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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法脈傳承  捨我其誰  
──記國際佛光青年團的歷史沿革及未來展望  

 

慧傳  

國際佛光青年團團長 

   

  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團的產生，都有其不同的時空因緣背景，「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

部」的誕生亦然。 

因緣成熟 總團誕生 

  一九九六年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由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主辦，佛光山西來寺承辦的

「第一屆美加佛教青年生活營」，正式在美國加州西來寺舉行。來自加拿大溫哥華、愛明頓

及美國德州、北卡羅來納州、奧克拉荷馬州、亞利桑那州、加州等地共二十三所大學，近百

名學子參加。適逢星雲大師蒞臨美國弘法，向來重視青年、愛護青年的大師，應主辦單位之

請，特為青年朋友們開示。 

  座談中，大師指出，想瞭解一個國家的未來興衰，先看這個國家的青年；相同的，想知

道佛教的未來發展，一樣看佛教青年的表現。緊接著又提到古今中外多少叱吒風雲的領袖，

也都是在青年時期獻身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血，才得以完成偉大的事業；而佛教的歷史

中，教主釋迦牟尼佛、中國的玄奘大師，也都是在青年時期投入，經歷多少的苦難，克服了

多少的難關，才有如今的大成就，所以青年是佛教未來的希望。這一席話，激發了每位青年

對弘揚佛法的使命感，並懇求大師成立佛教青年社團，為光大佛教盡一份心力。而此項提案，

立即受到大師的支持，並於當年四月二十三日在馬來西亞舉辦的「國際佛光會第二屆第一次

理事會」中，以熱烈掌聲通過，因此，一個隸屬於國際佛光會的國際性青年社團於焉產生。 

菩提種子 分布五洲 

  一九九七年一月一日至三日由國際佛光會主辦，佛光青年團及中華總會承辦的「第一屆

國際佛教青年會議」於佛光山隆重揭幕，來自全世界五大洲，九十五個地區，六百多名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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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參與。由於適逢台灣連串的宗教事件，社會大眾對佛教存有某種程度的誤解，如何讓青

年在正信佛教中，建立正確的人生觀，將佛法落實生活中，進而關懷社會，促進國家與世界

和平，成為此次大會討論的重點。因而在開幕典禮的時候，大師開示道：「現代的青年，應

具有責任感、感恩心、結緣觀、慈悲念，並強調能感恩者，才是最富貴的人。」為本次大會

揭示出明確的方向。 

  經過三天的佛法薰陶、熱烈討論、相互觀摩、聯誼交流，海內外的學員，在佛光山法師

的帶領下，確立了佛光青年團的宗旨目標： 

 

以人間佛教建立生活方向 

以組織社團培養領導能力 

以參與活動拓展生活領域 

以教育訓練深植佛教信仰 

以服務社會提昇生命價值 

  

  同時對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的未來發展，提出下列的看法： 

  

定期舉辦年會，擴大心胸領域，豐富生命經驗。 

積極發展分團，帶動青年學佛，傳承信仰法脈。 

加強幹部訓練，厚實領導能力，提昇活動品質。 

建立資訊網路，分享活動成果，相互學習成長。 

  

  對佛光青年連日來的傑出表現，知見的超凡、態度的熱忱，加上開幕典禮有二十三個分

團成立，大師有感而發地說﹕「世界各地青年團的成立，意謂著菩提種子的播灑。不要看輕

一粒種子，將來它會茁壯成長﹔不要看輕一點因緣，將它傳播，也會震動三千大千世界。相

信佛教青年的未來，無可限量。」又說：「佛光青年團雖然是佛光會的一小步，卻是世界人

類的一大步。」 



《普門學報》第 18 期 / 2003 年 11 月                                               第 3 頁，共 13 頁 

特別報導 / 法脈傳承  捨我其誰──記國際佛光青年團的歷史沿革及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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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開示  青年圭臬 

