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報導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聖路易新聞 Thursday  Feb  9  2023

星雲大師小檔案
俗名：李國深

生日：1927年8月19日

出生地：中國江蘇

星雲大師幼年家貧，輟學，盧溝

橋中日戰爭爆發，父親應於1938年間

因戰火罹難，與母尋父，有緣於南京

棲霞山禮志開上人披剃，實際祖庭為

江蘇宜興大覺寺。

1947年畢業於焦山佛學院。之後

應聘為白塔國民小學校長、《怒濤月

刊》主編、南京華藏寺住持等。

1949年至台，擔任「台灣

佛教講習會」教務主任及主編

《人生雜誌》。1953年任宜蘭

念佛會導師；1957年於台北創辦佛教

文化服務處；1964年建設高雄壽山寺

，創辦壽山佛學院。

1967年於高雄開創佛光山，樹立

「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

」之宗旨，致力推動「人間佛教」。

1976年《佛光學報》創刊。1988

年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舉辦

學術會議、出版學術論文集、期刊等

；1997 年設立「佛光衛星電視台」

（後更名為「人間衛視」）。2000年

《人間福報》創刊，成為第一份由佛

教界發行的日報。（佛光山網站）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昨天辭世，享耆壽 97歲

。常務副住持慧傳大師指出，依星雲大師囑咐，佛光

山將朝教育、文化、資訊等方向推展，讓大眾認識人

間佛教。

慧傳大師上午在佛光山雲居樓前接受媒體聯訪，

說明星雲大師辭世消息，並指出星雲大師生前在「貧

僧有話要說」一書中，文章「真誠的告白」就是星雲

大師的遺囑。

他說，2016年佛光山開山 50週年時，星雲大師就

曾召集弟子探討佛光山的下個 50年，將來要朝教育、

文化、學術、藝術、體育、資訊、音樂等方向推展，

突破統模式，還要擴大參與，讓社會大眾認識人間佛

教，推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給人信心、給人

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造就自心和悅、家庭和

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的社會。

現場媒體詢問，星雲大師關心政治，是否也鼓勵

弟子關心。慧傳大師說明，「政治」是眾人之事，星

雲大師關心社會，除在1991年2月3日創立佛光會，最

近推動環保議題，也是社會議題、眾人之事。

星雲大師在「真誠的告白」一文中寫道，自己以

貧窮為職志，佛光會永遠為佛光山教團所屬，且已推

行民主制度，今後佛光山和佛光會的領導人，都按照

常住的循序，不要有所爭論；人間佛教的事業，如辦

大學、電台、報紙、編輯出版、養老育幼等，凡有利

於社會公共事業的，都應該交由教團擔當。

星雲大師並在文中指出，自己沒有舍利子，人生

最後各種繁文縟節一概全免。「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間

佛教、時時奉行，就是對我最好的懷念，也是我所衷

心期盼。」（中央社）

星雲大師97歲辭世 開創佛光山、一生致力推動人間佛教

星雲大師（佛光山網站）

在貧僧出家七十多年中，經常討

論到生死的問題。生了要死，死了要

生，等於季節有“春夏秋冬”的循環

，物質有“成住壞空”的還滅，人生

當然有“老病死生”的輪回。

對於死亡，我從小就有一個不在

乎的想法，數十年的人生歲月，在死

亡的邊緣來回也走過多次，如：槍林

彈雨中流亡、監獄的蒙難、心髒的開

刀，四、五十年的糖尿病，兩次中風

，骨頭跌斷，抽筋剝皮……，這許多

苦難，貧僧都不計較。

中國有一句話說：“人生七十古

來稀”，我在六、七十歲的時候，身

體還很健壯，就想，活到八十歲就好

了。哪裡知道，又這樣繼續的活下來

，當然人生總是生命有階段性，我在

八十五歲的時候，就預立遺囑，但只

是給佛光山的弟子知道我一些想法。

這篇遺囑我把它定名為〈真誠的告白

〉，曾經對徒眾講說過一次，現在拿

出來，又叫人念給我聽一遍，就作為

《貧僧有話要說》的一個總結吧!

