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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佛光山的平安燈會 
 

妙仲 

屏東佛光緣美術館執事 

 

壹‧前言 

  佛光山為全面展開自強年活動，祈禱國泰民安及提倡春節正當娛樂，自民國六十九年（一

九八○），每逢農曆春節皆舉辦「春節平安燈法會」，當春天的氣息來臨時，佛光山的僧俗

四眾全部總動員，展開清洗道路、整理環境、紮燈結花的平安燈佈置工作，[註 1]整座山谷映

照光亮如白晝，瑰麗璀燦如佛國淨土，令遊客身心獲得愉悅祥和。宛如星雲大師平常開示徒

眾時所說：「西方極樂世界是阿彌陀佛的願心莊嚴起來的，所以我們也要以慈心悲願來莊嚴

自己的世界。」[註 2]在星雲大師的領導下，佛光山化成了一座人見人愛的佛國淨土，不僅如

此，更開展出佛教之文化、教育、慈善等事業，也響應了政府的號召，從事淨化社會、導人

為善等工作。[註 3] 

  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曾表示：  

  

佛法弘揚，如果能順應大眾的需要，實在是符合大乘菩薩的善巧方便，……佛法要普

遍化、大眾化，只要能令眾生歡喜，以電動花燈將佛教義理寓於燈景中藉以弘揚，也

是一種善巧方便。[註 4] 

  

  佛陀弘法度眾有八萬四千法門，皆為適應每個時代、每個眾生的不同需求，想看的、想

聽的也不同。在這個資訊爆炸、社會狀態瞬息萬變的時代，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在設計上，

也年年力求突破。花燈設計，從靜態到動態，從佛教故事到民間宗教，從東方佛像到西方天

使造型，皆是突破傳統的表達方式；花燈主題不再局限於佛教，這是為迎合當代人的需求，

希望透過這樣創新的設計，能夠讓更多的大眾有機會到山上來，在觀賞花燈之餘，也能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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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本山各項的展覽與建設，甚至到各殿堂禮拜諸佛菩薩，感受人間淨土的寧靜、祥和，乃

至體會到佛教為整個社會大眾的一份祝禱、祈願。在這樣的佛法薰陶中，讓每一位上山賞燈

的大眾，植下菩提的清淨道種，相信他們承受了佛法的滋潤，其人格將在無形中昇華，對淨

化社會、祝禱國運昌隆、人民安和樂利，實發揮了極大功能。[註 5] 

  民國九十二年（二○○三）佛光山平安燈會，已堂堂邁入第二十三個年頭，在設計上，

更有突破性的創意；星雲大師依著人間佛教理念，把傳統與現代融和，將佛法表現在中國傳

統節慶裡，在在顯示出現世淨土的實現。 

  由於本身曾為佛光山叢林學院的學生，冀盼透過四年的學習，將自己參與常住春節平安

燈會的體會，將歷年來「佛光山平安燈」之設計，從緣起、主題、特色、花燈式樣等做整理、

記錄與比較，而藉由這份報導將之全體呈現出來，期待將來的花燈主題，更加豐富、多彩、

吸引人，更能與時代的脈搏一同跳動，最重要的是富有殊勝的教化作用。更期盼此份報導能

夠拋磚引玉，促使佛光山的每位徒眾，發心撰寫佛光山的人、事、物報告，而永久留存；也

讓社會大眾能對本山的建設多一份瞭解。 

貳‧佛光山舉辦平安燈會的緣由與意義 

    一、啟建緣起 

  中國人的農曆新年，每逢春節，總有許多民眾攜家帶眷、歡歡喜喜地來到寺院禮佛祈福、

行春、消災還願，祈求新的一年能好運到來。因此，自民國六十九年（一九八○），佛光山

為迎接自強年，祈求國運昌隆，護法檀那安康，以及提倡有益社會人心之正當活動，首度於

新春期間隆重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平安燈法會，[註 6]結合創意花燈，將佛教的靈感故事、祖師

求法、佛陀慈悲的精神與事蹟呈現出來，期能讓來山民眾欣賞美麗的平安燈夜景之餘，也能

點亮心海裡的那盞明燈，而福慧增長。 

  有鑑於佛光山平安燈會的意義非凡，值得倡導，民國八十四年（一九九五），《聯合報》

特別派記者來山採訪，並記下本山啟建「平安燈會」的因緣與目的：  

  

在每年農曆除夕，星雲大師無論人在何地，都一定會趕回佛光山寺，與出家法師圍爐

敘舊，同時也不忘講誦一遍《施燈功德經》，讓全山大眾能夠明白，為何每年常住不

惜斥資張掛、佈置花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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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強調，點燈供佛是佛教界最講究的一件事，燈除了代表光明，也代表智慧，

佛陀在世，四處布施燈火，照明世界，也啟人智慧。當外在的燈點燃時，世界大放光

明；而當內心的燈也光亮時，人生的幽暗、苦惱更是得以一掃而淨。 

依據《施燈功德經》記載，二千五百年前的佛陀時代，印度波斯匿王聽到佛陀講經明

白施燈的重要後，於是在佛陀講經的大殿上，點了八萬四千盞的油燈，並向他的子民

強調，這些燈都是他一人點燃的，功德記在他頭上。當時有一位老婆婆也在大殿聽佛

講經，看到油燈燃起，大殿光明，內心很歡喜，也想點燈，但因沒錢，就把長髮剪了

賣了二文錢，到油店去買油、點燈，讓油店老闆看了很感動，給了這位老婆婆可以點

燃一個晚上的油燈，結果老婆婆的油燈與國王的燈都同時在大殿點燃，但天亮後，國

王的燈都熄滅了，祇有老婆婆的油燈任由國王的僕人怎麼吹，也吹不滅。 

此時佛陀就說了，點燃八萬四千盞油燈，對國王來講是九牛一毛、不費力氣的事，但

點燃一盞油燈對老婆婆來說，卻是畢生精力的事，因此油燈雖小，力大無比。 

因此「人人一盞平安燈、普照世界光明、倡導民俗、淨化人心、寓教於樂、弘揚佛法」，

佛光山寺花燈展年年特色不同，年年吸引人潮參與點燈供佛的盛會，目的說穿了，也

無非希望信眾歡喜上山賞燈之餘，也能對佛法有所領悟，開啟人生的光明。[註 7]  

  

    二、籌辦平安燈法會的教化意義 

  佛光山星雲大師曾開示門徒說：  

  

我們辦平安燈會，不是為自己，而是為我們的信徒，讓我們的信徒能因多種福田，而

得前途光明，所求順遂，也讓我們的社會因著我們的努力而得更大的安定、富庶，令

我們的國運更昌隆，我們的世界更和平。[註 8] 