  躬逢盛會的佛光青年，返回僑居地後，積極投入各項寺院、佛光會的活動，帶動當地的

青年學佛。短短一年，馬來西亞佛光青年在全馬成立十二個青年組織；菲律賓佛光青年在四

月份的假期裡，連續辦理三梯次皆是百人以上的生活營；紐澳地區的佛光青年，聯合舉辦「澳

紐青年會議」；洛杉磯佛光青年協助總團部建立各種規章制度。另外，有九個國家、二十九

個地區的青年學子，在大家的努力推動下，正式申請加入佛光青年團。 

  「第二屆國際佛光青年會議」於一九九八年一月一日舉行，來自美國、澳洲、加拿大、

英國、漢城、瑞士、荷蘭、巴黎、德國、紐西蘭、南非、日本、香港、印尼、馬來西亞及菲

律賓等二十多個國家，八十餘地區，七百多位佛光青年齊聚在佛光山召開為期三日的會議。

有感於海外佛光青年傑出的表現，中華民國政府特派青輔會黃德福主任委員前來關心，致詞

中黃主委非常肯定舉辦此項活動，因為這個會議不只是探討佛理，同時對青年有端正的作用，

對社會有教化的功能，並代表政府頒發新台幣五十萬元獎勵。 

  而大師於致詞中期勉青年朋友要有信仰、道德、文宣、生涯等認知：在信仰認知上，要

具備正知、正見才不會墮入邪見；在道德認知上，要樹立道德規範及標準，對社會懂得感恩、

服務，與人相處要給人信心、歡喜、希望、方便；在文宣認知上，要廣為宣傳人生光明面及

有意義的一面，尤其將佛光山辦理了許多教育、文化等事業廣為周知；而在生涯認知上，要

懂得規畫自己的人生，不要虛擲了自己的黃金歲月。此外，大師殷切叮嚀青年學子對自己要

「不忘初心」，對國家要做「不請之友」，對朋友要「不念舊惡」，對社會要「不變隨緣」。

這些金玉良言，都成為佛光青年的人生圭臬。 

  由於經過一年的辛勤耕耘，青年分團已從二十三個，成長至五十二個，因而在青年會報

中，各地代表紛紛爭取機會，報告過去一年來推動會務的成果；才藝交流時，更是十八般武

藝全數搬出，而各國學員，也以聚精會神的聆聽、認真的筆記、反覆的練習回報，唯恐有遺

珠之憾，無法對不能前來的青年朋友交代。看到他們如此的投入、才華的洋溢、無限的熱力，

大師心生歡喜地說：「佛光山現在的種種成就沒什麼了不起，將來，你們能夠把它承繼下去，

而且發揚光大，才是最了不起的。」這種期許大大地鼓勵與會青年，發願返回僑居地以後，

更要努力接引青年學佛，傳播人間佛教的理念。 

佛青婦女  歷史聚會 

  兩次活動結束後，都帶來不同程度的震撼和喜悅，因為它聯結了海內外佛光青年，讓大

家的心緊緊地扣在一起，有些青年回僑居地積極籌備青年分團；有些開始學習中文；有些人

打工賺錢，為了來年再次參加；有些人招兵買馬，鼓勵更多朋友參與；有些單位更因為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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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辦活動的方法，在當地自行舉辦了類似的活動，佛法的種子因而漸漸地在世界各地生根發

芽，此對信仰傳承助益甚大。 

  第三屆國際佛光青年會議與國際佛教傑出婦女會議，於一九九八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一連

在佛光山舉行三天，共有來自全世界二十一個國家一千多位傑出婦女及佛光青年共同參加。

由於是首次合辦這樣的活動，承辦單位心情頗為緊張，深怕青春活潑、熱情洋溢的青年，會

讓賢淑端莊的佛光婦女們難以忍受，但事後發覺這種疑慮是多餘的，在綜合報告的時候，青

年朋友一面以團隊歡呼的方式，表達出這幾天的學習成果，而佛光婦女們也以成熟有深度的

見解，表達出如何協助大師弘法，講到精采處，台下的青年竟然忘情地以「愛的鼓勵」回應，

讓本是嚴肅的課題，頓時變成輕鬆活潑。許是年輕人散發出的光和熱，感染了佛光婦女，會

後她們紛紛表示，自己年輕了好幾十歲，並建議下次舉行會議時，要再與青年朋友們合辦，

而佛光青年也從溫文婉約的媽媽們身上，學到了穩重端莊的氣質。 

  閉幕典禮時，大師再次強調菩薩心要與青年力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佛教更普遍弘傳，開

示中又提到，歷史上許多婦女對佛教有傑出的貢獻，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不可言喻；佛陀在

青年時出家，其十大弟子也多為年輕人，可見佛教是重視青年的。願婦女的慈悲及青年的熱

情，讓佛光普照、法水長流。 

集體創作  成就大會 

  這次聯合會議，最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中華總會在十二月連續辦理幾個大活動──恭迎

佛牙舍利南來供奉大典、佛光山萬緣水陸大法會、大師佛學講座、中華總會第三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中華地區的佛光青年都全力以赴，因而忙得人仰馬翻，無法全心處理青年會議