下面就是《真誠的告白——我最

後的囑咐》全文：

各位護法信徒、各位朋友、各位

徒眾弟子們：

在這裡要向各位做個真誠的告白

。

我一生，人家都以為我很有錢，

事實上我以貧窮為職志。我童年家貧

如洗，但我不感到我是貧苦的孩子，

我心中覺得富有。到了老年，人家以

為我很富有，擁有多少學校、文化、

出版、基金會，但我卻覺得自己空無

一物，因為那都是十方大眾的，不是

我的。在世界上，我雖然建設了多少

寺院，但我不想為自己建一房一捨，

為自己添一桌一椅，我上無片瓦，下

無寸土，佛教僧伽物品都是十方共有

，哪裡有個人的呢?但在我的內心可

又覺得世界都是我的。

我一生，不曾使用辦公桌，也沒

有自己的櫥櫃，雖然徒眾用心幫我設

置，但我從來沒有用過。我一生沒有

上過幾次街，買過東西;一生沒有存

款，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大眾的、都是

佛光山的，一切都歸於社會，所有徒

眾也應該學習「將此身心奉給佛教”

，做一個隨緣的人生。

我一生，人家都以為我聚眾有方

，事實上我的內心非常孤寂，我沒有

最喜歡的人，也沒有最厭惡的人。別

人認為我有多少弟子、信徒，但我沒

有把他們認為是我的，都是道友，我

只希望大家在佛教裡各有所歸。

我沒有什麼個人物質上的分配，

說哪一塊錢分給你們，哪一塊房捨土

地分給你們，也沒有哪一個人拿什麼

紀念品。你要，那麼多的書，隨便在

哪裡都可以取得一本做為紀念;你不

要，我有什麼良言好話也沒有用。我

只有人間佛教供你們學習，只有道場

供你們護持。

我對大家也沒有何好、何壞，在

常住都有制度，升級都有一定的標准

，但世間法上總難以平衡，升級的依

據：事業、學業、道業、功業，這裡

面大小、高低、有無，看的標准各有

不同，都與福德因緣有關。所以大家

升級與否，不是我個人所能左右，這

是我對所有的徒眾深深抱歉，我不能

為你們仗義直言，做到圓滿。不過，

你們也應該學習受委屈，宗務委員會

決議你們的功績升降，出家道行，自

有佛法評量，不在世法上來論長道短

。

今後，我所掛念的是徒眾的調職

，佛光山它不是政府，但是單位多，

又有調職制度，傳燈會竭盡所能安排

適能適任，對於個人所長、想法縱有

所差，大家都要忍耐。世間難以論平

等，我們要把它創造成和平、美滿的

人生，但也要看在哪個角度來論平等

。未來如有不同意見，大家要依循

《佛光山徒眾手冊》，可以更改，但

要經過大眾的同意。

我一生，人家都以為我創業艱難

，事實上我覺得非常簡易;因為集體

創作，我只是眾中之一，做時全力以

赴，結果自然隨緣。許多人以為我善

於管理，事實上我只是懂得“無為而

治”。感謝大家互助合作，除了戒律

與法制之外，我們都沒有權力去管理

別人。對於世間的一切，來了，並沒

有覺得歡喜，去了，也沒有覺得可惜

。總想，人生應該任性逍遙，隨緣自

在，能夠與道相應、與法相契，就是

最富有的人生。

我一生，服膺於“給”的哲學，

總是給人贊歎、給人滿願;我立下佛

光人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因為我深知

