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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現代詮釋--回向
 
佛門寺院道場裡，每天
早、晚課誦後都會「回向」，
過堂吃飯後也會「結齋回向」
，往生佛事有往生的回向偈，
祈願祝禱有祈福的回向偈，那
什麼是「回向」呢？
 
回向就是「寄存」的意思，像你有錢放在家
裡不安全，要把它存到銀行裡；你做了功德，希望
帶給父母健康、家人平安，這就是「回向」的意義
。回向如同播種，小心照顧，讓它發芽、開花，而
結成纍纍果實，以小小的因，成就豐碩的果。回向
又如一根蠟燭點燃另一根，燈燈相傳，自身的燭光
不會減弱，反而更亮。
 
回向也是一種「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
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的廣大心量。
回向亦有回小向大、回自向他、回事向理、回因向
果、回有向空等諸多意義。
 
所謂「回小向大」，如同我們布施一塊小小
的麵包，普願回向天下蒼生都能得到溫飽；一百元
樂捐大學建校基金，普願回向天下莘莘學子安住身
心，學業進步。本來只是一塊小小的麵包、一百元
，經過我們的回向，普天之下的人都能獲得這個功
德。
 
而「回自向他」，就好像我把誦經拜佛的功
德，回向給父母，希望父母長命百歲；參加助印藏
經的功德，回向給兒女，讓他有聰明智慧。所謂自
他兩利，就是「回自向他」的意義。
 
什麼是「回事向理」？可以這樣的解釋，我
願意化成一杯水讓人止渴；我願意舖成一條路讓大
家通行無阻；我願做一棵大樹給大眾消暑乘涼；我
願做一個孝順的兒女，讓父母富足歡喜；我願做一
個好的父母，成為兒女的模範。舉凡種種，雖然「
事相」上只是那麼一點點，但由於「心量無限」，
這個「理則」即能普施一切。
 
還有「回因向果」，我們現世今生，所行所
做，都是在「因地」，但是現世今生既然有了「因
」，當然未來或來生必定會結「果」。就如春天播
種，秋天收成；今年播種，明年收成。今生種了善
因善緣，未來就會有豐富的果實，這就是「回因向
果」。
 
另外「回有向空」，回向一定都有一個目標
，但卻是有限，你能從有限變為無限，就是「回有
向空」。如虛空能包容萬有，照見五蘊皆空，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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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切苦厄」，所以「有形歸無形、有為歸無為
」；回向的心理，等同虛空，等同法界。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
以修持回向法門，有了一點善美的念頭，或者即使
只做了一點點好事也都可以回向，以自己的能力所
及回向給別人；就像再渺小的水滴，也能成為巨大
海洋；再微弱的燭光，也能劃破千年暗室。
 
回向是無私的給予，如此善美的意念，必能
使這個人間增添幾許和諧、快樂。
 
我們平常修持發願，最後有一句「普皆回向
」，這是什麼意思呢？「普皆回向」這句話，在修
行裡是很討巧、很微妙的意思。回向是時時刻刻，
遍及一切眾生、普遍一切世界，超越時空。回向可
以讓我們瞭解因緣法，將一切成就歸於大眾；能幫
助我們去除我執我貪，明白諸法的法性本來平等；
回向，不但自身的功德不會減少，還能利益更多人
，甚至能遍及法界一切眾生，是我們實踐自利利他
、怨親平等之大乘菩薩道的最佳法門。
 
回向，要能做到「普皆回向」，這《華嚴經
》普賢菩薩十大願最後一個圓滿的願行，到此就一
切功德圓滿了。
 
回向是佛教很殊勝且獨特的修行法門，如何
在生活中實踐？有形的財，布施給了對方，東西會
愈來愈減少；而無相的法布施，功德不但不會減少
，反而因此更多。譬如手中有幾個橘子，送給了別
人，自己所剩無幾；一句慈悲結緣的好話，送給了
別人，對方實際運用於生活中，自他都能蒙受利益
。尤其回向是法布施中最討巧的法門，一碗飯自己
吃固然津津美味，與人共享，更有味道；一片花園
獨自觀賞固然賞心悅目，與人共同瀏覽，別有一番
情趣。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時常實踐回向的修行，
譬如課誦或法會結束時，唱誦：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
道。此外，如《法華經‧化城喻品》：「願以此功
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唐
朝善導大師的《觀經玄義》：「願以此功德，平等
施一切，同發菩提心，往生安樂國。」都是千古流
傳的回向文。
 
