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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護國土，使兩國不
用戰爭而達到和平？

星雲大師講　弟子滿觀記錄

� 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快要結束時，發了一個電
報到中國，他問太虛大師：「佛教
對世界和平的獲得有什麼方案？」
太虛大師回答：「無我、慈悲，就
能達到和平。」無我、慈悲真能獲
得和平嗎？無我，並不是說我死了
就是無我，而是能消除、化解「我

的思想」、「我的意見」、「我認為」、「我要什
麼」的執著。因為這個世界不是一個人的，是大家
共有的，必須尊重和包容別人有不同的觀念、意見
與欲求。慈悲，就是待人好，能調換彼此的立場，
慈悲心就容易生起。所以，「無我、慈悲」不能等
閒視之，將此擴展開來，確實能達到世界和平。
� 國際佛光會成立以來，為了促進世界的友好
、和平，我也不斷的提出許多佛教理論，例如「歡
喜與融和」，希望世界上每個人都能本著歡喜做事
、做人，本著歡喜利世、修行，而且不分種族、國
籍，皆能自他融和，和睦相處。如「同體與共生」
，法界一切眾生，都是彼此互相依附成就，共存共
榮的生命共同體。大家同住在一個地球上，應該捐
棄我見偏執，彼此守望相助，以同體來推動眾生平
等的思想，以共生來發揚慈悲喜捨的精神，讓地球
成為和平安樂的人間淨土。如「尊重與包容」，尊
重他人的自由，包容異己的存在。《國語》裡有一
段話：「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
講。」意思是只有一種聲音不會好聽，只有一種顏
色就沒有文采，只有一種味道不會可口，單一的物
品無好壞可言。所以明知別人跟我不同，不過不同
沒關係，好比衣服有紅色、白色、黃色，桌子、椅
子有方的、長的、圓的；容許很多不同的存在，這
個世界才會美好。　
� 還有，如「平等與和平」，平等與和平是一
體兩面的真理，真正的平等不是表面上、齊頭式的
平等，真正的和平也不是只用嚇阻、限武、禁核等
外在措施所能達成，我們要能以大尊重小，以多尊
重少，以強尊重弱，以有尊重無，以上尊重下，慈
悲寬容，消除我執，以達世界平等共尊，和平共榮
。《世界日報》最近也刊載北京胡錦濤先生提出的
觀點：「在平等中謀取和平。」──這是共產黨言
論中最好聽的一句話。因為站在大地上的每個人，
雖然有高、矮、胖、瘦的差別，但是立足點都是平
等的。
� 過去台灣說：「我們富有，大陸貧窮」，這
樣的說法是不能和平的。後來大陸又說：「我們大