的事務，特別商請青年團總團部提供必要的支援，以利活動順利進行。說真的，總團部接到

這樣的訊息，一時也不知道如何幫助，乃請海外青年分團，鼓勵佛光青年回佛光山義務協助，

想不到有來自美國洛杉磯、澳洲昆士蘭、西澳、紐西蘭南島及加拿大溫哥華、愛明頓等地的

佛光青年響應這個號召，協助事前的規畫工作，如擬定分組討論及「舌燦蓮花」的題目，並

且搜尋參考資料，供與會代表參考；並且在會議中擔任值星官、翻譯及歡送餐會主持人等角

色。 

  這段期間，中華總團的青年除了部分留下來幫忙外，其他上班的上班、上課的上課，無

法提前回到佛光山作業，而這批海外青年，義不容辭地提前回到佛光山接手事前的準備工作。

從整理齋堂、搬桌椅、折口布、洗碗筷、拖地板、綁橫標、貼海報等等大小粗活，都歡歡喜

喜地完成。有些來自富裕的家庭，平日出門有司機開車，在家有佣人服侍，不知掃帚什麼樣

子，一樣捲起袖子，隨著大眾出坡，沒有一點怨言。看到這些青年可愛可敬的一面，我有感

而發地說﹕「你們在創造歷史，從來只有聽說承辦單位在做事前的準備作業，沒有聽說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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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心作務來歡迎承辦單位的工作人員，你們真的做到大師所說的能大能小、能前能後、能

苦能樂，你們能千變萬化，可以知道你們都很有能力，又充滿了愛心。」 

  對於這種跨國性的合作，叫人歡喜感動，因為不同國情、不同背景的青年，能夠在不相

識的情況下相互支援合作，可知我們佛光青年懂得集體創作的奧妙。同時，將來無論哪一個

地方承辦青年大會，這種模式都可以派得上用場，青年與青年的合作日增，心靈上的交流也

漸深，將來承繼信仰的法脈，相信大家更懂得通力合作，將大師人間佛教的理念播灑出去。 

送走二十  迎接二十一 

  一九九九年因台灣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帶來不少的傷亡，因而佛光會決定取消該年的會

議，以利救災的作業，然而各地的青年學子並沒有因大會的停辦而疏於從事有意義的活動，

反而更加努力地在當地籌款，賑助台灣的災民，這一份悲憫的心念，令人讚歎，更可看出三

年來成立佛光青年分團的成果。 

  第四屆國際佛光青年會議由中華青年分團及佛光青年中心承辦，有來自日本、加拿大、

美國、印度、瑞士、澳紐、台灣等地青年，於二○○○年十二月二十八日齊聚在佛光山，參

加一連四天的會議。此次會議打破以往的慣例，將參訪行程置於會議之前，並且特別安排造

訪災區，讓來自全球的青年親自看到，當九二一地震發生後，他們曾經捲起袖子，拿起募款

箱，走上街頭勸募、或洗車募款，而今籌集的善款，在佛光山、佛光會的善用下，造福了多

少的災民，安頓了他們的心靈，同時也體悟到佛光人同胞物與、慈悲關懷眾生的一面。 

  正式會議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展開，大師親臨主持，並以「廣泛閱讀、旅遊增廣、朋友相

交、情愛處理」四個方向勉勵青年朋友。會中大師並頒發證書給十三個新成立的青年分團，

回想一九九七年第一屆大會有二十三個分團成立，一九九八年年初第二屆大會有二十九個分

團加入，一九九八年年底有二十個分團正式從大師手上接到證書，短短四年之內，共有八十

五個青年分團成立，分布在世界五大洲，帶動青年學子從事佛教弘揚的工作，凝聚佛光青年

的感情，將信仰傳承的法脈，燈燈相續、代代相傳。相信在有共同理想的佛光青年努力之下，

佛教的未來發展指日可待。 

  而本次活動的特色，除了先前災區造訪以外，和一群甫於二○○○年九月成立的中華佛

光童子軍合作舉辦的跨世紀營火晚會，更是帶來前所未有的經驗。尤其兩者的年紀都很輕，

偌大的佛光山似乎裝填不下他們的歡笑聲，大哥哥大姊姊們才藝超群的演出，贏得了這些弟

弟妹妹們如雷的掌聲；而佛光童子軍自備的精采節目，充滿了希望、歡喜及自信的心情，更

是將氣氛 High 到最高點。午夜十二時已近，「十、九、……三、二、一，新年快樂！」「新

年快樂！新年快樂！」呼聲此起彼落，隨即大雄寶殿敲出二十一聲鐘響，七彩的煙火照亮上



《普門學報》第 18 期 / 2003 年 11 月                                               第 6 頁，共 13 頁 

