年從事各項文化、教育、慈善等活動。在參與過程中佛光青年努力學習，

充實自己，尋求突破，自我調整，修正自我的思想，並培養積極正確的道德觀以及開放的胸

襟。 

  承辦單位馬來西亞協會青年總團，於一九九七年正式成立，現今共有三十個分團，會員

近二千名。對於會員的教育和培訓，都有一定的組織和程序。宋耀瑞總團長表示：「青年在

加入會員之前，會先以義工身分參與各項活動後，待瞭解青年團理念之後，才加入正式會員。

隨後學習活動的策畫執行能力，加強處眾的和諧觀念，以及佛法義理的熏習。在組織方面，

總團部最高領導總團長，下設署理團長、副團長、正副秘書。各分團則是分團長、總義工長、

義工長、隊長、組長、會員、義工。」組織架構之完整，以及會員的素質提昇清晰可見。 

  在二○○一年四月馬來西亞協會青年總團主辦「佛教青年講習會－佛教靠我」中，二千

名青年參加，目標為加強青年為教的熱忱，追求佛陀的正法，擁抱智慧和勇氣，為苦難的眾

生發下菩薩的心願。除此之外，於一九九八年主辦「祥和夜－星雲大師弘法大會」吸引五萬

人聆法，二○○○年「禪淨密三修法會」、「千喜萬福送溫情」慈善演唱會，以及一九九九

年、二○○○年曾協助，首創的大型音樂劇「釋迦牟尼佛傳」，在在引起當地熱烈的迴響和

肯定。 

  這些文教活動，讓與會人士見識到馬來西亞青年的活力和熱情，以及優秀的組織力。所

以才有承辦國際性的青年會議的因緣。承辦這次會議時，總團便於數月前進行各項事宜，甚

至數位重要幹部在總團長的帶領下，跨海到台灣求益於大師，召開了數場工作會議，目的就

是要讓會議能夠進行圓滿。同時在馬來西亞也徵召了千餘名各項專才的義工，共同協助會議

工作，其活力的展現讓全球青年讚歎佩服。 

  「活力」是學習進步最佳的動力，「人才」的齊集更是力量的凝聚。像新加坡幅員這麼

小，競爭力卻是全球前幾名，這是靠百分之七十五的華人、百分之二十五的馬來西亞和印度

人通力合作，並不惜重金禮聘全世界各地的各式人才。有活力就比較容易改革，產生預期的

力量，往往在其他地方做不成的事情，到有活力的地方事情就做成了。成立以來佛光青年團

是個活力發源地，每個青年自許為世界公民，為這個世界帶來更多良善、智慧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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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佛光會馬來西亞協會林玉麗會長對於青年的護持不在話下，她說：「青年需要佛教，

佛教要青年。馬來西亞佛教青年在喊出『佛教靠我』的口號之後，引起熱烈的迴響，為社會

注入一股清流，這一股清流需要我們的呵護，需要我們的支持。青年人有的是熱情和衝勁，

成年人有的是經驗和遠見，兩者的互相配合攜手同圓，活動既融和佛法又能帶動青年，既淨

化人心又能注入新血。在佛法事業的永續傳遞上，才能一脈相承，燈燈相續。」 

  她更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會議，能凝聚全體佛光人的力量，並在會議討論中，擬出佛光青

