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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化導愚昧，
無理不明；
用發心增進道業，
無事不辦。

聖路易佛光山
Fo Gung Shan St. Louis Buddhist Center
3109 Smiley Road, Bridgeton, MO 63044, USA
Tel : 314 2098882
E-mail : fgsstl@gmail.com www.fgsstlbc.org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致護法朋友們的一封信

各位護法、朋友們，大家吉
祥：
「舊年鐘聲入新年，爆竹陣
陣歲經添」，邁入2023年，心
保謹以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新
春祝福語「仁和安康‧富樂吉
祥」祝福大家，大師慈示其意
義：「2023癸卯兔年，以慈心
待人，一切好事皆圓滿。」
佛光山自1967年開山至今，
已邁入第57年，感謝大師帶領
僧信二眾，一步一腳印，篳路
藍縷開展人間佛教的新氣象，
如今薪火傳燈到了我們這一代
，不僅要回顧過去，更要展望
未來。
回顧2022年，首先以「教育
培養人才」來說，為提升佛光
山徒眾弘法能力及佛學素養，
佛光山傳燈會自2021年恢復大
師早年成立的「傳燈學院」後
，以「解在宗門‧行在人間」
為教育目標，去年「佛光學」
開設「佛教青年篇」及「宗風
、制度篇」；另有法務、經典
、社教、知客、數位弘法、叢
林典座、弘講、溝通與輔導研
習及英文經論研習等選修課程
，全球有逾1300位佛光弟子進
修。
佛光山教團系統大學也有可
觀成果。4月，英國泰晤士高
等教育日公布「2022世界大學
影響力排名」，全台共有45所
大學校院入榜，南華大學並列
第14名、私校排名第5。
7月，美國西來大學續獲美
國高等教育機構WSCUC認證
，同時學位及學歷也獲台灣教
育部正式承認；菲律賓光明大
學教學大樓、三好體育館也於
8月峻工。澳洲UniRank評選
「2022世界佛教大學排名」，
南華大學名列全球第8、全國
第1；佛光大學名列全球23、
全國第3。
南華大學因長期推動節能減
碳，已連續3年獲「國家企業
環保獎──金級獎」，11月，
再獲該獎項的最高榮譽「巨擘
獎」。澳洲南天大學創辦「社
區對話」雲端平台，交流生活
佛法的應用，也在10月邁入第
100期，見證共建友好和諧社
區的里程碑。
普門中學用心辦學，落實大
師「好苗子人才扶植計畫」，
王言名等3位同學在「2022全
國科學探究競賽」的決賽評比
中，獲國中組第1名；12月，

普中棒球隊榮獲黑豹旗全國高
中棒球大賽亞軍，締造校史最
佳紀錄。
人間佛教思想的推動在時代
機遇下，更有所獲，9月佛光
祖庭宜興大覺寺與上海大學合
作，成立了「佛教思想史暨人
間佛教學研究院」；佛光教團
系統大學和馬來西亞最古老著
名的國立馬來亞大學做MOU
儀式，促進未來教學以及研究
交流，並且在11月正式成立「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12月，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
院於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舉辦了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學研究叢
書」新書發布研討會，11位學
者分別從哲學、文學、宗教、
社會學等各方面，將人間佛教
的理論實踐系統化、專業化、
學術化，經歷百年推進的人間
佛教，肯定是引領佛教未來發
展的一道光明。
「文化弘揚佛法」部分，除
了佛光大藏經各部藏經精進不
懈的編輯外，佛光祖庭宜興大
覺寺的藏經樓，也在全球各文
化單位等同心協力下，各版本
重要藏經、星雲大師中外文著
作等都相繼入藏。
8月，佛光文化出版的高僧
漫畫《釋門千里駒──玄奘大
師》榮獲國家文化部第44次中
小學生推薦讀物。星雲大師的
中外文著作，也於11月首次登
陸澳洲書展。《人間福報》每
日PDF頭版，被收錄至美國自
由論壇網站，海外版遍及4大
洲17個國家地區。
澳洲墨爾本，9月由佛光山
主辦、David YU家族基金會
承辦，Artists in Motion跨界合
作《智慧與光‧一筆字的人生
──佛光山星雲大師》全球首
播沉浸式數字光影藝術展，受
當地關注，有逾萬人參加。
11月，在佛館舉辦「中華文
物交流協會與佛光山文教基金
會關於文物交流合作的框架協
議」，我和中華文物交流協會
李群會長，經由網路視訊連線
進行簽署第3個5年合作，為兩
岸佛教文化藝術交流再添新頁
。全球佛光人在世界各地的弘
法盛況，實在不勝枚舉，我無
法一一說明，但各位的弘法都
是功不唐捐。
過去3年來，新冠病毒疫情
肆虐全球，全球佛光人匯聚愛
心，持續捐贈防疫物資及各項
援助，台北、新北、台中市政
府及南投縣政府均特別表揚防
疫有功的機關團體，佛光山寺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台北
道場、金光明寺、大慈佛社、
清德寺等皆獲肯定。
教育部頒發「社會教育貢獻
獎」，我代表佛光山，以及國