  

  在春節期間，佛光山上張掛無數的平安燈，除了增添過年的熱鬧喜氣之外，更希望轉移

不良的社會風俗習慣。回向偈云：「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蓮花為父母，花開見佛悟無生，

不退菩薩為伴侶。」平安燈法會的建立，便是希望參加的人士，都能夠達到如置身於彌陀淨

土的光明世界，從而讓我們的心互相輝映，讓我們的智慧之光照耀整個大地，把社會、人心

的不平以及缺陷趕走，把社會的罪惡和黑暗驅除。人人走向幸福快樂美滿的人生，這也正是

佛光山籌辦平安燈法會的意義。[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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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平安燈的意義 

  平安燈又叫福田燈，點燃一盞平安燈即是種了一塊福田。燈是六種供養之一，佛在世時，

即勸燃燈供佛，「點燈」在佛教來講，具有雙重意義。 

1. 經典上的意義： 

  佛光山寺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曾援引佛教「貧女一燈」典故，並特別開示了一部《施燈功

德經》，內容大意是這樣：  

  

我們點燃明亮的燈，就可以照破種種的黑暗，使周圍和前途有了無限的光明，而不再

感到恐懼、渺茫；有了照明的燈，就像是有了般若智慧的寶劍，可斬斷、消除種種的

業障。[註 10] 

  

2. 佛光山舉辦平安燈法會的時代意義：             

  民國六十九年（一九八○），時任佛光山宗務堂堂主的慈惠法師主辦當年的平安燈會時，

曾撰文說明春節平安燈法會的三種特殊意義：[註 11]  

  

(1)為奮發自強，昌隆國運：台灣寶島在英明的領袖領導之下，經濟飛長，全民生活安

定，處處呈現著祥和與富庶。佛光山平安燈適時懸掛，除祝禱國運昌隆、社會光明、

人心淨化，並願人人心中也燃起一盞光明的平安燈，如此燈燈相照，則處處有光明

與平安。 

(2)為移風易俗，端正民風：配合民間新春正月十五上燈，祈求平安、消災、延壽之風

俗，並適時說法，可讓社會大眾正確瞭解點燈目的，減少拜拜屠殺的浪費。 
由於平安燈的裝設，將原本宏偉莊嚴的佛光山殿堂，點綴得更加富麗堂皇，另有發

人深省的暮鼓晨鐘與梵音清唱，將更吸引善男信女到佛光山朝山，增加了新春假期

的好去處，無形中減少了聚賭、酗酒、鬥毆、鬧事等等不法行為。 

(3)為布施光明，照亮寰宇：佛教是不離生活的，以佛教之意義而言，點燈含有布施光

明，照亮別人同時也照亮自己的深刻意義，具有無量的功德。因為人間太需要光明

的照亮，有了光明，好比有了太陽的照射，才會處處有溫暖，有希望，有愛心。人

類生活在彼此布施的光明下，才會美滿、幸福、安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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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現任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寬法師對春節期間的平安燈法會，也提到：上燈法會，希

望大家藉著點亮光明燈，讓自己的智慧、心靈更加的光明。  

  

點燈的儀式，從佛教在印度創立時就有了，在佛教裡面提到燈，代表的就是光明，而

光明也就是智慧，一個人有光明、有智慧之後，當貪瞋癡等煩惱現前時，就可以藉著

點燈的宗教儀式，來啟發我們內心中的清明與平安，進而淨化我們的心靈。[註 12] 

  

  如此，每個人就能把慈悲歡喜的心自然地流露出來，取得彼此的和諧，為社會共創美好

的未來。 

    (二)點平安燈的利益 

 

燈是光明與智慧的表徵，是佛門中重要的供養之一。在佛前燃燈，是用以標誌佛的智

慧波羅蜜，《無量壽經》說：「為世燈明，最勝福田。」在佛前點燈，是藉著佛的智

慧之燈所放出的光明，照破我們的無明，使我們心生慧解，成就我們的智慧波羅蜜。

《大集經》中就這麼說過：因為有許多眾生心行無明愚癡，佛見了，乃教他們同修智

慧，令人人點燃智慧之燈。《華嚴經》也說：「慧燈破諸闇。」佛為了鼓勵人們點燈，

還特別說了一部《施燈功德經》。 

佛世時的阿那律尊者，因前世「以箭正燈」（以箭將燈扶正）的功德，今世得天眼通。

貧女因於佛前施奉一燈，蒙佛授記將來必定成佛。有關施燈的功德，經中皆有詳細的

記載。 

平安燈會又叫萬燈會或萬花會，是以萬燈、萬花供養十方諸佛菩薩的法會，是佛門中

消災、免難、增慧、祈福的行事。《菩薩藏經》中說：燃點十千燈，以懺滅眾罪，十

千即是萬。人們生活在三界裡，舉心動念莫不在造業，特別是無始以來的無明，若非

有大智大慧，真不能照破。因此點燈供佛，借助佛的智慧明燈恒常引燃我們的心燈是

人人必要的，尤其在這末法時代裡，眾生根性不僅普遍駑鈍，而且造罪亦重。從層出

不窮的各種社會問題中，顯示出人們在無明引發的貪、瞋、癡三毒的作弄下，一刻不

能安寧。一旦自我的慧燈燃起，照破一切黑闇，光明自然顯現，光明顯現，平安、吉

祥、四喜、五福、七財不待祈求，自然源源滾滾而來。[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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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施燈功德經》也說到： 

如果我們常在佛塔、寺廟中虔誠地燃燈供佛，當會有下列的利益果報： 

1.雙目、四肢永遠完好不生缺陷。 

2.身無病痛，嗓門柔軟聲音妙好。 

3.心地清明聰慧，不為愚癡所轉。 

4.視力良好如摩尼珠能照微細物。 

5.眼球、角膜、結膜永好不壞。  

6.生活安穩，衣食豐足，心無所懼。 

7.心身自在，善財善寶滾滾而來。 

8.可以獲得美麗的瓔珞及幽美的林園。 

9.身體康健、強壯，充滿生命的活力。 

10.不會與他人發生口角、打鬥等事。 

11.走遍東西南北天涯海角都不會生無明煩惱。 

由以上《施燈功德經》的記載，可以知道點平安燈就是種福田的道理。 

    三、平安燈會在佛教藝術上的價值  

  

