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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依山傍水，翠竹環繞。

祖庭大覺寺
興大覺寺，始
建 於 南 宋 咸 淳
由志甯禪師首建，
至今約七百多年，
名為「白塔山大覺禪院」。近代《宜興縣誌》記載
，寺名為「元上鄉白塔山大覺寺」。
覺（即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在此出家。後值
師兄今觀法師返回主持寺務，大師兼任白塔國小校
庭禮祖。眼見片瓦無存，不禁興嘆：「當盡復興祖
庭之志。」
後來獲得江蘇省宗教局翁振進局長建議恢復祖
庭，無錫、宜興諸位領導，宜興佛教協會等均一致
渚鎮橫山村王飛嶺岕「雲湖」之濱建立新寺址，占
地二千餘畝，依山傍水，翠竹環繞。
光暨第二期工程奠基儀式。大雄寶殿工程即將開始
學院等。完成後，即以「大覺寺」為名，第一期工
程觀音殿改名「大慈庵」，容納四眾弟子修行度眾
。希望大覺寺之復建，有助於社會道德成長，人心
淨化云爾。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緣起
年，由臨濟宗第四十七代弟子志開上人擔任住持。
為師，成為臨濟宗第四十八代傳人。
文革期間被毀。
祖庭。
西渚鎮“雲湖＂之濱，易址重建大覺寺，占地二千

獲宜興市宗教局發放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同時獲
得全世界佛光人群策群力的協助，共同認定為“佛
光祖庭＂。
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導覽簡章
：“佛光普照千處祈求千處應，大覺圓滿苦海常做
度人舟＂。走出山門，左右楹聯：“問一聲你今哪
裡去，望三思何日君再來＂，橫幅：“回頭是岸＂
。
之典範。本園內羅列大迦葉尊者……以及大愛道、
妙賢、蓮華色三位比丘尼。陳列三位比丘尼，是肯
定女性的智慧、能力、修行，為當代女眾自立自強
之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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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幅、豐子愷護生圖四十八幅，以及星雲大
師親自書寫一筆字，共十二幅。

，即：行慈不貪著，見不淨不起瞋心，行布施要有
智慧，希望所有發心行菩薩道的善男子、善女人，
大家共同來實踐，成就美好世間！

禪河定水
力，遍護一切眾生；千眼代表無限智慧，遍觀宇宙
世間。虔誠禮拜之際，可期許：“求觀音，拜觀音
，不如自己做觀音。＂
廊可遮風避雨。
動，並有星雲大師出家因緣、大陸文化行等，以及
佛光山四大宗旨之介紹。另有特展區，於每一至二
個月更換展示內容。
以簡食讓來參訪的人方便用餐。
慈無貪著，觀不淨無恚，

的多功能寶塔。
側是東方琉璃世界和西方極樂世界彩石玉雕。彩雕
兩旁各有一座香柏木塔。星雲大師特別題寫詩雲：
“一佛二塔兩世界，三面白玉世間解，萬千僧信修
福慧，五洲七眾十方來。＂
《下接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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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有智慧，不如法的布施不但沒有功德
，反而會造罪。比方：我拿錢救濟對
方，卻不問明用途，結果他拿了錢做
壞事，增長人心的貪瞋愚癡，這樣的
行捨不是愚癡嗎？所以行布施的時候
，必須善加抉擇。

，眾生歡喜踴躍，天人奏樂讚歎之景象。

用，希望所有來寺的人，都能與佛接心，點亮心靈
的燈光，學習佛陀的慈悲智慧，使心靈得到淨化，
人格獲得昇華，進而創造祥和安樂的社會。大覺寺
是十方供養，無論個人、家庭、機關團體都可以來
親近，希望來者能體會眾人願力的成就，感受世間
善緣的美好。

027

《上接第一頁》
殿前設有“菩提廣場＂，並延伸連接“成
佛大道＂。成佛大道，是眾生修福修慧的田地，是
修學佛法的正道，一步一步走向大雄寶殿，就如同
我們向著成佛的目標走去。
佛陀行化本事圖、護生圖與佛陀經偈