年在這一個新世紀的任務和目標。「佛教靠我」不只是一個口號，「攜手同圓」更不是空想。

此次青年會議的意義就是在於通過活動達成彼此的共識，通過交流激發更高的創意，以使人

間佛教的推廣、佛光淨土的開拓能真正落實。所以在未來的一年中，佛光會將以推動文化教

育工作與慈善公益活動，繼續推廣人間佛教的使命。 

二、多種族、多文化的馬來西亞 

  「攜手同圓」的理念是由承辦單位國際佛光會馬來西亞協會青年總團，集合眾人的智慧

提出的，筆者參觀會議地點吉隆坡的城市之後，對這樣的主題也深有所感。 

  馬來西亞的領土包括馬來半島南部（西馬）及婆羅洲島北部（東馬），是個君王立憲的

國家。早在英國殖民地時代，這個國家的經濟就以外銷橡膠、錫及生產稻米為主。早年的移

民正是這個多民族國家的生產主力。 

  吉隆坡是馬來西亞的首都，儘管高樓林立，卻仍保有美麗的綠色自然景觀，與相當平民

化的房舍，人口約一百萬，華人佔其人口一半以上。市區街景呈多元化的異國風味，有阿拉

伯式建築的政府機構、回教清真寺、中國式的商店街、印度寺廟、歐式庭園，簡直像一部馬

來西亞歷史的電影濃縮版在此逐一上映。 

  只要到市區走上一遭，就會聽到生意人和顧客吱吱喳喳地用各種不同語言講價，其中有

華語、馬來語、印度語，以及土語，可能還有英語。馬來西亞人民的確是由多種文化及種族

所融和而成，馬來語被定為國語之後，加上優馬政策的影響，如今馬來文已深入各民族之間，

成為共通語，大街小巷上，中文與馬來文並列的廣告看板正是這個國家的特色之一。 

  馬來西亞政府在一九九六年統計有五百萬華人，是繼馬來人之後的第二大民族，占全國

人口的三分之一。第一批華裔商人大約是在十五世紀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期間抵達此

地，他們多半在馬六甲一帶開設雜貨舖；不過多數的華人是在十九世紀期間抵達，當時華南

各省的居民（主要是福建、廣東、海南島）為了躲避中國的戰亂，紛紛來此地賺錢謀生。在

馬來西亞的商人及工商業者等團體之中，華人佔了絕大多數。 



《普門學報》第 8 期 / 2002 年 3 月                                                第 4 頁，共 12 頁 

特別報導 /從「攜手同圓」理念談佛光青年生命教育的建立──二○○一年國際佛光會青年會議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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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度人和華人一樣，早在數世紀以前就來到馬來西亞，但直到十九世紀才有大批印度人

移民至此。來到此地的印度人多半來自印度南部，在此地的農莊工作。馬來西亞的印度人現

今多半定居在西部沿岸。 

  馬來西亞的政治環境早年是多動亂的。十五世紀時，馬來半島南部成立馬六甲王國。十

八世紀時該王國被葡萄牙及荷蘭佔領。到了十九世紀，英國除佔領馬六甲外，還擴及檳城、

新加坡，並組成馬來亞聯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成為日本軍閥的直轄地，戰後才由英國

再度恢復馬來亞聯邦。一九五六年制定獨立憲法，第二年獨立成為英國的盟邦之一。一九六

三年原為英國殖民地的東馬砂勞越、沙巴及新加坡加入馬來西亞，但一九七五年時新加坡又

再度脫離，成為獨立國家。 

  隨著一九五七年獨立運動的風潮，華人一躍而成馬來西亞企業界及商業的主流，而馬來

人在經濟上則相對的顯得落後；即使馬來人在政府的高階層中握有相當的實力，但馬來人的

經濟頹勢仍無法扭轉。 

  馬來西亞政府在經歷一九七○年一連串血腥的種族暴動後，開始推廣「新經濟政策」，

這項頗令人爭議的措施，是在就業市場上限定種族的配額，想藉此幫助馬來人能迎頭趕上華

人，並縮小各種族間的經濟差距。然而新經濟政策不但未能促進種族和諧，反而造成貪污腐

敗，引起馬來西亞其他種族的對立，最後終於在一九九九年遭到廢止，而原先推行的宗旨卻

一項也沒達成。雖然種族間諸如此類的緊張氣氛在台面下仍十分凝重，但馬來西亞還是維持

著相當程度的穩定及和平。 

  也許是因為所處的情勢，馬來西亞的華人，更懂得人與人之間有良好的互動關係，是生

命中、現實中最美好的畫面。如同馬來西亞佛光山住持慧顯法師說：「這次會議的宗旨是提

醒每個人，透過良知的眼光來看我們週遭的事，以加強年青人對社會、國家的責任心，進而

鼓勵每一個人挺身而出，從『我』做起，使世界更美好。」 

三、「攜手同圓」為世界和平帶來希望 

  星雲大師早年應馬來西亞佛教青年總會的達摩難陀長老之邀，前來擔任大馬佛教青年的

宗教導師。當時即發現大馬佛教青年的為教、熱情和發心。因此在一九九七年成立國際佛光

會馬來西亞協會青年總會，目前已有三十個分團，散布在馬來西亞各洲。 

  馬來西亞是多種族國家，加上殖民文化的影響，國家呈現多元化的風貌。有美麗的海灘；

殖民地的異國文化、建築；森林覆蔽的山嶽。生長於斯的華人，更能體會各種族尊重和諧的

重要。於是在這次會議主題特別以「攜手同圓」為題，希望連接全球佛光青年的思想，為世

界和平的希望、豐富人生的夢想攜手同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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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攜手同圓」？星雲大師在大會演講時說：「做人，有的人非常偏激，左右兩邊，