特別報導 / 法脈傳承  捨我其誰──記國際佛光青年團的歷史沿革及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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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近兩千位正在佛光山上參加活動的大小朋友和法師們，在熊熊營火照耀及三寶佛的護佑

下，送走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刻，迎接新世紀的到來。 

  在閉幕典禮中，大會首先宣讀「二○○○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決議宣言」，內容包括常

保主動與奉獻精神、積極充實自我幫助別人、牢記實踐人間佛教宗旨、熱心照顧團員護持常

住等。同時確立了佛光青年分團的十二大工作目標：宗旨要確立、使命要牢記、組織要健全、

幹部要訓練、活動要創新、平日要共修、團員要照顧、度眾要熱心、形象要良好、資源要互

享、道場要配合、總團要接觸。 

  心定和尚在會中致詞時表示，青年會議決議宣言可作為佛光青年日常學習的項目，並勉

勵大家要終身學習。他期許大家在做事時要發菩提心，要與大悲心相應，要與空性智慧相應。

而在會議結束前，我們更有殊勝的因緣，參與了佛光山重啟山門的儀式，對所有與會的佛光

青年來說，在送走二十世紀，迎接新世紀之際，更深刻的體會到承擔起如來家業、延續慧命

傳承的使命感！ 

馬來佛青  展現活力 

 

創團至今已五載，年年大會在台灣， 

佛教靠我提出後，震撼寰宇及馬來。 

年紀輕輕豪氣壯，為法為教一肩擔， 

大師嘉許總團誇，指定大會馬青來。 

積極動員及聯絡，不眠不休在策畫， 

若問佛青為誰忙？攜手同圓創淨土。 

  

  此段賀詞，乃我應國際佛光青年團宋耀瑞總團長之請，有感而發撰寫出來。而馬來西亞

佛光青年實在值得如許的讚歎。 

  二○○一年國際佛光青年會議，有來自世界五大洲二十三個國家六十三個地區，五千名

國際佛光青年，於二○○一年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齊聚馬來西亞吉隆坡綠野國際展覽中心參

加開幕典禮，這個數據看似平常，但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大家都不願坐飛機，

如今這個地方卻聚集了這麼多的青年，代表著佛光青年已擺脫這個恐懼，而以勇猛精進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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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融和的心，為世界帶來和平的訊息、為回教國家帶來善意與包容，相信這股力量的發展，