【星雲說偈】何為菩薩

幼小獅群、象群。獅子象徵威德智慧，大象象徵廣
大願行；寓意學佛須“解行並重＂、“福慧雙修＂
，在日常生活裡應用、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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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菩薩」。究竟什麼樣的人可以稱為「菩薩」？
簡單說，舉凡發心向上、向善，為利益他人不畏懼
苦難者都可以稱為菩薩。既然大家有心向上向善，
應該怎麼做呢？
心。有慈悲心的人，一心只想給人快樂，為人拔除
痛苦；為了幫助他人，他可以捨棄一切而心中無悔
，所以慈悲心是很可貴、很令人讚歎的。做人，寧
可以沒有財富、沒有智慧聰明，寧可以天下什麼東
西都失去，但不能沒有一點慈悲，有慈悲才像個人
。行菩薩道首要具備的，就是慈悲無貪著。
意的人與事，不能起瞋恚心。很多的人憤世嫉俗，
經常為了一點小事就大發雷霆，甚至舉拳動刀。世
間究竟有多少事能如我們的意？兄弟姊妹不一定讓
我們滿意，父母師長也不一定讓我們信受服從，甚
至我們對自己也未必滿意。不妨自我觀照一下，自
己的行為清淨不清淨？起心動念清淨不清淨？你原
諒自己，卻處處不原諒別人、要求別人，這是不公
平的。
2

河隨浪淨，定水逐波清，

悟道很有心得，與寶誌禪師齊名，人稱「梁代二大
士」。
河水，經常隨風浪鼓動、翻騰不已，看不清河底的
種種面貌。如果有了禪，讓心靜定下來，就能照見
自己的本來面目。
們大家的，禪也是大家的。那麼，禪是一個道理嗎
？不是，禪不是一個道理，禪是我們每個人的心，
是人生的放曠、生活的幽默，是一種直覺、一片定
慧。禪裡面無所不包、周遍含容，是每個人內心的
寶藏。
道，明心見性、認識自己。就如照鏡子，鏡子裡映
照出來的只是假相，並非真實，經過參禪悟道的過
程，才能真正明白世間一切。
若能時時將心安住在禪悅法喜裡，那就是禪者的生
活了。
來，正覺本性現前，心慢慢明白起來，「我知道了
！」「我懂了！」到了那個時候，種種分別罣礙、
疑慮漸次止息，迷執妄情也會隨之滅除。
寧靜，不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一件事而起伏妄動
，也不會輕易受到外境的影響。所以，一個內心平
靜的人，面對人事，不管恩也好、怨也好、善也好
、惡也好，都能如如不動，這就是靜心的功夫了！

佛光菜根譚
對治塵勞妄想，並不是要我們離開塵勞妄想，
因為「逃避」不是辦法，而是要在塵勞妄想裡，
面對現實，不被塵勞妄想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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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十四轉
人生要能「轉」，不管轉運、轉心、轉業、
轉型，所謂「轉機」，能轉，才有改善的機會，能轉
，才能重現生機。
參考：
一、轉迷為悟：把心中的迷惘轉為日光遍照，無所不
明，即是悟。
二、轉凡為聖：把凡夫俗子的貪瞋愚痴，轉為聖人君
子之行，即能超凡入聖。
三、轉邪為正：黔婁之妻云：「寧可正而不足，不可
斜而有餘。」斜就是不正，心術不正、行為不正，都
不能成為正人君子，所以人生要轉邪為正。
四、轉愚為慧：佛教的《百喻經》裡有很多愚人的故
事，都在啟示愚痴的可怕，所以要轉愚為慧。
五、轉惡為善：古往今來，多少十惡不赦的人，如果
都能轉惡為善，則天下太平矣。學佛的人，能夠轉惡
為善，才能與佛法相應。
六、轉弱為強：國家的政治、軍力，甚至個人的體力
，如果衰弱不堪，就容易被人所欺；能夠轉弱為強，
就能力圖振興。
七、轉危為安：危機即轉機，所以遇到危難時，只要
能轉，就可以化險為夷，就能轉危為安。
八、轉難為易：遇到困難的事，能夠請教高人，得到
指導，則易如反掌。
九、轉苦為樂：苦樂都繫於吾人一心，吾心一轉，苦
即是樂。
十、轉己為他：自己有功德好事，要能回向他人，能
夠「回自向他」，就能「回小向大」。
十一、轉貧為富：貧富不應對立，貧富要互補互助，
才能共生共榮。
十二、轉暗為明：所謂「千年暗室，一燈即明」，只
要我們能點亮心燈，就能轉暗為明。
十三、轉小為大：吾人要將小心、小願，轉為大心、
大願；能轉小為大，就是進步。
十四、轉事為理：事相上的一切都是有限的，發心修
行，將有相、有限的世間法，轉為無相、無為的出世
真理，就是大智慧。
；轉更要有魄力，尤其要轉得有意義。能把世間的「
有為法」，轉成「無為」的功德，人生的境界就不一
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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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就答：「脾好醫，氣好醫，脾氣不好
醫」。暗喻朋友的脾氣不佳，當場博得
滿堂彩。紀曉嵐的下聯，道出情緒影響
一個人的身心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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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要有吃相