陸很大，台灣很小」，這也不能平等
。因為不平等，當然彼此就不能達到
和平了。以佛教的觀點來說，「須彌
藏芥子，芥子納須彌」，「大」裡面
包含了很多的「小」個體，才能成其大，而「小」
裡面也可以包容「大」。再說一塊大石頭雖然很大
，但是不及一顆小小鑽石的價值，所以價值不是以
大小來論定。佛教講平等，每一個人都具有清淨的
佛性，不但男女平等、國家平等、民族平等、事理
平等、有無平等，法界之中一切都是平等的。站在
平等的立場來看待一切生命、種族和國家，我想和
平就容易達到了。
� 西元前三世紀左右，印度的阿育王，南征北
討，統一國家。雖然所戰皆捷，四方順服，稱臣朝
貢，但是所到之處，百姓的目光皆充滿了仇恨。後
來他篤信佛法，政風丕變，改以仁道化民，又倡導
教育，增加民眾福祉，果然德風遠播，廣為人民所
愛戴尊崇。阿育王於是語重心長的說：「力的征服
不是真的勝利，法的勝利才是真的勝利。」所以想
求得世界和平，必須在法上取得勝利。
� 《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記載，摩竭陀
國的阿闍世王想攻打跋祇國，但不知勝負如何，便
命大臣禹舍前往請教佛陀。此時，阿難站在佛陀後
面，佛陀沒回答禹舍的問題，而是轉頭問阿難有關
跋祇國的政治與社會狀況。瞭解跋祇國具有「常開
會議、上下和合、尊重法治、以禮教化、孝親敬師
、護持正法、接應四方」等國家富強的「七不退法
」之後，禹舍知難而退。佛陀以其智慧善巧，化解
了一場血腥的戰爭。再如中國南北朝時代，石勒、
石虎因佛圖澄慈悲的感化，而放棄殺戮；十六世紀
，西班牙人拉斯卡沙斯（�B�.� �d�e�L�a�s� �C�a�s�a�s）為捍衛
印第安人的權益而仗義直言，終於阻止查理五世（
�C�h�a�r�l�e�s� �V�.）大帝出兵攻打美洲大陸。
� 現在大陸一些中共高級幹部、老資格革命家
，他們一生經歷了無數的血腥、殺戮，以及殘酷的
政治鬥爭。在探討人類的鬥爭史時，他們也發現人
類無論在獲取資源和空間，或是深化、擴大民主政
治，都可以不用戰爭、暴力等血腥的手段，而是用
和平、共贏的方式來達成。他認為不管是社會主義
或資本主義，在走過暴動轟炸迭起、慘烈戰火彌漫
的二十世紀之後，「和平演進」才是最正確、最迫
切的發展道路。
� 戰爭不是維護和平唯一的手段，已是普遍的
共識。我們常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有理就是法，即慈悲、智慧、善巧、平等、尊
重、包容、正義……，能從善心、無我而產生的善
行皆是法。依正法、佛法而行，才能贏得和平；用
戰爭只有贏得戰爭，永遠不能贏得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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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寺院參訪�-華嚴寺� � � � � 2.6.11 
�2月�6日下午，華嚴寺佛堂寺院在明滿法師的帶領下，

一行�1�5�0多位的信眾，特來西
方寺參訪誦經禮拜，住持依宣
、永嘉法師及聖地牙哥佛光協
會會長李治國先生引導數位越
南華僑師姐，身著佛光會服熱
情迎接、介紹與服務招待，常
住特準備紅包�(平安果、吉祥

米、大佛法語等�)、春聯、觀音菩薩福咒、雲水三千
等贈送給貴寺及來訪信眾，祈願每個人在新的一年，
巧智慧心、吉祥如意、福慧增長，隨後又參觀佛光書
局及滴水坊，個個手提佛門寶物，歡喜的滿載而歸。

越南寺院參訪�-法華寺� � � � 2.12.11
�2月�1�2日下午，法華寺越南寺院在比丘明存法師的帶
領下，特來西方寺參訪誦經
禮拜，永嘉法師引導數位佛
光會員，身著佛光會服熱情
迎接、介紹說明，更代表常
住準備紅包�(平安果、吉祥米
、大佛法語等�)、春聯、觀音
菩薩福咒、雲水三千等贈送
給法師及來訪大眾，明存法師也回贈供養紅包及新年
的平安祝福� 。

舞蹈團新春表演� � � � 2.13.11
西方寺兒童舞蹈團於二月十三號受聖地牙哥市華人中
心邀約，參與新春園遊會的演出，當日指導老師許雪
惠老師率領著小朋友們從佛堂出發，抵達位於陽光明
媚的聖地牙哥市中心的海灣旁的演出地點。連續兩天
的園遊會吸引了眾多遊客前訪，聖地牙哥當地媒體預
估拜訪人次將達到兩萬五千人左右。園遊會提供了許
多中國的美食與小吃，例如珍珠奶茶，港式點心，也
有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商品販售。演出的節目包括了
舞蹈，功夫，太鼓，中國傳統民俗樂器表演，舞龍舞
獅以及氣功，皆由各方的華人組織表演，節目內容豐
富，舞台前座無虛席，吸引著許多路人遊客們駐足欣
賞。

畫燈籠比賽� � � � 2.13.11
二月十三日西方寺於元宵節前夕舉辦畫燈籠慶新春比
賽活動。由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第三分會策劃，協會
副會長黃麗紅師姐協助。分會長蔡雪鈺師姐協同前任
分會會長劉惠玲等人，準備十吋白色燈籠五十個，紅

