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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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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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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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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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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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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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www.tzuch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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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佛 光 菜 根 譚

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e Merit Times
St.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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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讀書，則智慧之心生； 
好道德，則人品之格高； 
好慈悲，則人我之心平； 
好禪定，則時空之境亡。

真身坐塔巡山 5萬人跪別星雲大師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
傳臨濟正宗第四十八世佛光山
開山祖師星雲大師圓寂讚頌典
禮」2月13日上午9時於佛光山
雲居樓揭開序幕，總統蔡英文
親臨會場頒贈褒揚令、以「上
善若水，渥惠搖芳」表彰星雲
大師貢獻，前副總統呂秀蓮、
行政院長陳建仁、內政部長林
右昌、高雄市長陳其邁、國民
黨主席朱立倫、前高雄市長韓
國瑜也都到場致意。現場逾5
萬名海內外各界賢達代表、社
會大眾及全球佛光人與會，以
至誠之心傳達無盡緬懷，恭送
星雲大師法體真身坐塔巡禮佛
光山一圈。

清晨6時天色剛拂曉，人群
就已陸續聚集佛光山總本山，
有人從美國、歐洲、澳洲等地
不遠千里而來，雙手合十、走

入會場，全是為了向一代高僧
獻上最真誠敬意。人潮從不二
門一路綿延至成佛大道、大雄
寶殿、雲居樓，場景殊勝；韓
國、台灣等近百家海內外媒體
全程記錄，典禮並透過網路
LIVE直播，讓五大洲信眾同
步觀禮。

人間佛教行者
娑婆世界導師 

星雲大師於1949年渡海來台
弘法，為度眾篳路藍縷開創佛
光山，講經說法逾80載、從未
間斷；畢生以弘揚佛教正法為
己志，是人間佛教行者、亦是
娑婆世界的導師。蔡英文親自
向大師弔唁獻花、行三鞠躬禮
，並頒贈褒揚令，由佛光山住
持心保和尚代表受贈。

褒揚令以「盡瘁國際、教育

、文化交流，力促世界宗教共
融合作，上善若水，渥惠搖芳
，遺風遐緒，矩範馨垂」，來
表彰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
卓越貢獻，並讚揚曾獲頒國家
公益獎、總統文化獎菩提獎等
殊榮的大師，標揚「文化、教
育、慈善、共修」宏旨，倡提
「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嘉舉，掌握時代脈動需求，踐
履人間佛教淨土，佛法真理，
醒世流長。

陳其邁也頒發「高雄市榮譽
市民證書 」給星雲大師，朱
立倫則授予「國民黨最高榮譽
實踐一等獎章」，由心保和尚
代表受贈。現場播放大師行狀
影片、述說大師弘法歷程走過
的心路點滴，來自政界、教育
界、文化界、醫學界，以及泰
國、越南、韓國等佛教界與宮
廟代表，一一起身向大師追思
致敬。

徒眾秉承師志
致力弘法利生

心保和尚致謝詞時表示，十
分感謝各界貴賓遠道而來參加
圓寂讚頌典禮，星雲大師在弟
子念佛聲中安詳捨報、圓寂涅
槃，今日法身雖短暫告別，但
發願來世要再當和尚的大師，
相信很快將乘願再來、再續法
緣。如同大師說過「大眾時時
奉行人間佛教、建設人間淨土
，就是對他最好的懷念，亦是
他的衷心期盼」。心保和尚表
示，佛光山徒眾將繼續秉承師
志，以人間佛教為宗風，弘法
利生、不忘初心。

典禮上，全體徒眾唱誦〈佛
光讚〉、《心經》、〈三寶頌〉
，聲聲梵音繚繞全場，並齊聲唱
頌星雲大師親自填詞的〈惜別歌
〉，向大師法體真身頂禮九拜、
以深深叩首送別恩師。

隨後，由僧信二眾夾道跪迎
、恭送大師法體真身坐塔巡禮
佛光山，接著移往台南白河大
仙寺舉行「圓寂荼毘大典」。

【記者曹麗蕙台南報導】圓
寂讚頌典禮後，「傳臨濟正宗
第四十八世佛光山開山祖師星
雲大師圓寂荼毘大典」12月13
日下午在台南大仙寺展開，星
雲大師的法體真身「涅槃塔」
巡山後，隨即發引至大仙寺「
荼毘」（燒化），沿途數以萬
計的弟子與信眾頂著烈日，夾
道跪迎，而當大師法體真身抵
達，不少人淚水直接潰堤，虔
誠頂禮叩首，恭送大師最後一
程。

大師一生信念 
平安幸福照五洲

大師法體真身「涅槃塔」下
午1時30分許抵達大仙寺，大
仙寺董事長傳證和尚、住持圓
智法師，先帶領寺眾一同向星
雲大師法體真身頂禮三拜，接

圓寂荼毘大典 四大皆空示現有 著舉行「荼毘大典」，由佛光
山住持心保和尚，退居和尚心
定和尚、心培和尚三師主法。

唱香讚、誦念《心經》後，
在「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
號聲中，弟子們移法體真身上
荼毘台，隨後由長老們為大師
棺槨覆蓋經被，被上繡著大師
自撰詩偈：「心懷度眾慈悲願
，身似法海不繫舟；問我一生
何所求，平安幸福照五洲。」

心保和尚在舉火前說法，他
開示指出，雙林樹間，山門寂
靜，今海眾雲集，荼毘一句，
如何讚揚：「四大皆空示現有
，五蘊和合亦非真，菩薩方便
顯有疾，了悟實相宏願深。」

接著心定和尚「舉火」，大
師法體真身進爐，在場僧信哀
戚長跪，頂禮叩首，〈惜別歌
〉這時響起，大仙寺內外長跪

合掌的僧信二眾，與透過直播
送別大師的民眾忍不住心中的
不捨哀傷，涕泣落淚。

大眾同聲高唱「今朝一別，
各奔西東，何時能再相逢？…
…弘法利生，闡揚宗風，但願
時能相逢。」字字句句，都是
大師的祝福與叮囑，他的示現

入滅，彷彿是一場無言的說法
，莊嚴的教化。星雲大師火化
後的法身舍利，12月13日晚間
迎請回佛光山，永久安奉萬壽

弟子們齊心將星雲大師法體
真身移上荼毘台。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僧信二眾於大仙寺恭送大師法體真身進爐。 圖／佛光山提供

⬇弟子向大師法體頂禮、叩首送別恩師。 圖／人間社記者趙啟超

圖／人間社記者梁清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