種食補、藥膳等等妙方。佛門裡談的養生，則沒有世
間上的十全大補，食物上講求清淡簡約，尤其過堂用
餐，大眾魚貫進入齋堂，共同唱誦〈供養咒〉，食存
五觀想，平等受用眼前的飯菜，培養不揀擇食物、不
貪不憎的態度，如實接受信施的供養，真能歡喜的咀
嚼出菜根香。
性上著墨用功夫。星雲大師曾經開出了一帖十味藥，
藥方為：「好心腸一條，慈悲意一片
，道理三分，敬人十分，道德一塊，
信行要緊，老實一個，中直十成，豁
達全用，方便不拘多少。」就是要用
一分善美的心念，與人溝通相處，心
胸愈是寬闊豁達，便愈能心包太虛，

於「養」一分活的「生」命。先要能
培養一種清淨簡約的生活習慣，養成
專注一心的能量；而後能泉湧生命的活力，也就是大
師說的，以佛法為基底，忙出生命的養分，忙著發心
服務大眾，忙著給人歡喜，自然沒有時間煩惱、生病
，真是養生的無上妙法。
經二十年的努力，終於要開光落成。大師資助學院五
位懂得法文的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學習，並進行易地
教學。師兄們問學生：到歐洲適應得好不好？有沒有
時差？學生紛紛表示，和本山一樣正常五堂功課，行
堂作務，跟著師兄長在活動中送往迎來，忙得歡喜不
已，沒時間想時差。
作習中，長養了修行人的清淨簡約，而跨越國界的學
習，則刺激思維，增長國際的寬闊視野。當中沒有改
變的，則是大師說的佛光人工作信條，給人信心、歡
喜、希望、方便，從給人的當中，源源不絕的鼓湧出
自己生命的活力。

【老師的話】長養一分活的生命

先死，蠶因絲多命早亡；一劑養神平胃散，二盅和氣
二陳湯。」說明佛門中以平和為貴，以法為藥，最能
資養身心，開展無限的能量。

作者：永光
清朝紀曉嵐向以機智著名，有一回他身體微
恙，去找他的醫生朋友看診，醫生故意出了個上聯「
膏可吃，藥可吃，膏藥不可吃」，並說，若紀曉嵐能
對出下聯，則診費、藥費全免。紀曉嵐不甘示弱，順

