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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密使路之十一

星雲大師的兩岸佛緣
▓舊庄居士

何必掛懷「政治和尚」？
提起佛光山的星雲大師，外界有

人給他扣上一頂「政治和尚」的大帽

子。這有些冤枉，也可能言過其實。星

雲自忖，他一生沒有從事過一天的政治

活動，也不想當官，但為何被戴上「政

治和尚」這頂帽子？主要因為當年黨外

人士不滿他親近國民黨。事實上，具有

大眾性格、廣結善緣的星雲，因為徒眾

多，影響力大，自然成為政界青睞拉攏

的對象。

中國國民黨在12全會時聘他為黨

務顧問，13全會又給他一個「評議委

員」的頭銜，因緣際會，星雲也有機會

組團或應邀到大陸探親弘法，於是有媒

體開始抨擊，具有中評委身份的星雲豈

可赴大陸？有的猜測他為台灣當局帶信

傳話，有的說這個「外省和尚」是回去

被統戰的，也有人批評他在大陸採「銀

彈攻勢」。總之，人怕出名，水漲則船

高，一切的批評，只能概括承受，何必

掛懷？

廣結善緣一大師
星雲大師，1927年出生於江蘇江

都，俗名李國深。12歲那年，隨母親至

南京尋父，於棲霞山寺披剃出家，法名

悟徹，號金覺。1948年，隨僧侶救護隊

來台，於基隆下船，被誣為匪諜，與慈

航法師等人一同被捕，入獄23天。翌年

受妙果老和尚收留，落腳於中壢圓光

寺。1954年，駐錫宜蘭雷音寺。1964
年，高雄壽山寺落成，創壽山佛學院。

1967年，佛光山創建。壽山佛學院更名

為「東方佛教學院」。1977年，創辦普

門中學，1988年，西來寺落成。1990
年，西來大學成立，1993年，佛光大學

破土，1996年創辦了南華大學，2011年
於澳洲設立南天大學。

「未成佛道，先結人緣」，佛光山

能有今天，與星雲的廣結善緣，誠意結

下的朋友緣、信徒緣，緣滿天下緊密攸

關。正如星雲為佛光大雄寶殿親題的一

幅對聯：

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

萬人修，萬人捨，同結萬人緣。

在政治這條路上，星雲雖不想沾，

但政治卻找上門來，讓他既摔不掉，也

躲不開，並蒙受不少不白之冤，這真是

「歡喜做，甘願受」了。在這裡舉幾件

事例與讀者分享。

1994年，台灣舉行首屆台灣省長民

選，曾經擔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長、

吳家一代都是佛光人的吳伯雄，有意出

馬競選，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那怕台

灣省只剩下一個阿里山，他也要競選到

底。星雲知道後對他說，龍虎相爭必有

一傷，果真有心為民服務的話，什麼不

可做，為什麼一定要選省長呢？並勸

他：「人生不一定要做老大，做老二也

有老二的妙處，退一步則海闊天空。」

最後，在老父吳鴻麟和女兒等人的親情

勸說下，吳伯雄終於欣然同意退讓，國

民黨中央至此也鬆了一口氣。這是吳伯

雄展現了不爭的風度，而星雲大師的

「老二哲學」也適時發揮了作用，勸退

了吳伯雄，也「顧全大局」。

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全民直選

總統，當時有四組人馬競逐，第一組有

中國國民黨提名的李登輝與連戰；第二

組是代表民進黨的彭明敏與謝長廷；第

三組是自由參選的林洋港與郝柏村；第

四組是沒有政黨加持的陳履安與王清

峰。由於陳履安是佛光山的弟子，更是

一位佛教徒，星雲義不容辭的發動佛光

會員為陳履安所必須的四十萬人連署而

努力盡心，並在道義上支持。後來陳氏

並未當選，有人擔心李登輝會不會挾怨

報復？或許星雲並沒有公開為陳履安站

台，掌權者也就既往不究了。

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時，國民黨

需要一個強棒出來和競選連任的陳水扁

對決。那時，大家都認為黨裡形象最好

的是馬英九，希望拱他出馬來競選，但

馬英九卻始終不願意。連戰當時是副總

統，為此拜託星雲，希望他參加勸說的

活動，說服馬出來參選。星雲記得兩人

在一間小房子裡對談了幾個小時，最

後，馬英九終於接受國民黨的徵召，出

馬競選台北市長，並且順利當選。

與大陸中央領導的來往
據星雲自述，他的政治意識不強，

但對於愛國愛教，希望人民幸福安樂的

▲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與馬英九。▼星雲大師與吳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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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卻很濃烈，所以早在兩岸沒有互動