必定為苦難的世界帶來曙光。 

  當晚的歡迎晚宴，馬來西亞文化局特別提供國家級的傳統民俗表演，歡迎來自世界各地

的佛光青年，以展現馬來民族的熱情及多元文化的特性。由於水準超高、舞技精湛、樂聲震

撼，青年整個情緒沸騰起來，台上跳舞，台下也跟著婆娑起舞，就連身著黑色西裝的安全組

員，也忘記了任務，脫下西裝跟著吶喊擺動。興奮的青年舉著自己國家的旗幟到處奔跑，看

到法師還不忘佇足問訊才敢前進。看到這一群有聲音、有色彩的活潑青年，又有佛教徒的禮

節及規範，此種內外兼修的青年才是我們佛光的好子弟。 

  另外，承辦單位又精心設計了許多精采的活動，二十九日辦理佛教青年講習會，聘請吳

伯雄總會長、陳迺臣校長、林清玄作家，以及秘書長慈容法師授課；三十日早上大師主持「菩

提眷屬佛化婚禮」的儀式，為三百四十八對新人與夫婦福證，此項盛舉已被列入「馬來西亞

紀錄大全」；當晚舉辦星雲大師弘法大會並恭請大師主持「萬人甘露灌頂皈依典禮」；而在

三十一日當天，更有園遊會、佛光之夜、祈福儀式、放天燈及倒數迎新等節目。值得一提的

是園遊會發生的一件事──大師到各個攤位去問候信徒及當地人，一位正在做白色糕點的馬

來人，停下手邊的工作，兩眼直視著大師，待大師離去後，竟然流下眼淚來，旁人問為何？

他說：「本來以為只是在歡迎一般的宗教人員，看到大師後，不自主地就想哭，因為從來沒

有見過一位宗教導師散發出如此慈悲柔和的光芒。」大師的崇高德行，連回教徒也為之動容

啊！ 

  在這一連串活動、欣喜、讚歎、感動之後，一場令人難忘的國際佛光青年會議在二○○

二年一月一日，由星雲大師的親自主持下，宣布有二十五個青年分團正式成立，此時青年分

團的數目已達到一百一十個，揭示著佛光青年又邁入另一個里程碑，為這次大會畫下完美的

句點。 

佛教靠我  攜手同圓 

  為何馬來西亞的佛光青年能夠展現出這樣的成績？及驚人的運作能力？因為幹部同心團

結、道場佛光會全力支持；而義工們的表現更令人讚歎，有人連續五十二個小時沒有睡覺；

有人寧可被辭職也要前來當義工；有人請教授允許他們延遲參加期末考；有人忙到有一餐沒

一餐；有的人餐餐吃冷便當；有的人喊破喉嚨繼續喊；有的人病倒了，病好了又做，做了又

病，仍堅持要繼續工作；而大部分的人更是十個人擠在一間雙人房睡在冷地板，也因為大家

願意犧牲自己成就大會，所以亮麗的成績單就這樣展現出來。因為「佛教靠我」不是名詞，

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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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幕典禮的時候，大師號召在場所有的佛光青年以「佛教靠我」作為自我期許的目標，

同時提出「攜手同圓」做為本次大會的主題，這是歷來大會所沒有的殊榮。大師開示道：人

間最重要的是人，人最重要的是手，雙手萬能，能成就許多偉大的事業。手有三種義意：一

是「舉手」，舉手敬禮是對長輩、前輩的尊敬、友好與讚美；二是「握手」，是對平輩接受、

友愛的表現；三是「攜手並進」，攜手是指夫妻間的相互扶持，所以夫妻又稱「牽手」，而

佛光青年則要有唐朝玄奘大師「寧向西天一步死，不回東土一步生」這般為信仰、為眾生而

永不退轉的決心，也要有鑑真大師「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的勇氣與毅力。佛教徒更要不分

男女老少，一同攜手並進，為佛教的光明前途，開創出一條康莊大道。除了攜手，更要有「圓」

的境界。圓有三個階段：一是圓滿人生，二是心包太虛，三是真如自性。 

  大師並且勉勵大眾能攜手並進向前走，在無限的時空裡，隨遇而安，圓滿自在。對於目

前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世界各地仍籠罩在不安的陰影下，只要我們保有一顆和平的心，世

間就是和平，因為萬法唯心造正是此一道理。 

  是的，我們的心是一間工廠，可以創造天堂、淨土，也可以創造地獄、惡道，凡我佛光

青年都應該謹記大師這一番諄諄教誨。 

集體創作  再次展現 

  有鑑於馬來西亞青年團承辦大會的成功經驗，世界總會再次將「二○○二年國際佛光青

年幹部會議」承辦權交給海外的分團辦理，一則考驗他們的組織動員力量，二則測試他們的

應變承擔能力，尤其身在國際佛光會及青年總團部的所在地，如何以最少的人力做到最佳的

服務？以最少的資源做出最棒的活動？以最少的開會完成最好的計畫？為大會立下一個典

範，是對洛杉磯青年分團最大的考驗。 

  在籌備會中，大家咸認為號召美加各地分團前來協助是最好的方法，甚至於值星官及生

活小組的正副組長工作，可以讓各地優秀幹部參與。這個看似簡單的決定，卻大大地減輕洛

杉磯青年分團的負擔。美加各青年分團在八月接到消息後，便分頭進行策畫活動。佛光成年

禮中的闖關遊戲由溫哥華及素里分團聯合執行與策畫；佛光之夜的主持、設計安排由達拉斯

分團承擔；小組討論的議題、翻譯的工作由多倫多分團承擔；大會的主題歌曲 Harmonize（和

諧）及團康活動的穿插由紐約分團負責；中華青年分團負責《終身學習護照》的設計及印刷；

佛光青年團的歷史沿革「法脈傳承，捨我其誰」，由雪梨青年分團翻成英文，其餘的工作則

由洛杉磯青年分團擔任。當然西來寺的法師及洛杉磯陳居會長所帶領的佛光會全力配合，以

及西來大學陳迺臣校長提供住宿的方便，才得讓以這次大會順利完成。 

  記得一九九八年的國際佛光青年會議也曾運用這種模式，當時是號召青年回到佛光山協

助幫忙，這一次是「境外發包，西來組合」，就像一部車輛的組合，零件可以外包出去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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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組合必須回到原廠裝配。這一次的分工合作，不只善加運用各地分團的力量，同時讓他們