結緣的重要，心裡只想到處結緣、到

處散播佛法種子。我立志興辦各種教

育，因為從小我沒有進過正規的學校

讀書，明白教育才能提升自我，改變

氣質。我也發心著書立說，因為從佛

陀那裡一脈相承的法水流長，我不能

不把心裡的泉源用來供應世間。

我這一生奉行“以退為進，以眾

為我，以無為有，以空為樂”的人生

觀，凡我出家弟子，都應本諸出離心

，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生活

要求簡樸，不要積聚。過去三衣一具

、頭陀十八物、衣單兩斤半，這許多

優良傳統，都合乎戒律，都應該深思

熟記。佛光弟子不私自募緣，不私自

請托，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不

私收徒眾，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

，不私交信者，大家都能這樣做到，

佛光山的法脈會更加光耀永遠。所謂

“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

益歸於社會，功德歸於信徒”，大家

應該好好奉行。

須知“佛道遍滿虛空，真理充塞

法界”，法界一切都是我的，但形相

上的無常，一切都不是我的，不要對

世俗有太多留戀。人間佛教雖然不捨

世間，但是「猶如木人看花鳥”，不

要太多留意、太多分別。時時以眾為

我，以教為命，在佛道上安身立命。

凡我徒眾，擁有佛法就好，金錢

、物質，盡量與人結緣，因為那是人

間共有的財富。對於財務經濟，點滴

歸公，我們每個人一切都是常住供應

，不需紛爭，不要占有，只要大家正

信辦道，生活應該不足掛慮。也希望

徒眾不要為世間這種衣食住行太多的

分心罣礙，此實不足道也。

我希望常住淨財要用於十方，不

要保留，這才是佛光山未來的平安之

道。除了道糧需要以外，如果還有淨

財，一律都布施文化、教育、慈善。

佛光山取之十方、施之十方，我們要

濟助急難，關心?寡孤獨，或隨緣做

些施捨予貧困民眾。因為災難、貧苦

是人間的不幸，急難救助，這是理所

當然要給予一些助緣。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等土地以及

所有的別分院道場，都不是國有的，

也不是租借的，都是常住陸續以淨資

購買。所有一切全為佛光山常住所有

，沒有與人合股共業，沒有牽連，也

沒有借貸，常住開山以來，從未向外

借貸。

對於那許多別分院道場都要好好

輔導、整修，給予信徒方便。如果實

在不能維持，得到宗委會和信徒的同

意，把它結束，淨財集中到教育、文

化、公益基金，私人不可分配。和佛

教界、道友都不共金錢來往，要有來

往就是布施，沒有償還，不可借貸，

免除日後紛爭。

我這一生信仰佛陀，以佛陀為我

的導師，為我的道路。未來，大家在

佛道的修學上，佛陀、十大弟子都是

我們的榜樣，佛教的宗門祖師都是我

們的模范。在佛法的弘傳上，世界各

地的道場，要盡量給予本土化，請當

地徒眾住持;我對人間佛教的所有言