不是左就是右；做人，有的人上下兩極化，對於高低、大小、階級分得非常清楚；做人，有

的人四平八穩，非常方正，多一點，少一點，他一點也不含糊、苟且；做人，也有的人是圓

形的，非常中道，可以多一點，也可以少一點，只要正派，只要有公義，只要大家歡喜，就

算圓融，就算圓滿。」他也進一步表示，每個人應放下不同國籍、種族以及地域觀念，共同

攜手，創造更美好的未來。而在做事上要圓通，做人要圓融，說話要圓滿；不圓，就有了殘

缺，有了殘缺，就不容易讓人歡喜接受。 

  「圓滿的人生，分三個階段，第一個圓是讓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士農工商等四方

八面，分散在各處的小圓點，集中成為一個中心，形成一個大圓圈，那是多麼的美麗、圓滿！

或者將個人的理想、願望凝聚，透過眼耳鼻舌身意都能自在的表達，甚至想要做什麼事業、

到什麼地方、與什麼人來往，四方八面即與我相應，如果能做到這點，就是人生第一個階段

所完成的圓滿人生。 

  「第二就是圓滿的人生，其意義甚深，對我們非常重要，人生雖有生老病死，但死並不

是沒有了，生命如時鐘，無始無終，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一直在輪迴，所以，我們對人生

要有信心，因為人生是一個圓。世間萬物成住壞空，空中妙有，空即是有，宇宙法界皆是一

個圓，心在哪裡，在一切處，心包太虛，量周沙界。念頭念念生滅，念念之間流轉、輪迴，

把生命吸吸呼呼，像海浪一樣，我們在一天當中究竟在天堂與地獄之間輪迴多少次？好心在

天堂，壞心在地獄，天涯在我心中，不在心外。 

  「第三種圓是真心佛性，我們的真心如虛空，虛空無相，無所不相，包含萬有一切。其

實，每個人都有一顆真心，只是自己不知道而已，就如同黃金、鑽石埋在土裡，不易察覺，

現在我們要費一些功夫把我們的自性找出來。自性是不生不滅的生命，如果每人都能找到自

己的真心，隨遇而喜，隨遇而安，那就是解脫的人生、圓滿的人生。」 

  除星雲大師主題演說「攜手同圓」之外，大會也延聘一群有識、優秀的師資來為全球的

青年授課，拓展年輕人的思路。計有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長吳伯雄先生、國際佛光會世界總

會秘書長慈容法師、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執行長慧傳法師、佛光青年中心主任依淳法師、

佛光青年中心執行長葉惠貞老師、「浩瀚星雲」作者林清玄先生、佛光山檀講師曾廣志醫師。 

  同時大會也安排各國寺院的住持法師，以及學有專精的學者，共同主持分組討論。議題

有：如何落實會議主題「攜手同圓」的理念？如何成為優秀的幹部？如何使用「佛光團康手

冊」？如何經營一個佛光青年分團？如何推動「人間佛教讀書會」？如何吸引更多青年加入

佛光青年團行列？如何具體實踐「佛教靠我」的理念？佛光青年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文教人

才？佛光青年正確的學佛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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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會議的目的讓全球佛光青年從「攜手同圓」的寬廣理念，建立優質的生命教育。

我們現在從四個面向來探討： 

  第一、「攜手同圓」提供「尊重生命」的思考 

  第二、「攜手同圓」帶來「慈善救濟」的關懷 

  第三、「攜手同圓」具備「社會責任」的省思 

  第四、「攜手同圓」開發「內在覺醒」的道路 

    (一)「攜手同圓」提供「尊重生命」的思考 

  以馬來西亞為例，無論是英國或日本殖民時代，馬來西亞政府對馬來人均採保護政策，

這對其他民族而言，無異是歧視待遇，因而引起彼此間的衝突與摩擦。還有震驚全球的九一

一恐怖事件，如何消弭不同信仰、不同語系、不同種族的紛爭，促進融和，防止各種族團體

的民族糾紛，也許是本世紀最大的課題。因此，「攜手同圓」這樣的思想主題，絕對是可以

呼應這樣的世紀議題的。 

  數世紀以來，許多國家和馬來西亞是相同的。來自世界各角落的生意人、移民、征服家

帶著自己的傳統、宗教及生活方式，來到新加坡及馬來西亞。生活在這裡的人們雖早已學會

了如何去改變及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如何與其他的種族及信念並存並生。但思想和內心的深