學習從事設計、執行大型活動的經驗；另外，還召集洛郡哈崗威爾遜高中學生前來擔任籌款

餐會的侍者，讓這一群非佛光會員的高中生，更進一步認識佛光會、青年團，此種合作模式

更將集體創作的意義擴大。 

多項突破  立下典範 

  除了集體創作的傑出表現外，這一次大會還有幾項新的突破，尤其如何將大師在《佛光

菜根譚》曾講過的這一段話實踐在活動中，是這一次重點的目標。大師說：「有計畫，則不

亂；有分工，則不忙；有預算，則不窮；有歡喜，則不苦。」 

  預算的觀念 這次大會幸好有西來寺及西來大學的協助，因而在住宿、用餐及場地方面

節省了許多開銷，但交通及參訪的費用仍然非常的高昂，以每個團員繳交美金五十元，根本

無法涵蓋所有的經費，因而洛杉磯佛光青年分團決定以籌款餐會來募集基金。此事經洛杉磯

協會陳居會長的全力推動，鼓勵各分會認購餐券，十二月七日在西來寺席開四十桌，至於策

畫、佈置、安排節目，全由青年朋友一手策畫，令人感動的是，餐會侍者全部來自洛杉磯青

年分團、青少年分團、威爾森高中的年輕學子，看他們端莊有禮、氣質優雅，端起盤子，有

板有眼的樣子，真叫人刮目相看。而在義賣的時候，一位師姐特別開立美金八八一六‧八八

元的支票，表示此次大會「發發一路發發」，不但有心，還看得出她對青年朋友的愛護。 

  而最讓在場大家振奮高興的是，國際佛光會總會長星雲大師及中華佛光總會理事慈惠法

師等人風塵僕僕自台灣抵達美國後，直接來到餐會現場，問候致詞，大師開示說到青年是佛

教未來的希望及傳承，望與會人士給予支持鼓勵。 

  科技的運用 西元二○○二年在東京舉行的第九次世界大會，大師特別提到「運用現代

化」，為了將這個指示落實，西來寺將所有最好的設備全部搬出來使用，因而青年會報創下

二小時之內完成二十四個單位的報告。此種成功，除了靠科技設備以外，各團均能遵守五分

鐘之內報告完畢的規則，最重要的是議事組事先的溝通，安排好上下台的順序，行政組再將

所有的資料分別灌入兩台手提電腦，報告時間一到，馬上轉換成另一組的資料，此時在等候

的人已經上台報告，因而上下台的時間不到五秒鐘，所以一點也沒有浪費時間，才得以完成

這個理想。此種精確的計算、嚴謹的控制，恐怕專業的單位也都難以望其項背。 

  而這次的會報有下列幾個特色：大家都懂得以圖文的方式介紹自己的國家、當地的風景、

自己的常住、自己的分團，有些來一段相聲、一段舞蹈、一段歌唱。總之，他們竭盡所能，

引起他人的注意，博取大眾熱烈的掌聲，肯定他們一年來的辛勞。此種表現，對大人來說都

不簡單了，更何況年紀輕輕的他們，難怪佛陀會說「四小不可輕」。因而在結論的時候我特

別提到幾個看法：「從青年會報中可以看到每個分團過去一年的努力，且看得出來大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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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是用心的、完成後是開心的、復原時是迅速的、看成果時是豐碩的』。除了這些以外，

還看到菩提種子已經撒到世界的每個角落，將來佛光子弟滿天下，我們都是佛光宗的開國元

勳，如今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日程的多元 此次國際佛光青年幹部會議一大特色是活動多元化。除了有開閉幕典禮、

分組討論、佛光之夜、獻燈法會等例行的安排外，還舉辦「佛光成年禮的闖關遊戲」及「佛

光成年禮讚」，希望佛光青年在這一次活動中，能建立責任、承擔、尊重、包容、感恩、結

緣的人生觀。另外，大會有鑑於現今社會人們因為地域、種族、信仰不同而引發戰亂，特別

在二○○三年的第一天舉辦「祈求世界和平法會」。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回教等不同