藝術，就是美；美的呈現，就是藝術！ 

佛教於東漢傳至中國，兩千年來，佛教博大精深的教義，以及瑰麗璀璨的藝術文物，

不但豐富了中國人的精神內涵，對中華文化也產生了極為深遠的影響。例如傳頌千古

的敦煌、龍門、雲崗、大足等石窟藝術，對中國的雕刻、繪畫、書法、建築、舞蹈、

戲劇、音樂等，都產生了極為深遠的影響。[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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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燈是中國富巧思，又具古色古香氣息的藝術品，而它在早期最重要的是具有社教功

能，不論是具意義的書畫圖案、詩詞、諺語，或製成樓台亭閣建築物之類花燈上的橫

匾、對聯，或富教化性質的「射燈虎」（燈謎），都讓人在欣賞中獲得潛移默化。現

代花燈雖變成以觀賞性及娛樂性為重，但我們仍可從花燈的造型及圖案蘊含的意義，

和古人共享賞花燈的樂趣。……好的花燈在白天看來造型獨特、豔麗多彩，夜間亮燈

時，則讓人遠看朦朧，如火樹銀花、五彩繽紛，近看則玲瓏剔透、光彩奪目。「燈光」

是花燈藝術與其他造型藝術最不同之處，一盞好的花燈應是通體透光，晶瑩剔透。

[註 15] 

  

  佛光山在新春期間，透過平安燈的展覽、祈福，全山遍布著各式各樣的平安燈與色澤豔

麗的鮮花，白晝時繽紛耀眼，入夜後滿山璀璨。在各種不同的設計中，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目標，那就是佛教散發出來的慈悲祥和，令人一見，頓感身心清涼，滿心歡喜。而這股感人

的力量，最主要的是來自於平安燈背後所蘊藏的宗教信仰，這股信仰的情感才是佛教藝術的

精神內涵所在。藝術是表達的一種工具，而佛法才是真正要表達給大眾的訊息，所以藝術是

媒體的一種傳達，因此佛教藝術不能純然把它當成藝術品看待，它是信仰與藝術的結合，是

真善美的象徵。 

  「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這個熔文化、教育、藝術於一爐的佛教藝術活動，正是希望

引起大家對佛教藝術的欣賞及共鳴之餘，喚醒大眾注重六根的藝術，從欣賞藝術之美，進而

激發內心的宗教情操，長養善根，這才是佛教藝術的價值所在。 

參‧平安燈會設計的變遷史 

  

民國六十九年（一九八○），佛光山為迎接自強年活動，祈求國運昌隆，護法檀那安

康，以及提倡有益社會人心之正當活動，首度於新春期間隆重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平安

燈法會。[註 16] 

  

  現任（民國九十一年）住持心定和尚在敘述原始平安燈的設計過程時，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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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會，師父上人主要是希望，農曆春節讓信徒上山點燈，參加上

燈祈福法會，祈求平安、光明。剛開始也不知道平安燈到哪裡去找，就由依順法師帶

著我至虎尾的燈籠工廠，最早期設計的燈籠，上面有一尊釋迦牟尼佛及印有佛光山寺，

為了不怕日曬雨淋，就用香蕉油塗在燈籠上面，燈籠下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某某人

敬獻，這就是早期的平安燈。沿用了好幾年，平安燈顏色有橘色、紅色、當然了，還

有其它特別大的放在大雄寶殿、華藏玄門，整個平安燈到後來就給佛學院學生參與，

學生自己設計花樣，自由發揮。[註 17] 

  

  在首度舉辦的平安燈展覽中，「共展出三千盞平安燈和十五座電動花燈。平安燈顏色分

為黃色、紅色和藍色，式樣有圓形和鐘形，燈上並印製有莊嚴的佛像」。[註 18]從佛光山下入

口開始，到全山各個角落，「所有花燈都懸掛在特製的燈架上……，除了花燈外，並有足以

亂真的五色花朵和青翠樹葉襯托其間」[註 19]，五彩繽紛，身入其境，彷彿進入了「燈城」；

「每盞燈的下端，皆懸一功德芳名，山風輕拂，則沙沙作響，左右飄動，更添幾許韻味。……

電動花燈設置於『不二門』左側之淨土洞窟內」[註 20]，「其主題內容是以我國過去忠孝仁愛

的故事為主，特別強調愛國家、孝順父母、慈悲博愛、救世濟人，的確做到了寓教育於娛樂

之中」。[註 21]  

  此次展出的電動花燈，全部人物都是由電動操縱，栩栩如生；佈景金碧輝煌，氣象萬千，

在台灣省是一項從未有過的創舉。每一單元皆有一個動人的故事，都由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

大師慎重選擇，並予指導設計。 

其名稱及內容如次： 

(一)西方勝景     (二)戒殺放生     (三)萬家生佛 

(四)黃香扇席     (五)因果報應     (六)頑石點頭 

(七)觀音靈感     (八)達摩面壁     (九)梁皇懺悔的故事 

(十)目蓮救母     (十一)佛祖成道   (十二)天女散花 

(十三)慈悲濟命    (十四)淨土之音    (十五)佛光普照。[註 22] 

  民國七十年（一九八一），佛光山平安燈會為慶賀中華民國「七十大壽」，並響應蔣故

總統經國先生對國人自立自強的號召，特於淨土洞窟內興建極樂世界（電動花燈），「這是

星雲大師為配合國策、教化世人、淨化社會人心，依據《阿彌陀經》而設計創建的教化城，

當時任聯勤總司令的蔣緯國上將參觀後讚歎此地為集教育、文化、藝術、遊樂、觀光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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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註 23]「春節期間佛光山各殿堂口、通道，張掛著五光十彩的平安燈和美麗的花蔓，入

夜之後，萬燈齊明，把土地裝點成祥和、光明與富貴的景象，象徵我七十年代的國運」。

[註 24] 

  民國七十一年（一九八二），電動花燈另增至「靈山勝境」展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為主題，十五公尺高的宮殿式彩樓，規模宏大，美輪美奐。七十二年（一九八三），適