處卻並不一定能真正尊重對方，甚至包容不同的思想，這樣的深沉課題是這次會議要青年朋

友們思考的。雖然其他國家青年，可能暫時無法領會到馬來西亞青年所面臨的問題，但究其

根源，這些問題的病因是來自於人類彼此間，無法互相在差異中，保有尊重的涵養。所以，

學習尊重不同的生命，是不分國籍膚色的。 

  星雲大師提出，每個人應放下不同國籍、種族以及地域觀念，共同攜手，創造更美好的

未來。同時，在做事上要圓通，做人要圓融，說話要圓滿；不圓，就有了殘缺，有了殘缺，

就不容易讓人歡喜接受。 

  這樣的理念提供青年學習「尊重生命」，學習從自我角度出發思考，對方也是個和自己

一樣的「人」，也有情緒、看法，更有存在的尊嚴。當一個人心中充斥敵意、憤怒和偏見時，

自然處處彰顯不滿。尤其，遇有情緒低潮、壓力沉重時，便極易遷怒他人，忽視別人是「人」，

是有尊嚴的生命個體這樣的事實。 

  每一個人都有不同的觀點，不同的立場，但是話語表達需要說得理性兼謙和。有的人，

說話很「直」、「衝」，夾帶複雜強烈的負面情緒，視別人為不可理喻的敵人，更自以為唯

有如此的表達，才能顯示自己的力量，別人才會「聽清楚」。事實上，這種逞一時之快的人，

只是暴露其短──「性情浮躁」、「有勇無謀」，是典型的侵略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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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事上要圓通，做人要圓融，說話要圓滿」，首先就要學習接納「尊重生命」

的觀念，並落實在日常生活中。耐心地傾聽他人談話，且能抓住精華，培養自己有能力解決

生活週遭的困惑與問題，並具備寬容胸懷並能自我批判，同時與外在世界保持良好的接觸，

期許自己做一個世界公民。 

    (二)「攜手同圓」帶來「慈善救濟」的關懷 

  現今大部分青年從小就生長在一個衣食無缺的生活環境當中，有時候會常常覺得不曉得

生活的意義在哪裡？同時心性也會比較脆弱，面臨現實社會中的挫折、挑戰以及解決能力也

比較不足，每天都過著差不多的日子，常常會有一種很麻痺的感覺。 

  因此，有些年輕人就會追求一些感官的刺激，藉由崇拜偶像明星、追求流行的方式來滿

足。當然這些並不是不好的現象，但是有些情形已經到了極端，比如說吸毒、或是沉迷於網

咖，這樣的現象都是物質很富裕，心靈很空虛所導致的，可以說各國普遍都有這樣的問題存

在。 

  「攜手同圓」的理念，落實在每一個青年的生命觀，就是一種珍惜生命、服務眾生的具

體表現。以各國青年團從事各項慈善服務紀錄中，我們清楚觀察到，這樣的具體善行，可以

讓青年朋友過著心靈富裕的生活方式，並藉著服務學習和別人的互動，可以建立起自信心和

對社會主動關懷的能力。 

  以台灣為例，很多人對政治環境都很不滿意，對經濟也不滿意，很多的人失業，台灣不

再是以前那個很炫麗的台灣了。但是台灣有台灣的好處，現在還是有很多的人，在任何的困

難和艱苦之下，他們都願意透過社會福利的方式，幫助一些受苦的人，這是台灣最可愛的一

面。佛教界在台灣是非常慈憫地關懷台灣，哪裡有苦難，就可以在哪裡看到佛教徒，這點倒

是可以值得安慰，佛教徒還不至於只要出世的修行，而不問世事。 

  所以，青年團帶領青年朋友看到這一面，甚至帶動他們加入慈善服務的工作，這是有助

於他們的成長。如果我們的社會很多年青朋友願意在他們的生命中、生活中，一星期花一個

下午，或者是一個月挪出一天，參與義工行列，讓受難家屬的壓力得到一些紓解，讓受苦者

知道這個社會並沒有忘記他們。 

  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成立以來一直以「不忍眾生苦」，來帶動青年體會生命應有的悲