國際佛光會提倡人間佛教，也有四句回向文
：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
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不
管何時何地，言行舉止，起心動念，時時都能與這
四句偈的善行相應，並且將這些功德回向給一切有
情或無情眾生，當下就是佛果，當下就是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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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說偈】心閒
 
 
 
 
 

閒到心閒始是閒，
心閒方可話居山；
山中賸有閒生活，
心不閒時居更難。
 
 
──明．恕中無慍
    一個人想過閒雲野鶴般的生
活，想像出塵隱士一樣的逍遙自
在，喜歡山居無忙碌的世事，又
沒有人情的煩惱困擾，這種悠閒
的日子，不是人人都過得了的。
    很多人沒有定力，即使隱居
到深山，還不是與草木同腐朽？
自己不會用心地功夫，莫說隱遁
深山，就算是住在天堂，住在極樂世界裡，不念佛
、念法、念僧，也是沒有用的。
 
佛門裡一再強調，假如你喜歡住深山，必須
先破參，破除了煩惱，才可以入山；你要閉關，必
須先開悟，不開悟就不必閉關了。
 
一般初學道者，不要只是想馬上逃避人間的
現實，只嚮往住在深山裡，要知道「閒到心閒始是
閒」，一定要做到心閒無掛礙，才是真閒。像有的
人是身忙心閒，也有的人是身閒心忙，不好好做事
，一心以為住山就是修行，其實是懶惰心作祟。能
做到心閒，才能住山修行，君不見「佛地人多心甚
閒，日看飛禽自往還」！
 
「心閒方可話居山」，心安閒了，才可以說
我要住山，心如果不能閒，就不能住山。「山中賸
有閒生活」，的確，山裡常有閒生活，閒生活就是
把一切俗務放下，把世間是非放下，若人在山中心
在鬧市，還不如人在鬧市心在山中。現代人有的勞
心，有的勞力，有的不勞心也不勞力，無心道人則
對世間一切不擁有、不執著、不計較。
 
「心不閒時居更難」，如果能夠做到心閒當
然很好，若做不到，心不能閒，住在山裡也不會快
樂。其實，住在山中、在海邊都無妨，人住在哪裡
都不是問題，心閒才是最重要的！

【星雲說偈】打破關卡
 
坐禪成佛心中病，
 
磨磚作鏡眼裡華；
 
一破牢關金鎖斷，
 
等閒信步便歸家。
 
 
 
──宋．佛燈守珣
 
「坐禪成佛心中病」，現在有一些參禪修行
的人，你問他：「怎麼參禪？」他回答：「打坐！
」「為什麼要打坐呢？」「要成佛！」這些認為打
坐可以成佛的人，是犯了大錯啊！因為心有執著，
心有沾滯，就成了束縛，而不是禪的解脫，更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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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非坐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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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磚作鏡眼裡華」，馬祖道  
一禪師年輕時，在懷讓禪師的般若寺
參學，經常在佛殿上打坐。懷讓禪師
問他：「年輕人！你在這裡做什麼呀
？」「坐禪！」「為什麼要坐禪？」「想成佛！」
「坐禪怎麼能成佛呢？」道一禪師一時答不出話來
。
 
後來，懷讓禪師就坐在道一禪師身旁磨磚頭
，就一直磨啊磨的，道一禪師忍不住問：「你在做
什麼？」「磨磚呀！」「磨磚做什麼用呢？」「做
鏡子！」「磚怎麼能磨成鏡子？」「哦！磨磚不能
作鏡，打坐又怎麼能成佛呢？」懷讓禪師的話，就
像一聲霹靂，驚醒了馬祖道一。
 
參禪的目的，主要在
明心見性，光只用身體打坐
，而不用心去悟是不夠的，
所以才說「磨磚作鏡眼裡華
」。
 
「一破牢關金鎖斷」
，學道的人要破除種種關卡
，把束縛我們的金鎖一一打斷，才能解脫自在！但
是要破什麼關呢？比方說，被感情束縛的情愛關、
為金錢得失計較的金錢關、對權勢名位放不下的權
位關、受名利左右的名利關……，只要能將這些束
縛我們的金鎖打斷，就可以清心自在，「等閒信步
便歸家」了。
 
金碧峰禪師因為打坐時記掛著一個心愛的玉
缽，幾乎被閻羅小鬼拘捕，直到去除對玉缽的貪念
，重新進入禪定，閻羅小鬼才拿他沒辦法。我們如
果也能這樣破了關，斷了鎖，才能安閒自在地認識
自己，回到本家，尋見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