逢高雄縣政府主辦的各級學校花燈比賽，在佛光山「靈山勝境」展出。至七十四年（一九八

五）佛光山平安燈會，已步入第六個年頭，年年改進，歲歲更新，燈會期間，白天是一片諸

佛與燈、花羅列的景象，給人「百花叢裡過，片葉不沾身」之感；夜來八萬四千明燈齊放光，

燈燈相互交輝，宛若華藏世界現前。                  

  民國七十五年（一九八六），佛光山淨土洞窟內的「極樂世界」和「蓮池海會」的電動

花燈，不但比往年多，往年好，而且佈置得特別美麗、奇巧、賞心悅目，成為遊客們最嚮往

的地方。「蓮池海會」是極樂世界中的電動文化城，大型的藝術結晶，以佛經所載勸人為善，

以及我國古代忠孝故事為主題，以電力操縱，運用自如，令人歎為觀止。 

  「這一座佛教文化城內的電動花燈，包括展示西方極樂世界的莊嚴、自由、平等和快樂

的氣氛。勸人為善、表達慈悲為懷和戒殺放生的功德，以及宣揚我國忠孝的感人故事。強調

善有善報、惡有惡報因果報應、以萬德祥善教化眾人」。[註 25]這一年佛光山亦首度由各地別、

分院到山上來裝設各種花燈，參加競賽，參加競賽者共有九個單位，所提供的花燈，有的以

燈彩取勝，有的以電動人物為主，花樣百出，各有千秋，所有朝山、賞燈的香客，都是這花

燈競賽的評審委員。這樣的競賽方式，直到民國七十九年（一九九○），共持續了五年，參

加競賽的單位也增至十二個。 

  民國八十年（一九九一）的花燈主題為「佛光永普照、法水永流長」，由佛光山寺全省

十一個別分院共同策畫、製作，一共搭成十景，相當壯觀，特別是這一年山上為響應政府的

「節約能源」政策，平安燈及大型花燈各減少一半。民國八十一年（一九九二），於花燈展

期間，同時舉辦敦煌莫高窟古物展，共吸引約五十萬人來山參觀或禮佛，「高雄縣政府慶祝

鳳山縣開縣三百零八週年，也特地由當時的余陳縣長帶領縣府各單位主管及鄉鎮長到佛光山

寺來召開縣務會議，會後帶領縣府員工觀賞花燈」[註 26]。 

  佛光山的平安燈會向來以設計上的推陳出新著稱，民國八十二年（一九九三）更是別出

心裁。甫入山門，即見人行步道一排排花燈迎面展開，放生池旁一對巨形孔雀花樹「吉祥鳥」，

一立一伏，栩栩如生，這是由已故的佛光山第二代住持心平和尚所設計，這對吉祥鳥是採孔

雀鳥的造型，由中部田尾花鄉的一家圖藝公司負責承造。吉祥鳥高達一丈二，除頭、頸部外，

全身是用活鮮鮮的三色堇與四季海棠盆栽拼組而成，其盆栽的數量多達五千盆，堪稱是大手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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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鳥從完成後，開放供遊客參觀，直至元宵燈節後，為維持鮮花的花期，在設計建

造成，設有隱藏的全自動噴灌設施，且整隻鳥的全身，都裝設閃燈，到了晚上，會點亮五彩

的燈光，與滿山滿谷的花燈競美！」[註 27]這正如當年的花燈主題「春花」、「明燈」，將佛

光山裝飾得亮麗奪目而又不失莊嚴之美。拾階而上，一踏入靈山勝境，五百尊形態不一的白

玉石雕羅漢聖像，映入眼簾，佛陀說法的盛況宛然再現。大雄寶殿的四周，五座以佛教教義

為主題的電動花燈，展出的內容有「觀音灑甘露」、「貧女點燈」、「天女散花」、「目蓮

救母」、「金雞報吉祥」等，佈置雅緻，造型維妙維肖。 

  「春節期間到佛光山寺賞花燈的人越來越多，民國八十三年（一九九四）佛光山為強調

寺廟的莊嚴氣氛，將以著名的佛教故事為主題，如在不二門前增設兩尊碩大的『降龍臥虎』

羅漢像，強調佛法無邊，龍虎等奇獸都可以受羅漢的感召」。[註 28]而在這一年特別呈現嶄新

面貌，於玉佛樓高齋堂旁「選佛場」的拱門上，吊掛全台灣最大的平安燈「燈王」，直徑十

尺，旁邊並有梅花鹿為襯景，另在大雄寶殿旁設置「觀音灑甘露」電動花燈，讓來山遊客皆

能普「沾」法水，洗滌塵垢。 

  為使春節來山的信眾有另一番感受，民國八十四年的花燈設計富藏禪意、深具佛法，除

維持往年傳統的平安燈外，更製作一百零八個佛教經典故事燈，每盞燈上繪有佛教故事或書

寫佛教偈語、大師法語等，期望賞燈者也能藉此認識佛法，加深對佛法的理解，增進生命的

圓融。在大雄寶殿旁由三千株雪嬌花搭成「五層塔諸佛說法」寶塔燈景，內奉二十尊金、玉

佛，代表諸佛於多寶塔中無礙說法。寶塔矗立在庭園造景中，微妙莊嚴，入夜後點綴於塔四

周的小燈與平安燈相互輝映，令人儼然置身於佛國淨土之中。[註 29]另外十二根由鮮花栽種而

成的花柱，亦由放生池前羅列至朝山會館前迎賓。此次花燈展希望來山的信眾能把佛光山當

成信仰的加油站、心靈的學校，把山上的祥和帶回每個家庭，將平安散布於每個角落。[註 30] 

  民國八十五年（一九九六），佛光山為慶祝開山三十週年，特別以「尊重與包容」為該

年春節平安燈法會之主題。從麻竹園前的菩提路旁張掛一百零八盞圓型大燈籠，每盞燈直徑

約三十吋，燈面上彩繪佛教漫畫，並題寫佛教偈語、星雲大師法語等。由於大盞小盞燈緊密

懸掛，路旁的鳳凰木上也高掛圓型燈，因此點亮燈後，所有的燈交織一片，五彩繽紛，亮麗

奪目。 

  「不二門」前的花燈展示，也是重點區：「不二門」前的兩側廣場上，各豎一座由花卉

點綴的紅、黃燈籠巨型屏風，左邊主燈上寫花燈今年主題「尊重與包容」，右邊則是「慶祝

開山三十周年」，而在旁邊的小燈上則書有星雲大師法語──「尊重天地的生機、尊重大眾

的擁有、尊重生命的價值、尊重別人的目的」等字句。[註 31]「大悲殿前的寶橋四周也佈置成

『普陀洛伽道場』，一上橋即可見到一盞盞由佛光山叢林學院學生製作繪畫的方形觀音燈，

訴說觀世音菩薩應化眾生的故事，不僅生動，並且具有啟發人性的效果」。走一趟寶橋，拾

級登上大悲殿禮佛，即可瞭解整部〈普門品〉的大意。「步上大悲殿的階梯旁，一連串的佛

教漫畫壁畫，更是吸引老少同往，人潮十分熱烈」。「在朝山、上燈後，大師和心定和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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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讓信眾在新春都蒙受佛光法水滋潤。因此媒體或民眾都異口同聲說：『春節何處去？

佛光山上最吉祥。』」[註 32] 