憫。事實上，參加義工，最大的好處不是別人，而是參加義工活動的自己，參加義工活動會

更加豐富我們的心靈世界，對自己、別人、社會的價值，事實上對生命也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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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成長，是在於我們自己，我們要學習忘記背後一些錯誤的事情，努力此刻，然後

面對未來。如果要讓我們的一生過得很好的話，人與人的關係，一定要彼此相愛、關懷，用

這樣正常、正確的觀念去面對自己的未來。 

    (三)「攜手同圓」具備「社會責任」的省思 

  之前，我們談到「攜手同圓」帶來「慈善救濟」的關懷，但是，我們希望青年的智慧有

足夠的深度，去思考「苦難」背後真正的原因。 

  星雲大師說，我們在一天當中究竟在天堂與地獄之間輪迴多少次？好心在天堂，壞心在

地獄，天涯在我心中，不在心外。 

  因此，我們觀察到，苦難往往有些來自無法避免的天災，但有些卻是來自於人禍。這人

禍，背後如果不是偶發的個人情緒，或是恩怨情仇，而是來自公共政策，或者是法案的錯誤

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適度的發揮每個人對社會應有的「社會責任」？ 

  「人間佛教」的行者，是不能避談「社會責任」這部分的，從佛陀到過去的高僧大德，

為了護念眾生，他們也是想盡辦法去說服君王，或是政策的主導者，希望他們能夠「護念眾

生」，善盡為人君主的「社會責任」。所以，關懷眾生苦難的部分，在佛教的傳統裡，早已

進行了數千年。 

  因為苦難之外，我們可能要追究到罪惡的根源，自己的罪惡需要用佛法對治，他人的罪

惡，則要儘量減輕罪惡的發酵力量，譬如說有良好政策的約束，將個人的惡行制止，至少為

了慈悲，不讓他繼續墮落沉淪。所以，政策或是法案的設立，要注意是否能將苦難化為無形，

或是減低，最好是讓苦難不要再發生。 

  因此，各國青年團熱心參與當地關懷社會的活動，甚至聯合當地佛光協會的力量，對當

局發出正面有力的呼籲。佛光會也希望更多優秀，甚至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士，加入佛光會組

織，共同監督政策、法案的平等性。 

  這樣的說法，也許會引起傳統人士的質疑，質疑我們修道人應該就是要解脫自己？應該

是好好地觀照自己的身心？為什麼要用那麼多時間在社會、群眾之中？有時間反觀自照嗎？

會不會因此而庸俗化？佛光會組織是由一群有識的在家居士領軍，奉行的是「人間佛教」，

無論在行持或心性上，都能關心今生與下一代的福祉，倘若只是關心來生，這是一種非常奇

怪的現象。 

  再者，有一種人雖然願意行「菩薩道」，但卻只能面對苦難的表象；因為面對苦難的表

相，給自己回饋的感覺是：因為我的努力，苦難的現象馬上紓解，快樂是現成的，而且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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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但是，他卻忘了，苦難背後真正的原因，往往是來自於罪惡，不管是當事人的罪惡，

