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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紀念館落成典禮系列活動特刊
� 歷經十年建設的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2�5日盛大啟用
，象徵世界佛教新聖地誕生。
總統馬英九、各國使節、各宗
教代表、政商名流，以及海內
外逾十萬民眾齊聚佛館，兩岸
十一位高僧更共同主持祈願祝
禱儀式，見證開館與祝禱世界和平。佛光山開山星
雲大師表示，「佛陀紀念館」是要奉獻給佛陀，也
奉獻給全人類；馬英九總統見證啟用時稱許，佛館
的建成將為佛教帶來更深、更廣的發展。
山門啟鑰� 通往成佛道
� 在屏東教育大學直排輪金龍隊精湛的表演引
領下，揭開佛館啟用第一階段活動，在山門舉辦的
啟鑰灑淨儀式，由《人間福報》發行人心定和尚主
法，並邀請首泰建設董事長羅李阿昭等榮譽功德主
剪綵，隨後恭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說法。大師說
，佛館是集百萬善男子、善女人共同建成，而此一
山門能通往成佛之道，更能通達成功、通達事業家
庭一切順利，願一切來館有緣的人仗仰佛陀庇佑、
龍天護佑。
� 隨後，大眾在鑼鼓喧天的陣頭引領下，一路
從山門口穿過禮敬大廳，沿著成佛大道走向菩提廣
場，參加本館與各塔展覽館啟用典禮，此時早已湧
進數以萬計的海內外信眾與貴賓，包括：馬來西亞
首相署部長許子根、日本眾議院議員渡邊浩一朗、
丹麥市議員王立智、尼加拉瓜大使�W�i �l �l �i �a �m� 
�M�.�T�a�p�i�a等，還有一貫道代表王昆德、李玉柱等各
宗教代表。
無我原則� 屬十方大眾
� 灑淨儀式後，由馬英九總統、星雲大師及數
十位貴賓共同揭幕剪綵，同時各館上方升起氣球與
彩布，搭配佛光敦煌舞團團員在舞台區遍撒菩提葉
，宣告本館及各展覽館正式對外開放。
� 星雲大師表示，佛陀紀念館是由千家寺院、
百萬信徒護持所建成，建館前眾人問及建設原則，
他指示要用「無我」的心來建館，因為佛館不是專
屬某一個人的，它是佛陀的，是十方大眾的建築。
� 大師表示，佛陀是倡導慈悲，是崇揚和平的
，所以眾人來到佛館要培養慈悲與和平的性格。和
平是重要的價值，像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和
諧社會」，而總統馬英九也提議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大師亦提及青少年時代歷經軍閥割據、中日戰爭
、乃至國共內戰，曾被槍指著腦袋差點結束性命，
明瞭戰爭是殘忍的，和平才可貴。
� 「我一生信仰佛教，我希望以宗教帶給人間
和平與光明。」大師說，佛陀紀念館除獻給佛陀外
，也奉獻給台灣、中國及全世界的人類，「佛館在
今年底落成，做為馬英九先生連任總統的獻禮！」
兩岸高僧� 誦經同祝禱
� 代表百萬信眾致詞的佛光山信徒總代表吳伯
雄表示，佛館落成日一掃過去陰雨綿綿的天氣，在