  民國八十六年（一九九七），佛光山於五月封山，並自五月十六日以後管制遊客上山，

但每年春節期間舉辦的祈福平安燈會仍繼續維持，讓一般民眾也能夠上山一享清淨詳和的氣

氛。當時的《覺世旬刊》曾寫道：「一年一度的春節假期花燈活動，這項祈福點燈活動已經

成為佛光山的特色，因此，未來封山後仍可能選擇春節到元宵節期間對一民眾開放，讓民眾

也能上山享受清淨、點燈祈福。」[註 33]佛光山寺今年的平安燈會以「平等與和平」為主題，

以佛光人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為副題。叢林學院女眾學

部學生，每三人一組，製作一個平安燈，在不二門前也有巨形 V 字形花燈，同時每個晚上還

有讓信眾在放生池內點水中蓮花燈，燈燈相映，美不勝收。 

  民國八十七年（一九九八），佛光山上除了往年熱鬧的景象，更增添了中國庭園造景之

美，使得莊嚴的寺宇，流露幾許人文的氣息。星雲大師特將該年的主題定為「自然與文化」。

數十年來，佛光山的春節平安燈已成為觀光重點，在這一年佛光山也為響應「國際環保政策」，

花燈的佈置力求簡樸美觀，在活動內容上，也別出心裁，安排了多項引人入勝的精采活動，

讓來山的人不虛此行。 

  民國八十八年（一九九九）最為殊勝的，莫過於佛牙舍利於十二月迎回本山供奉，在過

年期間特地開放給信眾前來瞻仰禮拜，以啟發善男信女心中本自具足的慈悲與智慧。是年春

節平安燈於不二門前，以鮮花、星光燈佈置出花燈主題─「自然與生命」。「『自然與生命』

是想喚起人類的覺醒，希望人們珍惜躍動的生命，攜手共建淨土，倡導自然的美妙，宣揚宇

宙的偉大，歌頌生命體永久的和順，禮讚生命永恒的存在。除了以『自然與生命』為主題的

平安燈設計之外，並特別將東禪、西淨長廊的外圍以木牆佈置萬佛像點燈供信眾祈願，並發

行祈願護身佛像，讓信眾隨身保平安，佛像的莊嚴深受信眾敬仰」。[註 34] 

  沿著菩提路兩旁則掛有佛光山叢林學院師生彩繪自製的手繪布燈籠，畫有《法句經》、

《觀無量壽經》等內容，讓賞燈的民眾從中體會佛法的奧妙。其中的「釋迦傳」描繪出釋迦

牟尼佛度化眾生的兩百多則故事，含括修行、法語、善惡因果等圖案，皆有教化啟迪眾生的

含意，幅幅生動活潑，精彩動人。 

  民國八十九年，欣逢西元二○○○年，這一年的平安燈主題是「千喜萬福」，佛光山叢

林學院師生彩繪自製上百個手繪布燈籠，沿著菩提路兩旁，以佛教東傳兩千年及佛光山三十

週年作為圖畫題材，讓大眾在觀賞花燈之餘，瞭解佛教東傳兩千年的歷史事蹟，與佛光山三

十週年來的教育、文化、慈善等弘法的許多動人故事，這一年，不二門的主題燈飾為「千喜

龍拜觀音」，整體設計上，力求新穎並富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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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年（二○○一），佛光山應陳水扁總統之請求而重啟山門。新春期間接引更多

有緣的大眾，沿著菩提路兩旁掛上特製新形的木製六角形燈籠，不二門前有佛光山叢林學院

師生彩繪自製的《心經》走馬燈，吸引眾多賞燈者的眼光。此外，這一年最不一樣的是寶橋

上巨型七寶蓮花燈，是由佛光山叢林學院師生手染彩繪自製，學生們利用胚布手染彩繪，用

最粗的鐵線拉成蓮花瓣、荷葉；用保麗龍製作青蛙、用大小不同的竹子作成竹子燈，白天全

山沐浴在一片的荷花田裡，到了夜晚，人潮湧進，水洩不通，燦爛的燈光投射，一重重燈暈，

令人彷彿置身蓮花世界一般。 

  「天馬行空善緣來，萬馬奔騰好運到」，為迎接二○○二年農曆壬午馬年的到來，佛光

山舉辦為期一個月的二○○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燈會」，以「馬」為主題其特色有三： 

    (一)世界首創高架單軌的「天馬行空」動態花燈 

  佛光山都監院院長慧寬法師表示，山上燈會行之有年，但歷年來都是靜態的花燈展，今

年適逢馬年，因此佛光山平安燈法會將突破以往固有的傳統靜態花燈造型，首創以「馬」造

型為主題，以高架單軌動態花燈展出，祈求「天馬行空善緣來，萬馬奔騰好運到」。 

  二○○二年的平安燈會「天馬行空」動態花燈系列，設有五組主題燈，活動燈座將循山

上的「不二門」繞行再回到原點，全長約一公里，軌道平均高三公尺，軌道最高處為高約十

一公尺，跨越「不二門」的位置。例如天馬行空是讓馬在空中飛起，並依人物、馬匹實體尺

寸的精緻花燈，利用電動單軌懸空高架，穿梭樹林、飛躍屋脊，並加上燈光、煙霧、音效的

結合，依著佛光山起伏的山嶺，凌空飛翔展出，馬兒從普門中學出發，跨越不二門，經朝山

會館，再由菩提路繞回放生池而回到起點；順著起伏的山嶺，凌空飛翔，完全達到人類對「天

馬行空」無限寬廣的想像空間。 

  除了主題燈之外，另有兩組副燈，設於藍毗尼園旁及大雄寶殿西淨，分別為「逾城出家」

及「觀音灑淨」。另外，也在麻竹園對面的菩提路上段，特別為來山的小菩薩們設計可愛討

喜的「吉祥動物花燈展示區」，展現十二生肖的各種型態。凡此貼心的設計將各式饒富寓意

的動態花燈，均勻散布在全山各景點，希望在新春裡讓每位來山信眾感到祥和歡喜，也期望

與更多民眾同結善緣好運。[註 35] 

  當時的《人間福報》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可以體會到主事者為了給眾生歡喜而擁有的一

份慈悲心：  

  

二○○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燈會，……「天馬行空」的動態花燈構想，來自星雲大師

指示，負責執行的都監院院長慧寬法師表示，邀請花燈師傅製作電動花燈，的確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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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度，尤其將花燈架設在高架單軌的鋼軌上，又要讓花燈能運轉自如、靈活運作，幾

經協調、溝通，拜訪林玉珠、林健兒等七位花燈師傅，由於誠摯邀請，他們深受感動，

於是日以繼夜地辛勤製作，終於將深具音響效果的電動花燈呈現在國人面前。[註 36] 