或是他人的罪惡，還是一種由社群裡共同形成的罪惡。 

  接下來，我們就要問要不要去碰觸「罪惡」的根源問題。當然，這部分的張力是比較高，

對一個修行人來講，他會習慣心情需要平靜，人際關係是也要求和諧，不希望介入這麼深層

的領域，讓自己因不適應而產生苦惱。 

  但是我們要質疑，如果我們假裝事情沒發生，心情就會很平靜，但這只是虛擬出來的平

靜，難道這經得起考驗嗎？除非能夠無視集中營對善良民眾的凌虐，或是恐怖主義分子釀造

的九一一事件。當面對這些人類的浩劫時，我們心中可以如如不動？但是，我們不知道這是

屬於冷漠無情呢？還是真的是慈悲超然？ 

  我們知道佛陀所宣說「因緣法」真理，他認為「因緣」，決定很多眾生的不同，也就是

所謂的「個別差異性」。因此，每個眾生的生命境界不同，不能夠用唯一的標準來要求。在

這樣情況之下，佛陀認為，如果一個眾生，他只是希望得到明天更好，未來更幸福，可以消

災免難，佛陀會告訴他要怎麼做，他的德性必須要有關懷別人的能力，而不是去傷害眾生。 

  有些生命超越了一些，他認為這些世俗的幸福又如何呢？這些都是虛幻的，佛陀就會告

訴他，怎樣才會達到生命究竟的解脫？不止是在感官的享樂之中。再有一些人又更超越一層，

他們有一種菩薩心腸，認為不能只管自己生命的解脫，只要有一個眾生還在苦難之中，他就

覺得生命不圓滿，這種人就是菩薩根性。 

  因此，無論對事情、對修行的看法是不能二分法，當我們投入社會關懷活動時，並不是

「不務正業」，不務正業之後修行就會退步，也會變的庸俗不堪。我們所有努力的背後，是

對佛法深度思考所延伸的，星雲大師曾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所以，佛光會

的投入和努力，不是想要湊熱鬧或是迎接掌聲，或是為了權，為了利，而是看見眾生苦，捨

不得眾生受苦，暫時把自己解脫生死的事擱下，發大心為群眾服務。 

  這樣善盡「社會責任」的結果，發現其實每個人正一步一步地在完成自己。所謂「完成

自己」不是自己在追求什麼樣的目標，說穿了修行是在修什麼呢？就是修到「無我」、「無

私」，沒有一點私心。 

  每個人根性因緣不同，有的人，他們必須是在禪堂、在曠野中，是避開群眾進行觀照身

心而解脫自我的；但我們相信「人間佛教行者」是一不斷的忘記自己，接近苦難眾生的時候，

在累積的歲月中，這樣的過程中「自我」越來越淡化。自私的生命歷程是無法擁有強大的生

命能量，在放棄自我、熱切護念眾生的過程中，忘記計較是不是有任何回饋和利益，這難道

不也是一種修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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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攜手同圓」開發「內在覺醒」的道路 

  星雲大師在演說中強調，第三種圓滿的人生，要明瞭自性是不生不滅的生命，如果每人

都能找到自己的真心，隨遇而喜，隨遇而安，那就是解脫的人生、圓滿的人生。 

  自性，是一種內在的「自覺心」，是一種透視自我的能力，是一種對自己的覺醒，是觸

摸到自己心靈的能力。這種「自覺心」，在一個講求功利主義，強調輸贏的社會裡，已逐漸

退化蒙蔽。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大部分人們，在潛意識莫名興奮地談論別人的是非、

隱私，卻絲毫不知所談的，正反射自己的行為特質，以及個人真正內在潛藏的動機。然而，

跟著起鬨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渾然不覺有何不對。 

  還有一種人，只要別人觀點與他不同時，一定強詞奪理、咄咄逼人，深恐別人不知其睿

智敏思，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傲慢態度，讓原本輕鬆和樂的交談，衍生為無謂的爭吵。這種

表達方式，充分突顯了因自卑所產生強烈自我膨脹與防衛。然而，隨著喧囂的人，處處可見，

也絲毫未覺有何不妥。 

  從以上的例子，我們得知「內在覺醒」的缺乏，是現代人生活中人際關係的致命傷。一

個常常沒有「反求諸己」的自省習慣，卻習於「我行我素」，充分顯現頑強、蠻橫的個性。

結果，不止傷害別人，最後，更會傷害到自己。 

  這種「反求諸己」的過程，便是讓「自覺心」萌芽，再次擦拭自己的內在心靈，找到自

己的「真心」。唯有透過自省，方能發現自己擁有主導自我的能力，而不是一再要求或苛責

別人。 

  全球佛光青年在各國青年團有組織的帶領和教育下，定期不間斷地學習佛法，涵養身心，

另一方面又實際地投入文教、慈善等各項活動，這樣的熏習和互動之下，佛光青年早有不同

的見識和素養。 

  所以，當這個社會充斥謠言、黑函、紛爭、暴力時，佛光青年無須跟著衝動起鬨，而是

學習安靜下來，擦拭自己的心靈之眼，喚醒自己內在的知覺，讓自己保有一顆明亮的「自覺

心」。 

    (五)「攜手同圓」的努力計畫 

    這場會議共舉行四天，我們不會誇口說全球佛光青年，以達到百分百的智慧和實力，但

我們可以確信，大部分青年的思想獲得前所未有的思考空間，他們懂得去尊重彼此的不同，

更樂於分享彼此不同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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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組座談中，我們看到，各國青年代表熱切積極提出落實「攜手同圓」理念的方法。

