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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的解脫，是超越入世與出
世，使精神與物質兩相兼益，
使生活與修行相得益彰，使我
們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夠
逍遙自在的一種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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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人間社記者侯雅倫雅加達
報導】台灣佛光山叢林學院、
佛光大學、南華大學和東禪佛
學院組成9人的教育考察團，
由佛光山新馬泰印總住持覺誠
法師帶領，日前到印尼首都雅
加達，以及中爪哇日惹的婆羅
浮屠，進行教育考察和文化交
流，並探討如何把佛學教育推
廣到印尼。在交流會上，印尼
接待方表示，可提供獎學金給
印尼的學生，到台灣普門中學
或佛光山屬下的大學。
考察團成員為佛光大學校長
楊朝祥、南華大學校長林聰明
、佛光大學陳拓宇教授、南華
大學國際學院執行長蔡政旻、
佛光山叢林學院副院長覺軒法
師、東禪佛學院學務長如音法
師、馬來西亞新馬寺妙峰法師
、印尼蘇北佛光青年團覺燈法
師，一行人受到印尼佛教協會
的接待。
印尼佛教協會主席鄒麗英，
也是印尼著名企業家，她向代
表團匯報時指出，其集團旗下
公司進行中的大型綜合發展計
畫裡，也包括了醫藥大學，她
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把佛教理念
融入其企業運作。

正知正覺 未來工作助力
鄒麗英表示，有意提供獎學
金給20名印尼學生，讓他們到
台灣的佛光大學或南華大學就

讀；不過，最大的困難是語言
問題，畢竟中文在印尼並不普
遍，大部分華人都是使用印尼
語文；此外，如何物色符合條
件的學生，也是需要考量的。
「佛光系統下的學校或大學
特別之處，在於是由星雲大師
創辦。年輕人的心態很重要，
如果他們有佛法、正知、正覺
、正能量，出來工作時都會成
為更有力的輔助。」覺誠法師
說，或許印尼還有很多人不了
解佛光山教育體系的各類學校
，希望從今年下半年開始舉辦
生活營，讓更多印尼家長和年
輕人了解佛法教育，「將來這
些學生可回到印尼執教，成為
很好的人力資源。」
「我們以中文教學，但是我
們的師資絕大部分是畢業自美
國，因此跟學生用英語溝通是
沒有問題的。」楊朝祥表示，
印尼學生的語言問題不難解決
，他們可先到師大的僑大先修
部讀語文，以掌握基本的中文
能力，很快能適應台灣的教學
環境。
楊朝祥從匯報中，了解到有
關企業在其大型發展計畫中要
設立一個教育城，而佛光大學
提供的人文社會科學，正好可
提供所需的人力資源給這個企
業。林聰明也認為，印尼大企
業在產業的發展上必定需要採
用大量的人力資源，未來的人

力資源要提早培訓，而南華大
學在這方面可以提供協助。

佛光南華 提供員工培訓
覺誠法師表示，印尼希望把
佛學理念納入企業，佛光山這
兩家大學都有這方面的經驗，
可提供員工短期培訓，若要送
學生到台灣就讀，也可安排學

生到語文中心先學習中文。
覺誠法師認為，甄選學生的
問題可由印尼佛光山的道場負
責，只要通過廣泛的宣傳讓更
多人知道，招生應不成問題。
這次考察團到印尼，主要是進
行教育和文化的交流，佛光山
在台灣有傳統的叢林學院，以
及一般的綜合大學佛光大學和

貧僧有話要說

歲月如梭

媽媽的電話
文／張鳴
閨蜜聚會時，有個共同的話
題——媽媽的電話。
媽媽的電話是廣播劇，40分
鐘為一集，她是主演，不許插
話；但必須跟著她的節奏「嗯
」、「喔」作回應，不然電話
那頭就會大吼：「你到底聽到
了沒？」
媽媽的電話是119，無時無
刻，甚至會在凌晨三點把你驚
醒，結果無非是她的血糖高了
0.1。媽媽的電話是聖旨，如
果抗旨，定會遭到一頓訓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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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說成罪大惡極，接著以一
道最後通牒：「我要死了！」
掛斷電話。
我驚恐，我煩躁，脾氣上來
也會衝她吼叫。
我是媽媽的女兒，也是孩子
的媽。我曾發誓，一定不要做
一個像我媽一樣的媽。
我的兒子在北漂，兒行千里
母擔憂啊，可我從不敢打擾他
；但只要一看是他電話，我立
馬放下一切來聆聽他的「教導
」，當然，我也嘮嘮叨叨不知
說些什麼。
直到有一天，電話裡傳來一
句：「你怎麼愈來愈像外婆了
！」那不耐煩的聲音，彷彿讓
我看到了媽媽的影子，我的玻