  

    (二)配合多種語言與特殊音聲效果 

  佛光山是國際化的菩薩道場，也秉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的

工作信條，以英文、中文、台語等三種語言，為上山賞燈的大眾，介紹各組主題燈的意涵。  

  也因動態花燈經過三個不同定點，故製作三套不同音效、曲目、旁白的組合，也配上大

自然音聲，如風聲、雷聲、鳥鳴聲、馬蹄聲等，以增加變化和聽覺的新鮮感，營造戲劇院、

影片主題攝人、感人的效果。 

    (三)開創花燈藝術造型新的里程碑 

  古代的花燈內，點的是紅蠟燭，到了現代則以電燈泡代替，花燈的造型上則更日新月異，

炫人眼目，也從「具實用性的，如照明用手提燈籠、檯燈、立燈等；具裝飾性的如年節、婚

壽喜慶時，在廟宇、城樓、宅第大門、牌坊、醮壇等處懸掛的彩繪紗燈、傘燈（字姓燈），

在廳堂、宮殿中懸掛的宮燈、水晶燈、鏤花燈、走馬燈等；具娛樂性的就如元宵燈會所展出

的各式題材花燈，如動物燈、瓜果燈、舞龍燈、風箏燈等」[註 37]；到去年「佛光山國際平安

燈會」「天馬行空」動態花燈展，則突破花燈藝術造型，深具動態、音效、製作手法、展出

方式的不同，在二○○二年新春期間造成轟動。 

  平安燈法會是佛光山新春期間最大特色，「無論是大型法會或精緻活動安排，不同於一

般民俗節慶的風格，它並不是媚世流俗，而是為了發揚佛教優質文化，提昇善良風俗形象」，

[註 38]凡此不但開創花燈藝術造型的新里程碑，也為佛光山這座國際化的人間佛教道場，發揮

無情說法的功效。 

  今年（二○○三）新春的平安燈會，除了循例以平安燈佈滿全山外，更首創佛教寺院以

花藝、景觀、盆裁、盆景、奇木、雅石等六大特色與「蓮池海會」、「靈花淨土」、「觀音

紫竹林」、「一花一世界，一葉一如來」、「書香花園」、「春意盎然」、「花藝‧禪藝‧

羊年如意特展」等九大主題，呈現「妙心吉祥」、「靈花淨土」之意境。此外，還有佛教傳

統特色的梵鐘祈願、燒頭香、上燈祈福、禮拜千佛、抄經發願、輔山活動、殿堂巡禮、佛學

講座、參觀展覽、點放佛光天燈、化裝遊行、攝影比賽、人間速寫親子同遊繪畫比賽、花藝

表演教學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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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以「花」作為主題，因此今年春節的活動全名即為「佛光山二○○三年平安燈暨

國際花藝特展」。其中，花藝展分別佈置在佛光山內之殿堂、廣場、展覽館等二十四個區域

中，在古典寺院的建築與園林裡，配以各式的花卉、奇木、雅石等，依著佛光山起伏的山嶺

地形，做為花藝特展的場地，期能在春節期間，藉由花團錦簇、綠葉扶疏的自然美景，與千

燈相映、光光相攝的光明氣象，讓每一位來山者，都能與天地合而為一，與佛心感應道交，

以達到淨化人心、美化社會的效果。 

肆‧平安燈會活動的迴響與展望 

    一、平安燈會的感動 

  臘月一到，佛光山上到處充滿了迎接新春的味道，上上下下總動員，山上的住眾都暫時

放下手邊的工作，全力準備正月裡為期一個月的平安燈法會。七眾弟子同心協力，我張燈，

你結綵，他綰花，無論油漆、園藝，甚至燈飾的設計與裝置，都是自己來，不假手他人。佛

學院學生放了寒假，志願留院的在家同學及出家的佛子，用雙手去整理為「春節平安燈法會」

佈置所需的各種用品，如花蔓、燈串、大小燈籠，壞了的修整，殘缺的添置，表現了僧團和

合與團結。新春一到，佛光山莊嚴成萬燈光輝、萬花遍開、萬佛海會的世界，如置身佛國的

感受，光明、莊嚴、平安、吉祥、幸福、免難，教人留連忘返，不忍離去。[註 39] 

  五彩繽紛、祥和明亮的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燦爛耀眼，除了應春節節慶外，最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點燃每一位信眾心裡的「心燈」，而重新定位自己，以慈悲憐憫的心來應

對生命。[註 40] 

  令人感動的是這些花燈故事，佛光山於民國六十九年（一九八○），首度舉辦的「春節

平安燈法會」，成千上萬的信眾如潮水般瀉入，在第二年的「春節平安燈法會」展出時，美

國東方大學教務長普魯典博士恩進法師、妙風沙彌及該校師生多人，從西來寺聽到佛光山平

安燈會的消息，專程自洛杉機來山參觀。[註 41]這在二十幾年前是很不容易的。 

  在花燈改由佛光山各別分院設計製作與競賽時，競賽的一個月間，「信眾們還自己組隊，

輪流駐於燈景區照顧。他們說惟恐水電短路，停了電或停了水，失去整體的莊嚴性。有的燈

景區還設有甘露水、許願鐘，更有各別分院的信徒各自輪番來為參禮的遊客或信徒服務。宜

蘭雷音寺有一位八十多歲的老太太，一個月來一直住在佛光山，每天都在雷音寺製作的『太

子誕生』勝景前，為遊客解釋佛陀的故事」。[註 42]信徒自願發心來照顧看管花燈區，一個月

來放下身心在佛光山與千萬遊客結緣，那份安詳慈善，那份歡喜服務，令人感動不已。 

  為期一個月的平安燈法會，佛光山所有的執事、同學分布各地，有的做環保維護清潔，

有的在大寮裡挑菜，有的包便當，有的煮快餐，有的禮千佛為信徒祈福消災，有的在殿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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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解答法語及各種疑難問題，有的指揮交通，有的分派至各別分院支援法會佛事，人人各