教，都要能傳達到家家戶戶，為人所

接受。

我一生，以弘揚人間佛教為職志

，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凡有助於增進幸福人生的教法，都

是人間佛教。苦，要視為我們增上緣

的力量;無常，不是定型的，可以改

變我們未來的一切，促進人生的美好

;空，不是沒有，空是建設有的，要

空了才有，我一生一無所有，不是真

空生妙有嗎？

我堅信人間佛教必然是未來人類

世界的一道光明;說好話是真，做好

事是善，存好心是美，讓三好運動的

真善美要在社會裡生根。智就是般若

，仁就是慈悲，勇就是菩提，要努力

做到，讓戒定慧在我們的心裡成長，

以實踐菩薩道做為我們人間的修行。

人間佛教的本源發自於佛陀，現

在已經成為普遍的氣候;所以佛光山

、佛光會的發展，必定會成為佛教界

一個正派的團體。但世間的人事各有

所執，自古以來，在印度就有上座部

、大眾部，傳到中國有八大宗派，在

教義上實踐理念各有不同，無可厚非

，但如果在人我是非上較量，那完全

不能契合佛心。

假如你們有心，為團結佛光僧信

四眾，可以效法過去古德聖賢成立一

個宗派;但所謂創宗立派，則是看後

代行人的作為，如果後來的人對佛教

有所貢獻，又眾望所歸，有個當代佛

教的宗派來為佛教撐持，做擎天一柱

，這也未嘗不可。

對人間佛教弘法事業方法有所不

滿意的，所謂“我執已除，法執難改

”，要另立門戶，我們也要有雅量接

受這種佛光的分燈法脈。只要對宗門

沒有傷害，不要給予排擠，還是要給

予包容。

我們的理念不在於自我的成就，

是在於佛法能夠傳承，不分男女老少

。在“佛光大道”上，僧信四眾現在

已有規模，佛光山的僧眾比丘、比丘

尼要擔綱，佛光會的優婆塞、優婆夷

也要出一些人才，有所發揮，彼此不

容分散力量，凝聚共識，讓大家有團

聚的向心力，使佛光會日日增上，俾

使佛光普照、法水長流。對於佛光會

會員在社會上合乎八正道精神意義的

事業，都要鼓勵，大家相互幫助發展

。

佛光會永遠為佛光山教團所屬，

僧信和諧，不爭彼此，不必對立，等

於空有是一體兩面。佛光山已經推行

民主的制度，今後佛光山和佛光會的

領導人，都按照常住的循序，不要有

所爭論，要以大眾意見為歸。

我倡導“平等”，深信男女、貧

富都在平等之中，不可以有所歧視。

眾生皆有佛性，情與無情，都能同圓

種智，所以我從“人權的尊重”到

“生權的提倡”，希望徹底落實“眾

生平等”的精神。大家對山上的老樹

、小花，要多多愛護，山下的村民、

百姓，應該給予關懷;育幼院的兒童

要多多鼓勵，精捨贍養的老人要時常

慰問，對開山的諸長老要給予尊重。

我對兩岸視如一家，我對世界都

如兄弟姐妹，我希望把美好的因緣留

給人間，把佛法的情誼留給信者，把

信心的種子留給自己，把無上的榮耀

留給佛教大眾。但願普世大眾，都能

信仰因緣果報，希望每位仁者，都能

奉行慈悲喜捨，把一切的心意留在人

間。

人間佛教的事業：如辦大學、電

台、報紙、編輯出版、雲水書車、養

老育幼等，凡有利於社會公共事業的

，都應該交由教團擔當，給予支持，

不可間斷;滴水坊要把“滴水之恩”