往來的時候，他就很努力，希望自己能

成為溝通的橋樑，促進兩岸和諧發展。

為他牽線的是趙樸初居士，時任中

央政協副主席。1989年春，星雲組一個

國際佛教促進弘法探親團到大陸訪問，

受到隆重接待，並與政協主席李先念、

國家主席楊尚昆會見，在與楊尚昆主席

會見的數小時中，星雲坦率對文革期間

破壞宗教之事表示關切，也希望把寺廟

交還給出家人主持。甚至語重心長的懇

勸：「你們不信宗教沒有關係，但一定

要懂宗教。」最後，他提出三點建議：

其一，對於佛教的寺院，不應有

園林單位進駐，也不宜把寺廟歸於文物

單位。也就是園林和文物單位應該退出

寺廟，所有的寺院歸還中國佛教協會管

理。

其二，希望大陸方面不要常說：

「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因為

文攻武嚇會給世界人士對大陸產生不好

的印象。

楊尚昆回答，這句話是對其他黨派

而說的。

其三，宣布台灣和大陸海峽兩岸成

為和平區。

楊尚昆一聽，興奮的回答說：「你

講得很好。不過，可否你先回到台灣，

請台灣方面宣佈金門、馬祖為和平區。

從金、馬和平區做起，逐漸擴大，應該

會到達你說的目標。」

自1989年之後，因為許家屯事件

（詳見第四段），星雲被列入大陸的黑

名單之內，連返鄉探親都不容易。在往

後的十年內只回鄉探親兩次，都是由趙

樸初居士出面，透過政協主席李瑞環的

幫助，始以特例處理而放行的。

2006年，在杭州舉行第一屆「世界

佛教論壇」時，透過幾位宗教人士的安

排，星雲於上海和江澤民總書記會晤。

江澤民見面第一句話便說：「過去的種

種，一切到此為止。」兩人很高興的談

起佛學來。除了江澤民外，星雲也和海

協會會長陳雲林、國台辦主任王毅、前

後任統戰部長劉延東、杜青林等見面會

談。2008年4月，政協主席賈慶林在人民

大會堂湖南廳接見星雲，誇讚他愛國愛

教，並特別表示最欣賞他發表在《聯合

報》的〈體念蒼生，感謝台灣，我拒公

投〉那篇文章。

2013年10月，星雲大師出版一套

四冊的口述歷史《百年佛緣》（北京三

聯版），並在會面時贈送給習近平總書

記。最近，習近平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

譽主席連戰率領的訪問團時，提及已看

完星雲大師的書。據知，星雲大師作品

共有四十六種，這一來造成洛陽紙貴，

《百年佛緣》一夕之間銷量大增，大陸

各地書店幾天內便發書一千六百多套。

一生提倡「人間佛教」、「生活

佛教」，標榜三「好」（存好心、說好

話、做好事）的星雲大師，最近更發願

印製六千萬冊《獻給旅行者三六五日：

中華文化佛教寶典》，推廣至全球旅館

及民宿，當床頭聖經，期望在風塵僕僕

的人生旅途中，為旅人指點迷津。

許家屯事件說從頭
許家屯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有

人戲說他是香港王或地下港督），與星

雲同為江蘇人。1989年當星雲所率領的

弘法探親團結束全部行程，取道香港返

回洛杉磯時，許家屯親自設宴款待，論

動機，不無統戰意味，但當兩人以鄉音

交談時，卻一見如故，當時星雲禮貌性

的表示，邀許方便時至西來寺一遊，許

也欣然答應。人情練達的星雲回到美

國，又致函許家屯，對在香港受到的接

待再表謝意，並重申歡迎赴美一遊之

意。時值「六四」之前，許社長還在辦

公室內傳閱了此信，並不經意的笑稱：

「星雲『策反』的信來了！」

據陸鏗的說法，許家屯在香港六

年半，基本上是按中央領導的指示，採

取「不干預」、「少干預」、「多交朋

▲星雲大師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大陸國家政協主席楊尚昆會面，右為趙樸初居士（1989年3月）。▲星雲大師與大陸政協主席李先念會晤（198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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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多聽意見」的方針做事的。因