璃心碎了一地。我的孩子不懂
我，我也不懂我媽。受傷的滋
味很不好。
我媽媽80歲了，我也老大不
小，想想，人生還能有多少機
會跟媽媽講電話？她就是我們
的孩子，就讓她拗、讓她鬧、
讓她吵吧！她今天還能跟你吵
、跟你鬧，都是兒女的福報；
她跟你吵、跟你鬧，不過是以
這種方式，呼喚著兒女的陪伴
和親近……
不知什麼原因，近來突然發
現媽媽的電話少了，即使打過
去也只是三言兩語，她還會主
動說「掛了」，妹妹誇她「很
乖」，我的心卻忽然變得空落
落。

夜的彩色眼睛
圖與文／陳玉姑
夜幕垂落，螢火蟲提
挈黃綠燈盞尋幽探勝；
另一熱鬧的發光體，亦
呼朋引伴成群結隊，與
之較「亮」。
祝禱放送、彩繪的熱
汽球造型燈籠，是平地
轟然的一聲光，疾喊：
「我在，故有光。」

南華大學，希望印尼有心的學
生可以到來就讀。對任何一個
國家來說，要取得更大的發展
，最重要的除了教育，還是教
育。
鄒麗英並安排考察團到日惹
參觀其發展計畫，並有意在當
地設立佛學院，讓佛光山在本
地提供傳統的叢林教育。

行走人間

十九說

我主張「問政不干治」
文╱星雲大師
東晉道安大師說：「不依國
主，則佛法難立。」說明佛教
與政治是互惠的，佛教擁護國
家，兩相受利。但是到了道安
大師的弟子廬山慧遠大師，曾
在〈沙門不敬王者論〉裡說過
：「袈裟非朝廷之服，缽盂豈
廟堂之器？」這也只是說明：
宗教要超越政治。

官員一時和尚是一生
有一些所謂有修行的聖賢，
他們對於世間俗事不願意聞問
，所謂「不在三界內，超出五
行中」，但是每個時代都有不
同的文化，當佛教在衰微危急
之秋，如果說不再服務社會、
關心時勢，不是要自取滅亡了
嗎？
所以，太虛大師不愧是當代
新佛教的領導人，他倡導佛教
要改革，即「教義改革、教產
改革、教制改革」，並且提出
「問政不干治」的指導原則；
我想全佛教徒都會奉為圭臬，
大家多關心國際民生、多關心
人民的幸福，而不是去從事治
理的工作。我覺得當代有知識

佛光山教育考察團與印
尼的接待方在中爪哇日惹
合照，前排右起依序是：
如音法師、覺軒法師、楊
朝祥、覺誠法師、鄒麗英
、林聰明、覺燈法師、妙
峰法師。
圖／人間社記者侯雅倫

大同世界

的人士，應該尊重佛教徒已經
放棄治國的權利，但是不能叫
他放棄關心人民的福祉。
貧僧一生中，雖沒有像慧遠
大師「沙門不敬王者」，但是
，我和王者、政要來往都毫無
所求。佛光山當初啟建的時候
，因為得罪當時的地方首長，
他不給佛光山寺廟登記，一直
等到十年以後，他下台了，我
才領到佛光山的寺廟登記。我
也很自豪的說，你做政府的官
員，縱然選舉當選，總有任期
，無論四年、八年，你總不能
終生擔任官職吧！可是我做和
尚是一生的，我以一生的歲月
，跟你的政治生命相比，我比
較穩操勝算。
佛光山啟建，雖然我們也辦
了多少文化、教育、社會福利
的事業，但我們沒有求助政府
給我一塊錢的補助，為什麼？
因為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
想法。所謂「大丈夫達則兼善
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我
抱著這樣的原則，等於佛陀「
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來
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我
既是佛門弟子，有什麼不能效
法佛陀的行為呢？ （待續）

文／中玄
台灣新北市立圖書館的北大
特區分館落成了，我和老妻特
地去參觀。圖書館是4層大樓
的第4層，我們在旁邊的公園
一看，看到2、3樓的左、右邊
各有「公共托育」與「公共托
老」兩個牌示。才知原來這棟
大樓，除了圖書館，也有兩層
樓房是社會局在使用。
我很少看到托幼與托老兩個
單位在一起的，如果辦得很理
想，那麼這棟大樓應該就是國
父所謂的「大同」世界了──
老有所終，幼有所長。
當家庭裡的青壯年，忙著上
班、拚事業的時候，白天，年
紀大的父母親可以來這裡托老
，還沒上學的小孩子，也可以
在此托育；下班時，再老、少
一齊接回家。也可以順便在4
樓的圖書館借幾本繪本書回去
讀給小朋友聽；父母親如還可
閱讀，在托老所裡，也可抽空
上去看看書報呢！
這樣的願望，應該是許多年
輕人期待的，希望政府多設立
這樣「公共托育」與「公共托
老」在一起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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