司其職、各守其份，目的不僅是提供來山信徒香客食宿上的服務，最主要是希冀大眾在新的

一年的開始，能從朝聖禮佛、觀賞平安燈展中，將一份平安吉祥、信心希望帶回家。 

  佈置平安燈會期間，「山上的每個角落，充滿著歡欣和樂的笑聲話語。每一位住眾都集

思廣益與巧心慧思做著自己的工作，大家只有一個心願：將山上佈置成一個莊嚴殊勝的壇場，

讓來山的大眾都能有個溫馨美好的年節」。[註 43]宗教不可思議的力量在這一層面表露無遺，

信徒對佛教的虔誠，也著實令人由衷感佩。 

    二、平安燈會的展望 

  「燈」是佛門供養之一，為光明、智慧、成熟的表徵，點一盞燈則有去黑暗、許心願、

結眾緣、植善根、得平安……等功德。佛光山自民國六十九年（一九八○）起，於春節期間

皆舉辦一年一度的「平安燈法會」，星雲大師以推動人間佛教的理念，順應大眾的喜好，將

傳統的花燈做不同的設計、點綴，吸引無數的遊客上山觀賞，大佛、僧侶、法會、香客、燈

火、佛號，把土地妝點成祥和、光明與富貴的景象[註 44]，為新的一年帶來富麗堂皇、光輝璀

璨、和平美滿的無限展望。 

  二十三年來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平安燈的展覽除了與各項豐富活動配合外，平

安燈本身的設計，年年力求更新、突破。「不過在整個平安燈的展覽中，節約電源是很重要

的，平安燈設計要考量電源的耗電量，而常常在樹上掛很多燈，雖然好看，但對樹木壽命會

有影響」[註 45]。針對這一點，在未來平安燈的設計，應有更好的表現方式。 

  民國九十一年（二○○二）佛光山平安燈會，發展成世界首創高架單軌的「天馬行空」

動態花燈展，花燈從靜態到動態，不管是對花燈製作或是軌道工程來說，都是一個考驗，對

佛光山而言，更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整個活動的展出，其歷經的過程及付出的努力是值得肯

定的。 

  當時負責二○○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燈會」執行之一的佛光山都監院頭單書記慧倫法

師，對這次的動態花燈工程體會良多，他表示：在每一個活動事先的規畫與實際執行，都會

有一些落差，更有事前想到但事後又來不及預防，都必須一一去處理、化解。整個案子進行

之初，做軌道的人從來沒有與做花燈的人配合，做花燈的也無法預知花燈上的軌道是什麼樣

子，軌道工程站在他專業的立場，花燈師傅當然也想突破他的花燈，任何新的突破總要有一

些冒險，一切是相當無常。[註 46] 

  一個活動的推出，從事先前置作業的企畫階段，到找廠商的落實階段，實際的執行階段，

直至最後的驗收階段，甚至檢討，均是環環相扣，一點也不能馬虎。一件事從無到有，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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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力、時間的付出，也要有一些因緣的促成；從什麼都沒有，到構想、執行、完成乃至展出

結束，應該要學習活在當下，配合萬緣，我想這種機會只有在佛光山才有，從無到有、從艱

辛到完成、從呈現到落幕，雖如水月道場，空花佛事，但這一切的辛苦歷程，莫不是為了利

益眾生，淨化社會。此中之意義，光是一份利世濟民的用心，就不是一般事業所能比擬的了。 

  《中央日報》在「地方短評」中曾說：「台省的觀光地區和在各地的遊樂場所，可說比

比皆是，但大都不能配合時代要求，時節需要，因此很少有優異的表現。佛光山舉辦的平安

燈法會，不但把握了時節需要，……對國家、對社會，都有貢獻。因此，我們希望有關機構，

尤其是觀光單位，也像佛光山一樣，配合時代和時節需要，適時適地多做一些有意義的活動。」

[註 47] 

  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除了提供社會大眾一個正當休閒的去處，發揮端正民俗、

淨化人心的功用，更重要的是弘揚佛教的智慧、慈心與悲願。星雲大師說：「佛教一定要走

向人間化、生活化、現代化、社會化、大眾化、藝文化、事業化、制度化，甚至走上國際化、

未來化」。[註 48]佛光山每年的春節「平安燈法會」，將佛教義理用電動花燈、傳統燈籠，設

計各種不同的面貌而呈現出來，無非是期望能接引更多的民眾，有機會親近佛門，於佛法中

薰陶，種下菩提道種，讓佛法常興，法水常流。 

陸‧結語 

  身為世界聞名及具國際水準的大道場，佛光山充分融和了傳統與現代，以「淨化人心，

安定社會」為宗旨，讓來山的大眾，藉環境的清淨及傳統道場的莊嚴，祈求開啟心中的智慧

法喜，帶著一份祥和的佛光及諸佛菩薩的祝福回家。[註 49]佛光山為新年盡力安排的一切，並

非只是一種因新年而狂歡的情懷，重視的是在歡度新年的同時，也能倡導民俗，與民同樂，

進而達到寓教於樂及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的使命。除了提供大眾遠離塵世，進入一方清新的天

地，並藉由平安燈法會點亮大眾心中智慧的明燈，讓社會充滿祥和、人心遠離「惡業」並且

培養福德，這即是一種佛教人間化的實踐。 

  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在星雲大師的領導下，花燈藝術造型有突破性的創新，在全球

的花燈展覽會中締造了新的世界紀錄。更為佛光山重啟山門以來，帶動更多來山的人潮。「佛

教一定要人間化、生活化，它才能深入家庭、社會、人心，才能與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為生

活需要的佛教，如此佛教才會有前途。也就是說，佛教一定要與時代結合，要對國家社會有

所貢獻，它才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一定會遭到社會的淘汰」[註 50]。希望藉著每年舉辦的平安

燈會，大家能把佛光山當成精神的加油站，廣植心地的福田，當成性靈的學校，淨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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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論，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的花燈展覽，在未來還有更多、更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花燈設計與製作，必須提昇其技術上的突破與製作領域上的里程碑，在未來的平安燈

會，相信佛光山藉由每年的寶貴經驗，能將更精緻、更完美的花燈藝術活動呈現於世人面前。  

  

【註釋】 

[註 1] 覺兆，〈平安燈法會〉，《覺世旬刊》一九九七年二月，第二十八頁。 

[註 2] 同 [註 1] 。 

[註 3] 拾遺， 〈佛光普照〉，《普門雜誌》一九八○年四月，第四十一頁。 

[註 4] 心律，〈看國際平安燈會到佛光山〉，《人間福報》，二○○二年二月十日。 

[註 5] 同 [註 3] 。 

[註 6] 同 [註 3] ，第四十頁。 

[註 7] 胡宗鳳，〈施燈有典故  祈福淨人心〉，《聯合報》，一九九五年二月七日。 

[註 8] 依淳，〈燈會、普佛與祈願〉，《普門雜誌》一九八一年三月，第四十二頁。 

[註 9] 慧願，〈為什麼要籌辦平安燈法會〉，《覺世旬刊》，一九八五年。 

[註 10] 同 [註 9] 。 

[註 11] 同 [註 9] ，第四十二－四十三頁。 

[註 12] 李懷民，〈新年期許〉，《人間福報》，二○○一年一月二十一日。 

[註 13] 覺世旬刊編輯社，〈讓我們一起普點平安燈〉，《覺世旬刊》一九八五年。 

[註 14] 慈容，〈佛教藝術的價值〉，《普門雜誌》二○○○年七月。 

[註 15] 傅羽甄，〈賞花燈歡喜慶元宵〉，《人間福報》，二○○二年二月十七日。 

[註 16] 同 [註 3] 。 

[註 17] 訪問佛光山住持心定和尚，「對平安燈的感動、感想及展望」（二○○二年六月二十三日，於麻竹園二

○一室）。 

[註 18] 同 [註 6] 。 

[註 19] 同 [註 6] 。 

[註 20] 同 [註 6] 。 

[註 21] 陸震廷，〈佛光山花燈大會〉，《中央日報》，一九八○年二月二十日。  

[註 22] 同 [註 21] 。 

[註 23] 同 [註 9] ， 第四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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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4] 同 [註 9] ， 第四十一頁。 