有的決定回國後，加強對各種弱勢團體付出關心，釋放善意，定期至當地孤兒院、養老院、

殘障中心做各種慈善的服務。有的已在大學舉辦中華文化活動，讓馬來人了解華人文化，積

極主動的透過各種管道，讓別人先瞭解我們。甚至也建議舉辦各國文化展覽的連誼活動，不

但可彼此吸收生命的看法和經驗，更可以藉由參與活動，讓不同信仰，不同生活方式的人，

有良好和諧的互動，讓他們親身瞭解佛教不僅僅是宗教信仰，更是一種充滿智慧的生活方式。 

  華人的民族性較被動，常因為自己的不主動而喪失許多接觸他人的機會，如何積極主動

地和其他社群團體融和？澳洲南天寺住持滿謙法師提出她豐富、實際的經驗給所有青年。她

說，在加拿大和澳洲的社會裡，是華人移民最多的國家，但是幾乎沒有種族分歧的嚴重問題，

各種族相當融和。澳洲人可以接受中國人的文化，拿起筷子用餐，甚至拿的比中國人好。這

證明中華文化已被澳洲的社會尊重、融和，所以，無論是吃的文化，或是年慶佳節的活動，

澳洲人都能認同參加，彼此的文化已因交流而融和。 

  她進一步指出，「多種文化」的並存，即是「攜手同圓」的展現。她建議各國青年在當

地，可先主辦一些屬於文化性的活動，基本上這樣的活動較無宗教色彩，容易被非佛教徒接

受。滿謙法師已在南天寺舉辦文藝季、藝術季、各文化的聯合展活動。透過這樣的展覽，可

以讓不同種族吸收。 

  目前根據澳洲官方統計，佛教已成為澳洲第三大宗教，是所有宗教中成長最快的宗教。

主要原因是採取不正面傳教的方式，重點視將佛法的精神傳播給每個人，而佛教的智慧和包

容性，據滿謙法師表示，這是主要吸引西方人士親近佛教的主因。因此，在南天寺的禪坐班，

你會看見很多的神父和修女，正凝神專注的觀照身心。 

  菲律賓的佛教青年也表示，目前菲律賓佛光會、青年團每天透過手機的簡訊傳大師法語，

現在已累積每天數萬通。 

  歐洲的青年代表在分組座談中談到，法國很害怕邪教傳教，以前只能接受天主教、基督

教，只要一打出宗教的名號，不容易推廣甚至吸引人，不過巴黎佛光山十年的努力，已獲得

當地社會的認同和肯定，越來越多人想接近中國的文化與佛教。 

  我們知道歐洲共同市場的完成，以及歐元的統一，早在數十年前就已籌畫佈局和不斷嚐

試可能性中醞釀。首先是鋼鐵業的合作，接著有共同市場，到今天歐元的統一。因此，佛教

在歐洲的發展，實在需要出生在當地的華裔青年，投入相當的心力和時間共同來努力。 

  目前法國青年團已參與協助巴黎佛光山舉辦生活講座、「佛門的一天」，並主動邀請讓

媒體採訪報導。法國媒體以「以歡喜代替悲哀」為題，探討天主教、基督教所看到的形象是

悲哀的，而佛教的佛菩薩像卻是歡喜的。還有一次的茶會活動中，也以「以綠茶代替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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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報導。除外，在歐洲很流行電視座談會或講座，是多人一起談的，這樣的方式也預計要

進行。 

  為了讓更多非佛教徒領受佛法的智慧，討論中也有人建議在印製佛光菜根譚書籤時，並

不一定要標明宗教，最好翻譯成當地語言，較能為一般社會人士接受。 

  以上種種的建議方法，說明這群青年的心是熱切的。正如大會主席馬來西亞宋耀瑞總團

長對此次會議的感言：「歡喜，是因為能和你們在一起，和許許多多年輕的心、真摯的心一

同跳躍。大夥兒的熱誠，是我們在學佛道路上照明的燈。感恩，是因為面對萬千人群的時候，

一回首有你們的心和手，把佛光青年的成就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許許多多的因緣交織在

一起，成就了今天的我們。我們熱切地盼望來自海內外的佛光青年們，參與國際佛光青年會

議後，在心靈的最深處種下菩提種芽。」  

  會議雖已結束，但許多人都表示深深感受到星雲大師對青年們的愛與期盼。深信佛光青

年經過一次一次的會議研討、活動歷練的成長，將會有更多的青年投入，共同延續推動人間

佛教的理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