佛光普照的豔陽天，眾人能共同見證
歷史的一刻，是何等的福報！佛館憑
藉著星雲大師「有佛法，就有辦法」
的願力，集各界精英與眾人之力建成
，可促進國內觀光經濟發展與國民外
交，「佛館不只是台灣的寶，更是全人類的寶！」
� 響應佛教提倡的和平理念，典禮最讓人矚目
的就是由兩岸十一位高僧主法的「世界和平兩岸和
合祈福法會」，由《人間福報》發行人心定和尚、
佛光山寺住持心培和尚、大陸佛教參訪團團長松純
長老、江蘇省佛協會會長心澄法師、江蘇省佛協會
副會長隆相法師、蘇州寒山寺方丈住持秋爽法師、
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靈泉禪寺方丈住持晴虛
長老、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淨耀法師、台北
市佛教會理事長明光法師、靈鷲山住持心道法師等
，帶領眾人念誦《心經》與祈願文，共為兩岸與世
界和平祝禱。
佛陀舍利� 今恭迎安座� 
� 為祝賀佛館啟用，震旦集團董事長陳永泰除
捐出一百三十四件地宮文物外，亦致贈一萬本的地
宮畫冊，另還有大陸佛教參訪團的金佛坐像、法鼓
山的聖嚴法師〈人間淨土〉墨寶，更有來自新加坡
等海外信眾捐獻的湘繡〈西方三聖〉、鑽石佛像，
還有長達數尺的〈富春山居圖〉刺繡長卷等珍寶。
� 佛館落成典禮最後在佛光山叢林學院、南區
佛光青年的歌聲中，施放和平鴿與上千顆的彩色氣
球，瞬時片片七彩菩提葉從空而降，許多信眾紛紛
讚歎：「彷彿人間佛國再現！」。
《難遭難遇》─台灣溫普成
� 第一次來到佛館，能親近佛陀的真身舍利，
感到很開心，如果台灣沒有星雲大師，台灣的佛教
就沒有今日的盛況，尤其大師早年為弘揚佛法，受
到諸多毀謗、不公平對待，就如同佛陀一般，但大
師卻不退道心反而更堅定信仰，我今日有幸能夠恭
逢如此難遭難遇的盛事，內心真的很感動。
《心靈充電》─台灣梁家維
� 這是第三次來到佛陀紀念館，每次來都有回
家的感覺，站在這裡看著雄偉的建築，什麼都不想
，內心有種感動，也很自然地在為心靈充電。佛光
山的包容性很大，想認識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就
必須深入，很多的感覺是從心裡慢慢發酵的。這次
能參加落成活動，也要感謝同修趙顧真，她讓我懂
得把握當下的因緣來此參加，想想，還有多少人在
外面，而自己何其有幸能夠融入其中，成為眾中之
一。
《日夜皆美》─美國徐綉鑾
� 這是大師結合眾人之力集體創作所完成的，
二十四日回台後，每天來看佛館，每次看都有不同
的變化與感受，建設速度之快讓我難以想像，能有
這樣的速度與轉變，也唯有佛光山才能做到。佛館
的白天與晚上，有著不同的景象，夜晚，當燈光亮
起，整棟建築彷彿變得立體，佛光大佛在燈光映照
下，彷彿浮在雲端上，看了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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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講座� � � � � 10.30.11
西方寺聖地牙哥佛光協會特別禮請西來大學校長吳欽
杉博士於�1�0月�3�0日下午二時為信眾講說心經的理解與

實踐，共有�1�0�0多人參與盛會。
吳博士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華
頓學院，金融管理學博士。心
經許多人耳熟能詳卻不解深義
，吳博士一字一字詳加講解。
『空』義尤其難解，吳博士以

大家記憶裏栩栩如生�9�1�1世貿雙子星大樓被毀滅的那
一幕為例，建築前無有的相貌，建築後成、住、壞、
空的過程講解如虛空的性質�;生住異滅生動的例子引
人入勝。

清潔公園� � � � 11.5.11 
佛光山西方寺於�2�0�1�1年�1�1月�5日上午，前往聖地牙哥
著名風景勝地�B�a�l�b�o�a� �P�a�r�k，進行整理公園活動。這
幾年來，西方寺多次定期來到“巴布亞公園”從事植

樹綠化、清潔公園的工作。本
次活動由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
協會主辦，曾瓊芬師姐策劃，
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及李治國
會長帶領佛光義工菩薩們、青
少年團員、金剛師兄等�4�0餘人

，在�P�a�r�k� �R�a�n�g�e�r－�C�a�r�o�l�e� �R�u�k�s�t�e�i�l�s女士的引導下
，整理自�1�9 �3 �5年建立的�O�l �d� 
�C�a�c�t�u�s� � �G�a�r�d�e�n。經歷了�2個多
小時，一番徹底清掃之後，終
於將�O�l�d� �C�a�c�t�u�s� � �G�a�r�d�e�n公園整
理的井然有序，舒適怡人。為
了吸引未來更多義工的參與，李會長與�R�u�k�s�t�e�i�l�s女
士商議由佛光會認養�O�l�d� �C�a�c�t�u�s� � �G�a�r�d�e�n，並在公園
入口豎立佛光會認養之看板，�R�u�k�s�t�e�i�l�s女士立即欣
然同意辦理。