此，他成了香港人的「知音」。這從香

港人對他的「去後之思」，可以證明。

在「六四」風波中，香港新華分社

與各中資機構的不少員工，參與並支援

天安門學生的愛國行動。

「六四」之後，中共高層爆發整肅

內鬥，開明派失勢，許家屯因在六四期

間同情學運，未阻止新華社同仁支援香

港的抗議活動，也被列入「秋後算帳」

的黑名單中。他深感「繞樹三匝，無枝

可棲」，次年5月以「旅遊休息」的名義

悄然飛美，實際上是躲避保守派對他的

迫害。當時星雲正在澳洲籌建南天寺，

一日忽然接到名記者陸鏗電話，告知許

家屯人到了美國，可否幫忙給他找一個

暫時棲身之所。星雲自忖，站在佛教立

場，一個曾經跟我有緣，而今落難的

人，不管什麼關係，基於人道便應該給

予一點方便，所以毫不遲疑答應在西來

寺提供房子給許和他的隨從人員暫時居

住。為了此一突來的事故，星雲也提早

從澳洲返洛杉磯與許家屯見面。

然而，從大陸、香港、美國到台灣

卻像炸了鍋一樣，紛紛追尋許家屯的下

落。起初，並沒有人知道許落腳在西來

寺，十幾天後，星雲為盡地主之誼，陪

許遊覽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途經鬼

鎮，被香港遊客發現了，照片登上了香

港報紙。從此，寺中不得安寧，日夜電

話鈴聲大作，查訪許的下落。既然紙包

不住火，星雲乃與許家屯商量，「出家

人不打誑語，你明明在我這兒，我不能

騙人家你不在，老躲電話也不是辦法，

總要有個交代」。許因此同意由陸鏗及

星雲代為舉行記者會，會中宣布四原

則：

1. 不尋求政治庇護

2. 不洩漏國家機密

3. 不接受媒體訪問

4. 不接觸民運人士

記者會過後，外界對星雲仍議論

紛紛，指責他不該捲入政治，甚至懷疑

他別有用心。往者已矣，抱慈悲為懷的

星雲對此並未後悔，他直說，沒把許家

屯當政治人物，只當一個需要幫助的

人。雖然星雲始終嚴守分際，不涉入政

治，曾拒絕西來寺作為民運人士的集會

地點，也婉拒在西來寺為「六四」亡者

超渡，但中共方面依然芥蒂在心，於次

年開除許家屯黨籍的文件中說，許家屯

叛黨出逃後，還公然跟反動勢力（台灣

的星雲和尚與反動文人陸鏗等）混在一

起，算是給星雲落實了罪名，並禁止他

再踏入大陸。

星雲是個出家人，晚年卻淌了不少

政治渾水。

在兩岸前途問題上，有人將他歸入

統派，星雲自己有很好的表白：「其實

我不屬於任何派，只有一份台灣情，一

顆中國心。」 （作者為史學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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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化，2007。
4.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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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節的最佳獻禮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序
▓陳三井

本會創會理事長吳鐵城先生，人

稱鐵老，隨政府播遷來台後，於民國42
年（1953）11月19日在台北逝世，享年

65歲。當時我只有16歲，尚在中學讀高

一，所以無緣認識他，與他個人也沒有

任何交集。雖然在他生前沒有見過面，

但以後我升大學念歷史系，並以研究近

現代中國史為志業，對鐵老的大名倒是

編按：10月21日是華僑節，為慶祝此一

海內外僑胞共度共享的佳節，更為了追

念吳鐵城理事長創立南洋華僑協會（華

僑協會總會前身）的卓識遠見，本會特

推出《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一書，做

為獻禮，本期先刊出兩篇序文，以饗讀

者。

頗有所聞。直到民國82年（1993）我加

入華僑協會總會，始知他是我們的創會

理事長，協會門口有吳鐵老銅像，每

次在鐵城堂開大會或聚餐時，鐵老恰

似在精神上與大家長相左右。民國91年
（2002）5月，我在《僑協雜誌》發表

一篇題為〈吳鐵城與南洋華僑協會的成

立〉的紀念性文章，對鐵老多采多姿的

一生始有較多的認識。

民國101年（2012）4月，本人有

幸當選理事長之後，有鑑於沒有當年的

吳鐵老，可能就沒有今日的華僑協會總

會。為了飲水思源，遂決定每年於清明

節前後，偕同理監事有志一同至五股鐵

老墳前，獻花致敬，從101年至104年，

▲民國34年9月3日，抗戰勝利，吳鐵城在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慶祝抗戰勝利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