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分別獲「個
人獎」及「團體獎」，這是屬
於全體佛光人的殊榮。
去年，全球多個國家地區也
面臨動蕩不安，除了俄烏戰火
、阿富汗政變，以及斯里蘭卡
政府經濟崩潰，導致能源糧食
及醫藥用品等短缺；再加上馬
來西亞、印度、菲律賓等地都
傳來嚴重災情，佛光人皆在第
一時間予以人道關懷與援助。
2月，由馬來西亞世界和平
組織（GPM）、金馬數字投
資銀行，大馬外交部協調，國
際佛光會東南亞副祕書長覺誠
法師載著4715公斤愛心捐贈物
資，順利送抵阿富汗喀布爾國
際機場。3月，率團遠赴巴基
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參加
第一屆國際佛教大會，在開幕
典禮上與巴基斯坦總統阿里夫
‧艾維交流，並贈予大師著作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英文版
給總統。
在宗教交流方面，2月，中
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在內政部
長徐國勇見證下，由靈鷲山佛
教教團創辦人心道法師、十方
禪林開山方丈首愚法師、香光
尼僧眾方丈悟因法師、福智僧
團住持如淨法師與國際佛光會
世界總會法制長吳志揚以及我
接任第3屆主席團。
世界疫情稍緩之際，「佛
光山2022年傳授國際萬佛三壇
大戒」特別於10月15日至11月
1日啟建，恭請開山星雲大師
擔任得戒阿闍黎，海內外共有
208位戒子求受大戒，分別來
自紐西蘭、泰國、馬來西亞、
加拿大、印度、大陸、香港、
台灣等地。此次僧眾來自教界
各道場，為歷年比例最高，除
了肯定佛光山傳戒嚴謹，更看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帶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防疫期間我們所有課程活動以
Zoom meeting 網路方式進行
• 周日念佛共修
每隔一周的星期日 8am – 9am
• 佛教經典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星期六 8:00pm-9:30pm
• “ Zen and Inner Peace”英文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星期五 7:30pm-9:30pm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 其它不定期網路課程
電影讀書會、太極拳教室、有氧運動教
室、插花教室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 公車與 66 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org