與，也有短期出家修道會及國際生命禪學營，資養青
年的法身慧命，更有教師生命研習營、禪七、佛七等
不同的修行妙方，歡迎大家共同回山充電，為自我長
養一分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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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文瑜（功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有位朋友日前跟我大吐苦水
說，上個星期她姐姐的兒子到家
裡來玩，他目前就讀國中三年級
，學校成績十分亮眼，住在她那
裡也十分乖巧，會幫忙照顧家裡
年幼的孩子；不過，有一件事情
讓朋友十分苦惱。
國中三年級的小大人了，但是吃
東西時吃相極差，除了咀嚼時會發出引人注目的聲
音外，用餐時更像是惡虎撲羊，生怕吃不到似地狂
夾猛吃！朋友的家人看在眼裡，覺得很誇張，但礙
於是親戚的小孩，也不好意思多說什麼。
，這個孩子會有這樣的行為，全都是因為從小沒有
建立起良好的用餐習慣，才會導致現在無法改善的
不良習慣！
及用餐規矩，她認為只要孩子願意好好吃飯，無論
用何種方式用餐都沒有關係。就因為這樣，所以就
讀國中三年級的兒子即使已經這麼大了，吃飯的方
式和應有的禮貌都還像個小小孩一樣。
月前，看到鄰居餵四歲女兒吃飯的方式。鄰居的女
兒現在雖然已經四歲了，但除了願意喝牛奶和吃甜
食外，一般正餐的食物一口都不吃。鄰居為了增加
女兒吃飯的食欲，不僅把飯菜全拿到戶外來，好讓
女兒一邊玩一邊吃，還跟在女兒身邊隨時等著餵她
吃飯。只要女兒說一聲：「我要吃！」鄰居立刻開
心地把飯菜送到女兒嘴邊，當女兒吃下去時，還會
心滿意足地說：「太好了，又吃一口了！」
家都希望孩子可以健康快樂地長大。當孩子不願好
好吃飯時，父母就會焦急地擔心起孩子的健康問題
，怕他肚子餓會長不大或因為缺少營養而減少抵抗
力。所以很多父母會用盡各種方式來讓孩子乖乖地
把碗裡的飯吃完。但是，有時或許因為太過擔心或
焦急，往往會忽略了吃飯時要建立的良好用餐習慣
和用餐禮儀。
飯吃完」，而忽略了在吃飯過程中要建立的良好習
慣，例如，吃飯要坐在餐桌椅前、吃東西要用筷子
（或湯匙），不可以用手抓、吃東西要細嚼慢嚥，
不要發出聲音……那麼在孩子長大之後，就必須為
了這幼年時期沒有建立好的良好習慣而付出更大的
代價。
用餐行為，心裡除了會覺得很不舒服之外，還可能
因為這些不適當的行為而減少與他之間的交往及互
動；而這樣的行為如果出現在大眾場合，也會被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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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側目，徒增困擾！因此，當孩子
剛開始用他稚嫩的小手拿著湯匙吃飯
時，父母除了要關心他們有沒有把營
養吃進肚子裡，還要在孩子年齡漸長
時，在適當時機給予適當的提醒和教
導，讓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建立起良好的用餐習
慣和用餐禮儀，這樣才能在長大後，不用為了用餐
之事徒增自己與別人的困擾！

自製痠痛暖暖按摩油
文／郭姿均（迷迭香花園執行長）
天氣漸漸轉涼，很容易有關節痠痛、肩頸疼
痛、肌肉僵硬的人，現在可以開始準備自製痠痛按
摩油了，這個按摩油製作期需要一個月，現在準備
正是時候。
差，導致關節活動能力下降，讓原本退化性關節炎
周圍的組織發炎情形較為嚴重，造成疼痛、腫脹及
紅腫；另外，痛風因為尿酸過高，身體無法代謝，
累積在關節，也會導致關節疼痛
，甚至變形；自體免疫性疾病如
類風溼性關節炎，則會在全身的
關節產生發炎性破壞，到了冬天
病情加劇。
製作暖暖按摩油，原料有乾辣椒
、山金車及壓碎的老薑，選擇這
些原料時最好以無農藥或有機產
品為優先。辣椒能夠促進血液循
環及減少疼痛感；薑能夠使身體溫熱，驅走寒意，
溫暖四肢；山金車是一種歐美常見的植物，常用於
筋骨拉傷、痠痛、腫脹、疼痛、瘀青等。
飲，能夠舒緩腫脹的關節及幫助身體代謝尿酸，西
方人常拿蕁麻葉的嫩葉做成沙拉，或做成義大利式
餃子，台灣沒有新鮮的蕁麻葉，但網路上可以購買
得到。
暖暖按摩油
材料：
製作方式：
一、玻璃瓶先用滾水煮過消毒，待乾後，再放入乾
辣椒、生薑、山金車等，然後倒入葵花油，油要蓋
過植物，以超過一吋為宜，用蓋子蓋起來，牛皮紙
袋罩住，放在溫暖的窗戶邊一個月，開始的第一周
每天要上下搖晃植物瓶。
二、待一個月後，用濾網過濾出植物，將浸泡油倒
入暗色玻璃瓶中，待有痠痛、肌肉緊繃時，就可倒
註
水分，以免製作過程中發霉。