、黃、藍、綠、橘、金等五顏
六色鮮豔的圖彩、畫筆，以紙
盤調色，以水杯洗筆，充分發
揮巧智慧心的妙思，為青少年
及小菩薩們準備周全的畫室，
讓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有充
分揮灑的空間。因年齡差異，

藝術表現及專業的訓練與素養不同，將參加比賽的兒
童與青少年分組比賽。每組各取優勝者第一、第二名
授予獎金，以鼓勵在海外成長的第二代多參與此別具
文化藝術意涵的活動。瓊容師姐表示一般美術比賽著
重專業訓練的繪圖技巧及色彩，寺院則著重鼓勵文化
及節慶的意涵，以創意及色彩表現年節歡樂文化的氣

氛，更具吸引力。許多佳作讓評審難於
取捨，討論之後決定捐款增設評審獎以
鼓勵孩子的用心參與。�2月�2�7日金剛寶
懺共修法會圓滿後，住持依宣法師特頒
贈獎金及獎狀給優勝者，計有�1�0�0多人
觀禮� 如下�:
兒童組�(�3�-�6歲�)�:� 
第一名�:� Kylie Bach� � 第二名�:� Karen Bach
兒童組�(�7�-�1�0歲�)�:
第一名�:� Alan Chung� � 第二名�:� Abby Linsdau
少年組�(�1�1�-�1�4歲�)�:
第一名�:� Grace Jeng� � 第二名�:� Jason Hwang
青少年組�(�1�5�-�1�8歲�)�:
第一名�:� Cassie Hwang� 第二名�:� Karlo Taboada� � 
Judges’Choice: Elizabeth Wang
英文佛學班� � � � 2.27.11
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禮請西來大學慧東法師為英文佛
學班講演開示，以期西方人士除了平時禪修練習，能
與佛光山人間佛教印心。美語人士期待諦聽僧伽說法
，共有六十多人參與，將平時佛學班教室擠得水洩不
通。慧東法師以星雲大師所著
佛法要義� ”Core Teaching” 及� 
Walpola Rahula 所著� ”What the 
Buddha Taught” 推薦美語人士
以此兩本書入門，認識基本佛
學四聖諦，八正道。佛性人人
本具，佛不是專屬的名詞，而
是認識生命本質與真義的覺者。法師提及快樂的感觸
帶來渴望與執著，經常也是生命痛苦的根源，與會人
士熱烈參與討論。基本要義討論之後，大眾一同至佛
堂大殿練習禪坐。法師提醒大眾禪坐首要正念覺醒，
敏銳體察思惟與觀照無明妄想，愈多的修行與練習，
愈能使心性清淨，心無雜念。

綠化植樹� � � � 3.5.11
佛光山西方寺於�3月�5日上午�1�0�:�0�0在聖地亞哥� Balboa 
Park Red Wood Circle� 進行一年一度的植樹活動。為
響應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所倡「環保與心保」理

念，並配合全球佛光協會實行
抗暖救地球�,共同搶救地球�,守
護地球之主旨，特擧辦此活動
以達到植樹造林環保綠化之目
的。本次活動由國際佛光會聖
地牙哥協會主辦，西方寺住持
依宣法師及李治國會長帶領佛

光會員，青少年團員，愛心媽媽，西方人士及� 
UCSD (Alpha Phi Omega) 學生社團等�5�0餘人協助
Balboa Park� 植樹。在公園管理處� Carole� 女士的引導
下，每株樹由師兄�4至�5人搬運到適當的位置，師姐們
則負責鏟土及覆土。所有佛光會員們各個捲起衣袖傾
盡全力，在大家辛苦揮灑汗水的通力合作下，一步一
腳印的將�1�9棵�1�5至�2�4加侖大的樹，一一搬運種植完成
。由於地形險峻加上每棵樹都頗具份量，幾位師兄在
運送過程中因此有些擦傷，還好皆幸無大礙。最後眾
人一起清理枯葉，整理周邊環境，並且拍照留念。公
園管理處對西方寺及所有佛光會員這種持續不斷的義
行亦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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