宗教之代表，在星雲大師的率領之下，大家虔心一意地宣讀〈祈求世界和平祈願文〉，希望

為世界帶來和平，社會帶來祥和。而大會就在這一場莊嚴殊勝，又深具宗教意義的祈福法會

中，祥和圓滿的閉幕。 

  而為了讓來自不同國家的青年能利用此行學習美國文化，體驗當地生活，特別安排與會

青年參訪一年一度的元旦玫瑰花車遊行地點，及充滿洛杉磯風味的 Pasadena 市。而該市的副

市長 Paul Little 也親自歡迎接待，並開放市府讓大家一窺堂奧。 

  當天晚上大會並安排大家到 Pasadena 市的 Old Town 裡著名的餐廳享受美式晚餐。隨後

又帶領大家參觀美國最具盛名的玫瑰花車製作，青年們在參觀後，唱大會主題歌「Harmonize」

獻給製作花車的工作人員。主持玫瑰花車製作的 Pres，Robert Young 表示佛光青年的來訪，

讓他感受心與心之間的聯繫與交流，給予他們通宵完成花車佈置的力量。最後還安排大家欣

賞最具美國傳統聖誕節街燈的佈置，結束一個充滿溫馨又有文化知性的晚上。 

  標誌的創意 標誌（LOGO）表達出的理念讓人們一目了

然，凡是參加過馬來西亞大會的青年，一眼就看出圓形的涵

義，此代表著去年大會主題「攜手同圓」。為了將此主題與

今年主題「發心與發展」相結合，表示過去理念仍再繼續貫

徹執行，美工組的人員真的是煞費苦心，最後設計出如上的

圖形，代表著「有了發心的意念，更要有發展的行動；有了

發展的成果，更要有發心的增上」，在善的循環下，成就圓

滿我們的人生，也造就出眾生圓滿的生命，這是一個多麼了

不起的構想啊！ 

三感運動  人生規畫 

  「二○○二年國際佛光青年幹部會議」於美西時間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於西來寺大雄

寶殿舉行開幕典禮，會中星雲大師強調，佛教不是老人的宗教，佛教是青年的宗教。同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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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又以「三感」──感恩的美德、感動的精神、感想的情懷，勉勵在場的青年幹部，落實於

生活中，必定對日後有所助益。 

  的確，這次大會處處看到感動，Harmonize（和諧）的填詞者，看過〈發心與發展〉的文

章，發心不再抽煙，而學員們也因唱這一首歌，熱淚盈眶；每當大師出現的場合，這邊號、

那邊歡呼，「佛教青年的歌聲」更是不絕於耳，好似向大師保證：「師父！放心！我們會承

先啟後，繼往開來；我們會提振起弘傳佛法的信念；我們會唱出佛教興隆的歌聲！」而在綜

合討論的時候，中華佛光總會理事慈惠法師及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秘書長慈容法師共同唱出

五十年前的《弘法者之歌》，讓在場的佛光青年感動不已，並紛紛表示，五十年後，我們也

來一起唱《弘法者之歌》，讓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流五大洲。感動來自感恩，感想來自

感動；感動是一時的，發心是永久的，希望我們的佛光青年都能發恒常心為佛教、為眾生。 

  是日晚上大師再度為佛光青年開示，談及人的一生，在青年的階段裡，最重要的是生涯

規畫，並以自己人生的各階段規畫，期勉青年加速成長：從一歲到十歲為成長時期、從十歲

到二十歲為學習時期、從二十歲到三十歲為參學時期、從三十歲到四十歲為文學的人生、從

四十歲到五十歲為歷史的人生、從五十歲到六十歲為哲學的人生、從六十到七十歲為佛學的

人生、從七十歲到八十歲為佛法的人生，但無論是何種人生，重點在活得有意義、有價值，

這就是最好的生涯規畫。師父上人並關心參與學員的健康情況，鼓勵年輕人要有禪宗祖師大

德「冷時冷裡去，熱時熱裡去」的精神，無論什麼環境都是讓我們成長、成熟的因緣，在佛

教裡要做一個有擔當的人。 

十大宣言  六大特色 

  「二○○二年國際佛光青年幹部會議」大會宣言： 

  

一、我們發心學習語文，以國際化弘揚佛法。 

二、我們發心深入經藏，以科技化散播真理。 

三、我們發心健全組織，以制度化落實團務。 

四、我們發心推動三好，以生活化淨化人心。 

五、我們發心行解並重，以公益化服務社會。 

六、我們發展人際關係，以互動力廣結善緣。 

七、我們發展學業道業，以精進力開發潛能。 

八、我們發展青年團務，以活動力吸收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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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們發展文化教育，以定慧力培育人才。 

十、我們發展人間佛教，以大願力傳承法脈。 

  

  這次宣言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出爐，得利於將分組討論及「舌燦蓮花」的題目完全合在