佛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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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佛光聯誼會喜遊聖地牙哥

7.21-7.22.13

光會世界總會安排下，至聖地牙哥參訪，由妙轉法
師帶領聖地牙哥協會會長林勤經與幹部、會員熱誠
號海岸公路，欣賞太平洋濱美景，抵達聖地牙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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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提問，法師鼓勵大眾放下自我，
多多讀書透過文字法寶歸向佛陀真理
，時常內觀自省，聞思修證。幸福與
安樂的人生從轉念開始，追隨佛陀的
腳步，生生世世走一趟覺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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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八
月十日圓滿，上午啟建「供僧道糧總回向」，下午
舉行「三時繫念佛事」，由住持依宣法師主法。
8.10.13

導李治國帶領佛光義工們、青少年團員及西方人士等

8.3-8.10.13

衆

史，為少數僅存維多利亞式紅頂大型建築，是美西
最早全面裝設電燈的現代化旅館。隨後抵達西方寺
，大眾享用義工們準備精美素食，並於晚餐後參與
歡迎會，由聖地牙哥佛光會會長林勤經主持，並安
排有佛青精彩功夫扇、孔雀舞等表演及團康遊戲。
隔日上午安排市區觀光及遊港，並鑑賞著名古帆船
中途島航空母艦。緊接著
登上大型遊艇遊港，飽覽
兩岸風光與港中各式軍艦
與各種海上動物。回寺中
餐時，巧逢洛杉磯協會陳
美蓮、麥亦芃與聖地牙哥
生日，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特準備蛋糕慶生。下午
文惠分會長帶領富於趣味的活動，倘佯在海邊陽光
下，引來許多遊客駐足圍觀並参與同樂。

「幸福•從心開始」佛學講座

7.26.13

聖地牙哥佛光協會禮請多倫多佛光山寺住持永固法
師蒞臨西方寺演講『幸福˙從心開始』，百餘位信
徒聞訊紛紛參與，大殿裏座無虛席。法師以去年星
雲大師佛光會主題演說『幸福與安樂』：淡泊知足
、提放自如、慈悲包容、無私無我的四大法寶，懂
得運用幸福就屬於你。世人一旦放縱欲望追求物質
，放棄親情友情修
道，最後離世時帶
著自責愧疚，這些
內心深刻的感受就
是業力。法師說用
佛法改變自己是大
修行：生命是持續
的旅程，必須透過種種行門修持，對峙自我中心的
習氣，由戒生定，由定生慧，在漫長的輪迴路上不
斷提升。問答時間大眾針對生活、修行、讀書各種

8.31.13

山宗長星雲大師所
倡「環保與心保」
理念，以及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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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
來，聖地牙哥佛光協會已多次定期來到巴布亞公園從

孝親報恩梁皇寶懺

西方寺與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分會參加本區大學嶺

區內，到處都可看到各個戴著鬥笠拿著掃帚，揮汗如

」，依宣法師協同佛光會
長林勤經、李治國、連增

導下，佛光人拿起各式工具，展開清潔公園的工作。
大家同心協力，清除垃圾、掃落葉、拔野草、移除枯
木、鋸斷老枝雜木…等，再把清出的垃圾搬上卡車。

金剛前往搭建帳篷與攤位
西方寺贊助下所繪製之彩
繪燈籠，攤位甫設置完成
，即湧進數十名社區人士參訪詢問；佛光人與其自
在聊天，並介紹星雲大師書籍和佛光小叢書。美籍
他人分享學佛心得、如何開始瞭解佛教，以及西方
寺提供佛學、打坐、認養
公園、提供社區中小學獎
助學金等各式弘法活動與
服務。中午，佛光三寶舞
獅團於現場舞獅，讓全場
再度掀起一片高潮，給觀
眾留下美好深刻印象。六