[註 25] 陸震廷，〈春節平安燈法會在佛光山〉，《普門雜誌》一九八六年四月，第二十三頁。 

[註 26] 胡宗鳳，〈佛光山寺上燈法會〉，《聯合報》，一九九二年二月十九日。 

[註 27] 羽詩，〈吉祥鳥〉，《中華日報》，一九九三年二月一日。 

[註 28] 胡宗鳳，〈佛光山上喜洋洋〉，《聯合報》，一九九四年一月二十五日。 

[註 29] 佛光通訊編輯部，〈佛光山春節平安燈法會─－佈置篇〉，《佛光通訊》一九九五年二月一日，第五頁。 

[註 30] 覺世旬刊編輯部，〈平安燈法會送吉祥平安〉，《覺世旬刊》，第三十八頁。 

[註 31] 陳俊合，〈佛光山百萬平安燈明點燃〉，《民生報》，一九九六年二月十八日。 

[註 32] 滿祥，〈迎接春節 佛光山上最吉祥〉，《覺世旬刊》，一九九六年三月，第三頁。 

[註 33] 陳俊合，〈封山後佛光山燈會可能持續〉，《民生報》，一九九七年二月十二日。 

[註 34] 佛光通訊編輯部，〈平安燈、祈願護身佛像、化妝遊行〉，《佛光通訊》，第二十一頁。 

[註 35] 心律，〈世首創高架單軌花燈長一公里〉，《人間福報》，二○○二年二月十日。 

[註 36] 心律，〈看國際平安燈會到佛光山〉，《人間福報》，二○○二年二月十日。 

[註 37] 傅羽甄，〈賞花燈歡喜慶元宵〉，《人間福報》，二○○二年二月十七日。 

[註 38] 同 [註 36] 。 

[註 39] 覺世旬刊編輯社，〈讓我們一起普點平安燈〉，《覺世旬刊》，第七十四頁。 

[註 40] 劉昌玲，〈佛光山平安燈古物展〉，《台灣新生報》，一九九二年三月五日。 

[註 41] 依淳，〈燈會、普佛與祈願〉，《普門雜誌》，一九八一年三月， 第四十五頁。 

[註 42] 洪塵，〈花燈遊園平安吉祥〉，《普門雜誌》，一九八八年一月，第十六頁。 

[註 43] 陳卓君，〈佛光山如何過年〉，《普門雜誌》，二○○○年二月。 

[註 44] 同 [註 41] ，第四十一頁。 

[註 45] 同 [註 17] 。 

[註 46] 訪問佛光山都監院頭單書記慧倫法師「天馬行空動態花燈檢討與心得」（二○○二年四月七日，於都監

院）。 

[註 47] 同 [註 3] 。 

[註 48] 星雲，〈序言．我對人間佛教的思想理念〉，《佛光學》，第一頁。 

[註 49] 佛光山都監院，〈二○○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燈會／企畫書〉，第十三頁。 

[註 50] 同 [註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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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緣起文 

        一、六十九年平安燈法會緣起 

  夫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明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也。是以《施燈功德經》云：  

  

若有眾生，於佛塔廟，施燈明者： 
恒常不忙及攣躄，身亦無病無惡聲； 
心常黠慧不愚惑，此是奉施燈明果。 
眼淨能見微細物，如彼明徹摩尼珠； 
得淨肉眼不失壞，此是奉施明燈果。 
安穩豐足無所畏，豪富自在饒財寶； 
得勝瓔珞及園林，斯由燃燈奉施燈。 
身慵圓滿具大力，不與他人共戰諍； 
遍遊諸方無惱者，由燈奉施佛支提。 

  

  緣此佛語，乃於新春，建此盛會，普利檀信，祈願佛光，被澤群萌，社稷安寧，國運昌

隆，諸有所求，皆得果滿。 

        二、二○○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燈會」緣起 

 

天馬行空善緣來，萬馬奔騰好運到， 
說好行好心存好，全球佛光同普照。 

  

  為迎接二○○二農曆壬午馬年的到來，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本著「給人希望、給

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方便」的人間佛教，融和傳統與現代的精神，特於國曆二月十二日

至三月十三日（農曆正月初一至三十日），舉辦為期一個月的「二○○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

燈會」，製作出以馬為主題的「世界首創高架單軌動態花燈」，並以此平安燈的光明，祈求

世界和平、國運昌隆、閤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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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遍滿全山的平安燈外，並有燒頭香、梵鐘祈願、上燈祈福、殿堂巡禮、朝山禮聖……

等佛教年節活動，更有世界首創的高架動態花燈，依人物、馬匹實體尺寸製作的精緻動態花

燈，共分有「天馬行空」、「馬到成功」、「萬馬奔騰」、「白馬馱經」、「單刀赴會」等

五組造型主題燈，高架軌道總長一公里，及「觀音灑淨」、「逾城出家」、「吉祥動物動態

花燈區」等三組精緻動態花燈，希望藉著代表活力與良善的馬，帶給社會大眾善緣好運。 

  佛光緣展覽館也策畫以馬為主題的馬到成功迎春特展，展出二百多件知名藝術家的收藏

作品。其他春節系列活動有「國際風味素菜美食」、「國際民俗藝術表演」邀您共享藝術與

美食的饗宴。 

  「馬」一直是國人心目中的吉祥物，更是與佛教素有善緣，從二千年前的印度二僧──

迦葉摩騰、竺法蘭，以白馬自西域馱經到我國以來，已使佛法在中國流傳至今，受益無數眾

生。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於「馬」年的到來，特廣開善巧方便大門以馬為主題，舉辦「二

○○二年佛光山國際平安燈會」，並以此功德回向，祈願人人祥和歡喜、家家吉祥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