一起討論。也就是將十個小組的題目，合併成三大組於「舌燦蓮花」時來繼續討論、辯論，

其他組的人可以在此時聽到他人的寶貴意見，自己也可以發現自我不圓滿的地方，然後加以

修正補充，經過反覆的演練在綜合討論時自然可以提出有見解、有條理的看法，此報告當然

適合大會宣言使用。 

  此次會議承大師及慈惠法師、慈容法師指導，得到下列六大特色：  

  一、代表國際化 此次會議有來自五大洲，二十二個國家，四十六個地區，四百零三位

佛光青年參加，美洲、歐洲佛光青年參與比例較以往增加了許多。同時在開幕典禮的時候，

又有十三個分團成立，此時世界總會的青年分團，已經達到一百二十三個分團了。 

  二、語言本土化 此次大會以英文為會議主要的使用語言，以前由國外來到台灣的青年，

必須經過翻譯，如今使用華語的青年反而需要翻譯。大會主題曲亦打破往例，以英文歌曲為

主題歌，讓從小在國外長大的青年更能盡情地發揮，也表現出佛光會落實本土化的決心。 

  三、資訊即時化 大會快報天天出刊，且是彩色發行，學員喜歡甚至於想買回去當紀念。

而文宣組更在二○○三年一月一日參加「祈求世界和平法會」後，將五天下來大會的精彩鏡

頭，重要決策方案以及主題歌曲，一一燒錄成 CD，讓每個分團都能把寶貴的資料帶回自己

國家，拿不到資料的人，還可以直接進入青年總團部（http://www.youth.blia.org）的網站，下

載大會訊息，充分展現出洛杉磯青年分團「運用現代化」──以科技散播真理的實力。 

  四、課程多元化 會議期間安排學員至 Pasadena 市府參訪並參觀玫瑰花車製作與聖誕花

燈區，讓學員於短短的會議期間，能更瞭解美國本土文化。 

  五、分工合作化 此次會議活動不僅有洛杉磯青年團投入工作，並有中華青年分團、紐

約青年分團、達拉斯青年分團、溫哥華及素里青年分團、多倫多青年分團、雪梨青年分團，

及來自澳洲、亞洲、美洲的優秀青年擔任值星官及小組組長，如此的集體創作真是少見。 

  六、活動預算化 年輕人辦活動最弱的一環就是成本預算的概念，有時甚至於認為主辦

單位本來就應該提供膳宿、場地、交通等方便，而很少想到「一絲一縷，當思來之不易；一

粥一飯，恒念物力維艱」。而此次洛杉磯青年分團能想到以籌款餐會募集資金，且自己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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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佛光會標誌的香皂和與會者結緣，不但代表自己的感謝之意，且意義非凡，是非常了不

起的進步。 

佛光法水  萬古流芳 

  這七年來，佛光青年團從零到現在分布在五大洲，一百多個地區，一百二十三個分團，

發展可謂迅速。平日這些分團於世界各地積極參與社會活動，更以有組織的方式從事各項文

化、教育、慈善、弘法等淨化世道人心的工作，且得到各界的好評，種種的成就，我們要特

別感謝大師給予這個機會學習；也感謝世界總會秘書長慈容法師，在許多方面的指導。所謂

「眾緣和合」，六次大會能夠順利完成，佛光山每次大會在人力、物力、財力的全力支援、

佛光山世界各地的別分院鼓勵青年參加、中華總會的全力支持，帶領著中華地區的佛光青年

貫徹每次的任務，尤其黃金寶師姐無怨無悔的付出；還有自一九九八年年底葉惠貞老師擔任

「佛光青年中心」執行長的職務以來不斷為佛光青年團注入新血輪，馬來西亞佛光山、美國

西來寺及馬來西亞協會、洛杉磯協會在第五屆、第六屆大會時提供的協助和幫忙，洛杉磯青

年分團的協助完成《國際佛光會青年總團部五週年特刊》，溫哥華及素里青年分團協助完成

《國際佛光青年團康手冊》……等都是不可或缺的重要因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世界各地

佛光青年的積極參與，由於大家的參與，我們才能在短短的七年內，成立一百二十三個分團，

且在世界各地散發出我們青年的光和熱，溫暖了當地人的心，也為當代青年立下了做人處事

的楷模。 

  總之，一件事情的成就絕對不是一兩個人可以完成的，必須有賴各種因緣的和合，沒有

綠葉的襯托，無法突顯紅花的亮麗；沒有紅花的迎風招揚，綠葉也顯不出它的生氣。若問誰

在短短七年內最有功勞？「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能將佛法弘傳下去的人最有功勞。因而

如何延續這股力量﹖如何組織他們﹖如何帶動他們？是現今我們佛光人必須正視的課題，也

正是大師創辦佛光青年團的主要原因，因而希望有志之士，一起努力，鼓勵我們的孩子加入

青年分團、支持青年分團，讓信仰的種子灑播得更遠，讓信仰的根紮得更深，讓佛光法脈綿

延不絕，萬古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