到大師成立「中華人間佛教聯
合總會」促進教界融和的成果
。戒會圓滿前安排戒子前往嘉
義、台中行腳托鉢，不僅萬人
空巷，信眾風雨無阻護法的精
神，更令人感動。
佛光人秉持三好、四給的精
神，在全世界深耕弘法，受到
各界的肯定。心定和尚在泰國
佛光山泰華寺成立大智語言學
校、「泰華佛典翻譯中心」翻
譯大乘佛典致贈泰國三百多個
大學，成功促進南北傳佛教的
交流往來。
佛光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
於10月，前往「澎湖媽祖觀光
文化園區」，主持灑淨祈福法
會，園區內有一尊媽祖銅像，
48公尺高，為世界最高的媽祖
銅像，可環視澎湖內海，帶動
地方觀光發展。
巴西如來寺住持妙佑法師於
8月，受聘為巴西「婦女委員
會」宗教代表的主任委員，也
是唯一的宗教代表。此外，「
巴西和平大使協會」推崇星雲
大師為世界和平的貢獻，及表
彰心保帶領全球佛光人促進世
界真善美，在10月特別頒發和
平榮譽狀表揚。11月，佛光山
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長年以來
投入社會公益慈善工作，獲「
華人公益大使」授證。
同月，紐西蘭舉辦「100位
2023紐西蘭當地英雄獎」，表
揚對該國有巨大貢獻的本土人
士，紐西蘭佛光山住持滿信法
師是得獎人中唯一的亞裔人士
，和唯一的宗教人士，為佛教
在紐國創下全新紀錄。
天主教單國璽基金會與佛光
山、天主教高雄教區於12月共
同舉辦的「活出愛──祈福之
路」活動，以「慈悲與愛」的

精神，一起為台灣祈福，共同
為世界和平努力，迎接光明未
來。
危機四伏的2022年，佛光人
總能化為轉機，繼而展望未來
。今年10月，適逢國際佛光會
創會30周年，在創會地美國佛
光山西來寺舉辦為期8天的「
國際佛光會2022年第7屆第4次
世界理事會」，會中首次舉辦
萬人元宇宙會議，有來自世界
各地的佛光人一起在雲端，討
論文化、教育、慈善、環保各
項議題。
會議期間，也發表了本山攜
手網龍網絡集團推出的佛教元
宇宙「佛光雲宇宙」，為全球
第一個佛教團體將元宇宙科技
結合網路弘法，直接「把佛光
山搬進元宇宙」。預計再推出
手機版，增加早晚課共修、打
造個人化線上佛堂等新功能。
5月，正值台灣疫情高峰期
，《人間福報》排除萬難，在
台北世貿中心一館推出「蔬食
文化節──蔬福生活」，共有
600攤蔬食廠商共襄盛舉，並
舉辦佛誕浴佛祈福法會，祈願
疫情早日平息。
並費時2年開發「蔬福生活
App」收納逾5000家素食餐廳
於11月1日世界純素日推出，
獲得廣大回響。
為呼應聯合國設定的「2030
永續發展目標」，減緩地球暖
化，國際佛光會、《人間福報
》等5個單位參與7月的「2022
亞太永續行動博覽會」，會中
宣告佛光會中華總會將透過「
T-Earth植樹行動」產生的碳
吸存量，在2030年以前達到聯
合國訂定的淨零目標，成為首
個淨零宗教團體；佛光山也率
先提供100公頃林地響應計畫

「佛光山2022年傳授國際萬佛
三壇大戒」於10月15至11月1日
在總本山舉行，恭請佛光山開
山星雲大師擔任得戒阿闍黎，
海內外共208位戒子求受大戒，
可說是盛況一時。
，待拋磚引玉，建立森林復育
典範。
佛陀紀念館和辜嚴倬雲植物
保種中心在佛館成立「佛教植
物園區」，以法顯大師《佛國
記》、玄奘大師《大唐西域記
》、《一切經音義》等經典為
依據，共有56種、230棵佛經
記載的植物，是台灣目前數量
最多的佛教植物園。
此外，世界氣候基金會（
WCF）肯定「T-Earth植樹計
畫」，9月由國際佛光會代表
，於紐約簽訂機構夥伴協定，
並在11月出席埃及舉辦的「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7屆
締約方大會（COP27）」，
以落實大師所提倡的「環保與
心保」。
大師說到，未來佛光山要重
視教育、文化、藝術、體育、
音樂、學術、資訊的發展，擴
大佛教人事對世界的參與。展
現：
傳統與現代結合，
僧眾與信眾共有；
行持與慧解並重，
佛教與藝文合一。
祝福大家！
新春自在 闔府平安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宗長心保
暨全體一同 合十
2023年元旦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電話：314-994-1999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Website: www.tzuch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