一次參加義工行列，仍是一路帶領其他學生擔任清除
她先生一同參加除
草的工作。更有一
位義工帶著三歲半

往生助念

8.30.13

9.15.13

工作中兩人相識進而相知，交往七年，以老實體貼、
勤奮上進，終於得到嶽父大
人認可，有情人終成眷屬。
下午三點喜樂奏起，新郎新
娘由依宣法師帶領，進入大
殿，雙方家長禮佛入座，齊
唱三寶頌。住持福證後新郎
新娘向主婚人奉茶，李治國
督導致謝詞，並傳遞三十年前父親叮嚀婚後守則“要
看對方重於自己，要為對方多做、多想，勝於自己＂
會合唱團獻唱“美滿姻緣＂祝福這對新人；依宣法師
勉勵新人共結菩提眷屬後，要知道感恩、珍惜因緣、
護持佛教、建設佛化的家庭，做為社會恩愛夫妻的模
範。並祈求三寶加被，祝福兩位新人永遠幸福美滿、
白頭偕老。

動，邀請所有佛光人及親友參加，一早大家興高彩烈
至西方寺集合，由輔導法師依宣師父帶領，共六十多
人參加。聖地牙哥海港是美國西海岸最美麗的港口，
集海軍重要基地、商港、觀光景點於一身，呈現多樣

科羅那多大橋，是聖地牙
哥著名地標，遊艇穿越過
橋，向南行駛，可遠眺僅
六哩之遙的墨西哥及整個
海灣全景。科羅那多大橋

中心，西接科羅那多島，全
磯佛光協會會長陳倫傑偕夫
人蒞臨、佛光會督導陳文英
、馮忠勇伉儷、黃維德伉儷

呎，即使是大型海軍船艦都
可以從橋下自由通行無阻，

李怡頻獻上衷心的祝福。永結同心的紗幔、綴滿花草
的拱門佛光人集體創作，傾心投入籌備各項婚禮細節

建築工程院頒賞『最精巧而
優美的大橋』殊榮。林師姐
表示雖然已旅居此地多年，還是第一次乘船遊港，許
多長者也喜歡此次活動，中午結束了海灣遊覽行程，
享用精美素食後賦歸。

國師兄聞訊，立即召集佛光會會員趕往遺體安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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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為西方寺莊嚴的大殿布置得喜氣洋洋。
新娘李怡頻來自佛化家庭，幼小時即常
隨祖父母、父母到西方寺禮佛，在父親
前會長李治國帶領下，盡心盡力為大眾
服務；曾任佛光會青年會會長，推展公
益活動，表現傑出，深獲青年總團部慧傳法師表揚。
怡頻自小乖巧孝順，以獎學金與打工完成大學學業；

長李治國長女李怡頻舉行佛化婚禮，由住持依宣法師

八月三十日

助念，諷誦阿彌陀經、往生咒、念佛。八月三十一
日
場為往生者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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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13

起參加，以實際行
動詮釋了身教重於
言教；而來公園的
遊客們也表示，雖然天氣炎熱，但是看到仍有這麽多
佛光人願意為環保付出，使公園變得更幹凈、整潔，
大家也紛紛加入義工的行列！經過兩個多小時忙碌，
終於將公園整理的井然有序，舒適怡人。在此熱浪侵
襲的高溫下擔任環保義工，更能體會人類持續破壞環
境所造成地球氣候異常變化的意義。期望社區人士都
能以佛光人為榜樣，共同維護地球。

佛化婚禮
期待與社區鄰居大眾廣結好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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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巴布亞公園

西方寺於八月三日啟建「孝親報恩梁皇寶懺」，為
步於富有西班牙
特色的海濱商店
。隨後前往位於
北島南側着名的

佛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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