做得更加美好。對於佛光祖庭宜興大

覺寺，有緣分，要常去禮拜。我對社

會的文教、公益數數尊重，所以有一

個公益信托教育基金，現在已有十余

億元，除了少數由信眾發心捐贈，全

由過去的稿費和一筆字所得。今後，

山上的長老可以護持，也希望佛教人

士或熱心公益者的遺產都可以參與進

來，讓公益基金壯大，更能造福全民

，成為國家社會的一股清流。

像真善美傳播貢獻獎、三好校園

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星雲教育

獎等，其他再有項目，只要經濟許可

，將來都可以設立。我們對於社會總

要增加養分，這是每一個佛教徒不可

以推卻的責任。

在教育上，開支最浩繁的，就是

常住辦的幾所大學、中學等;若有緣

分，無條件的贈予有緣人管理，不可

買賣;如果賣學校，對那些募款辦學

的人怎麼交代?這對佛光山的名譽不

好，會給人批評。對於協助佛光山文

化教育發展的社團，如有興辦，應該

量力補助，以使其有心人更加團結。

如有良言建議，甚至批評，只要是善

意的，也不要排拒，要以“聞過則喜

”的雅量接受，我們總要接受大家的

意見，他人才會更加擁護。

我時常看到園藝組的徒眾們在那

裡除草修花，看到環保組的同道們在

那裡做資源回收分類，看到工程組的

修繕、都監院的服務、大寮裡的典座

，以及殿堂裡的香燈、殿主等，那種

投入，任勞任怨，實在是山上成功的

動力，我只有感動、感激。沒有大家

的發心，何能有今日的佛光山?今後

，對於客堂的接待，對於信徒的招呼

，對於義工的參與，都要有種種教育

訓練，以使我們的教團更增臻完美。

所以，集體創作的精神，要永遠

的、無怨無悔的堅持下去，這是我一

生的志願。因為誰都不能單獨存在，

大家要互助互敬、共存共榮，那才是

懂得佛法的核心精神，寧可以個人犧

牲、忍耐，不要讓常住和大眾受到損

失。

我的鄉親前輩唐朝鑒真大師，經

過多少磨難到達日本弘法傳播文化，

在七十五高齡，自知歸鄉無望，他寫

下遺偈：“山川異域，日月同天，寄

諸佛子，共結來緣。”在人生的生命

之流裡，如同大江東去，終會有再回

來的一日，人的生命一期圓滿，還會

有另一期生命的開始。

人類不能獨居於世間，生活需要

士農工商的供應，生存需要地水火風

的助緣;大自然裡，日月星辰、山河

大地，都是我們的生命，大家要愛惜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要幫助地球上的

一切眾生，因為他們都是曾經給我、

助我的人，對我們都有恩惠。我們大

家都生活在因緣裡，要彼此相依相助

。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生沒有帶來

，死也沒有帶去”，回顧自己這一生

，我不知道曾為人間帶來什麼?但我

帶走了人間多少的歡喜、多少的善緣

。我難以忘記多少信徒對我的喜捨、

對我的護持、多少同門的祝福，我也

難以忘記刻骨銘心的助緣。我這一生

所受到的佛恩、友誼，真是無比浩蕩

，我應該在人間活得很有價值。我願

生生世世為佛陀奉獻，為大眾服務，

以此上報四重恩。

現在，我雖然快要帶走了你們對

我的尊重，帶走了你們給我的緣分，

帶走了你們對我的關懷，帶走了你們

與我的情誼，未來我會加倍補償你們

。我一生所發表過的言論，如：“集

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

所依”，又如傳法說偈：“佛光菩提

種，遍灑五大洲，開花結果時，光照

寰宇周。”希望大家都能謹記、實踐

。所謂“有佛法就有辦法”，凡我信

者，要實踐慈悲、喜捨、結緣、報恩

、和諧、正派、服務、正常、誠信、

忍耐、公平、正義、發心、行佛……

這些都是佛法，能夠實踐，你就會有

辦法。

我一生雖然遭逢大時代的種種考

驗，但我感到人生非常幸福，我享受

苦難、貧窮、奮斗、空無;我體會

“四大皆有”，我感覺人生“花開四

季”，佛陀、信徒給我的太多了。雖

然出家，注定要犧牲享受，但其實吾

人也享受了犧牲的妙樂，我覺得在佛

法裡的?悅法喜，就已享受不盡了。

對於人生的最後，我沒有捨利子

，各種繁文?節一概全免，只要寫上

簡單幾個字，或是有心對我懷念者，

可以唱誦“人間音緣”的佛曲。如果

大家心中有人間佛教，時時奉行人間

佛教，我想，這就是對我最好的懷念

，也是我所衷心期盼。

最後我所掛念的，除了信眾的幸

福安樂，要重視世界各地辦的大學，

這也是我們的根本;山上的大眾，尤

其叢林學院的師生，他們未來都是佛

光山菩提種子，要他們健全、發心，

人間佛教才能長久與天地同在，與大

眾共存。

法幢不容傾倒，慧燈不可熄滅，

期願大家未來都能在人間佛教的大道

上繼續精進，大家相互勉勵，共同為

教珍重。

我最後要說的是：

心懷度眾慈悲願，身似法海

不系舟;

問我一生何所求，平安幸福

照五洲。

星雲於佛光山開山寮 (本文於

2013年完稿)

星雲大師：遺囑全文，我沒有捨利子身後事從簡

於佛光山傳燈樓舉行星雲大師法體真身封龕典禮，僧信二
眾在天色拂曉的清晨列隊跪接（人間通訊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