中華會館百年慶� � � 11.5.11
聖地牙哥中華會館成立屆一百週年，於�2�0�1�1年�1�1月�5
日下午�1�2時至�3時舉行盛大慶祝會，特別邀請西方寺

參加，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及國
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李治國會
長、第四分會長許雪惠、第五分
會長李文惠等，在午後前住，由
中華會館會長朱培德律師、前會
長李本唐親自接待。在聖地牙哥

華人社會中，西方寺及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與中
華會館，多年來一直默默的推動社區服務與推廣教育
文化，在社區中素來享有盛譽，雙方有很好的互動與
交流。

佛化婚禮� � � 12.3.11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十二月三日西方寺護法金
剛陳俊寶居士與曾玉金女士禮請住持依宣法師福證！
親朋好友六十多人觀禮。五年前陳居士在吳善花師姐
經營的餐廳用餐時，有緣見到一張西方寺佛堂莊嚴的

照片，發願到佛堂參訪。第二天到西方
寺禮佛時，依宣法師獲悉陳居士專長攝

影，邀請他為佛堂
舉辦的各種法會和
佛光會年度活動攝
影，為佛堂活動留下珍貴的紀錄
。依宣法師恭喜新人有殊聖因緣
在佛菩薩加持下許諾終生，勉勵

他們感恩、珍惜因緣、發揮愛心、時時不忘護持佛教
。

捐贈衣物� � � � 12.5.11
近日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及聖地牙哥佛光會會長李治
國帶領范正、曹清艷等幹部將信徒捐贈的物品整理裝
箱，並在每個箱外貼上佛光會蓮花會徽。於十二月五

日全部捐贈給美國主流社會頗
富盛名的慈善團體�S�a�l�v�a�t�i�o�n� 
�A�r�m�y�(和平救世軍�)，計有全新
衣服三十箱、電腦及印表機五
台、長沙發椅三套、摺疊床一

張、床架，廚房用具及書架等，塞滿大半個卡車。
�S�a�l�v�a�t�i�o�n� �A�r�m�y以軍隊型式做為組織架構及處理行政
事務，以愛心代替槍砲的慈善組織，以街頭佈道、社
會服務著稱，尤其著重在幫助弱勢團體及窮困家庭，
給與物質與心靈的輔助。

彌陀法會念佛二永日� � � 12.10-12.11.11
西方寺於十二月十、十一日阿彌陀佛聖誕日舉辦彌陀
法會，由住持依宣法師及滿願法師、妙轉法師帶領信
徒精進念佛二永日。雖然天寒地凍，大眾不減修持的
熱情，共有信徒三百人參加，四十八朵水晶蓮花及七
彩蓮燈佈置佛前。大眾見到壇場
莊嚴，心生歡喜，紛紛請購七彩
蓮燈供奉於佛前。依宣法師開示
鼓勵大眾發願往生西方，蓮花化
生，須先修三福行：孝順父母、
慈心不殺、修五戒十善，以圓滿現世的人生。所做皆
辦，往生之後修行圓滿，乘願再來。發願才有願力，
心無染著，『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這一
念要迫切要真誠。平常多培養念佛的修行，即使每天
只有十分鐘，密行不斷，有願必成。

佛化婚禮� � � � 12.24.11
�V�i�a�n�e�y� �O�v�a�n�d�o�(歐芬妮�)來自墨西哥在美國長大，經
常路過流通處瀏覽佛教文物，與服務義工靜如師姐結

為好友，善知識的好因好緣而皈
依三寶並參加短期出家，誠心禮
佛。依宣法師請她每週定期照顧
流通處，即發心為佛堂大眾服務
。�V�i�a�n�e�y與交往多年的男友�R�u�d�y� 
�M�a�l�i�n�a�o�(馬儒迪�)決定成婚，禮

請依宣法師於十二月廿四日舉行佛化婚禮。因住持回
台參加佛館落成典禮，由永嘉法師主禮。永嘉法師祝
福新人締結美滿姻緣，共成菩提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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