佛光菜根譚
 

 

 

 

-星雲大師淨土和天堂有何差別？
上了天堂，福報用盡，還是會退墮；
淨土只有上升，沒有退墮。
天堂和人間一樣，仍然有君臣、
眷屬、上下等階級的差別對待；
淨土的世界裡只有平等，
大家都是蓮花化生，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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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
 
一般人總慨嘆世間沒有公平、以大欺小、以
貴凌賤，總認為自己活在世上，沒有享受到公平的
待遇。因此，以下試舉四條公平的道理，以慰不平
之心。
 
一、時間是公平的：人，不管貧富貴賤，每
個人一天都有二十四小時。雖然每個人的壽命不同
，有的人活了三、五十歲，有的人活到七、八十歲
，甚至成為百歲人瑞，這仍然是公平的，因為沒有
人搶奪你的時間，分割你的生命，那都是自己的業
力因緣所招感。人的壽命，不在於肉體存活的時間
長短，而在於能活出時間的價值，活出時間的意義
，這才是重要的。
 
二、生死是公平的：自古以來，有生必然有
死，無論東西，不管古今，人生了要死，這是最公
平的。但是死了又會再生，憑著業力，會有貧富貴
賤，上生下墮，差別裡面還是公平的。當生則生，
當死則死，是一件自然的事情，重要的是，在生的
時候，如何對生做出交待；當死的時候，對死後要
有所安排。懂得生死一如，生死是一而二，二而一
，自然生不足喜，死也不足悲。
 
三、因果是公平的：世間上，有人欺負我們
，有人會對我們有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因果不會欺
負我們，因果不會對我們有所不公。因果是通三世
的，前世今生，都是互有關連；因果也是不會錯亂
的，經濟、愛情、健康、人緣，都有各自的因果關
係。世人有時對因果有了錯亂的看法，因而愚昧地
怪因果不公，這是最大的錯誤。
 
四、真理是公平的：所謂真理，是一個必然
的法則，必須是普世同遵、亙古不變的，才能成為
真理。例如，人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他們都
有各自的業力、各自的因緣，那就是公平。像一般
說的世間無常苦空，「無常」就是普世的真理。佛
教說「緣起」是真理，確實不錯，緣起緣滅，世間
沒有單一存在的事物，凡事都必須仰賴因緣才能生
起，因緣散了，一切又會還滅。尤其佛教的「十二
因緣」，把人生三世交待得那麼清楚，我們還能不
讚嘆因緣的公平嗎？

【老師的話】滅卻心頭火自涼
作者：永光
 
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每天從家裡採鮮花到寺
院供佛，有一天巧遇無德禪師，禪師鼓勵他：「您
發心以香花供佛，來世必定得到莊嚴的相貌。」信
徒很開心，但不免疑惑：「每次禮佛之後，身心清
淨無比，但是回到家中，就開始心煩意亂了！這一
顆清淨的心，如何可以保持呢？」無德禪師回答：
「我們的身心就這新鮮的花，必須勤於換水，隨時
淨化自己的身心，不斷懺悔改進，才能時時清淨！
」信徒聽了很歡喜，希望到寺院過生活，體驗禪者
的寧靜。無德禪師笑了笑：「參禪何須山水地，滅
卻心頭火亦涼！你的呼吸便是梵唱，脈搏跳動就是
鐘鼓。」安下身心，無處不是清淨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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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從字義來看，是恚、瞋恨
 學
的意思。從佛法來談，被歸類在根本  
煩惱之一，主要是因為我們對真理及
緣起的過程，認識不正確而產生障礙
。也可以說，身而為人，唯有對自我
的認識正確，對自我的存在有信心信願，那麼對於
「怨」，就可以防患未然。
 
過去印度有一位王后，賢慧美貌，常行布施
供養三寶，深得國王的寵愛。有一天國王說道：「
王后！今天妳享受人間至高的殊榮，應該感謝我所
賜給妳的恩寵啊！」王后平心靜氣地回答說：「雖
然妻以夫為貴，但是這一切的富貴，是我自己布施
修福得來的。」國王聽了悻悻然，暗中將王后心愛
的鑽石戒指丟到江河。想不到數天之後，御廚竟然
在買回來的大魚肚中發現那只戒指。國王終於相信
福報要個人培養，絲毫不會缺失。
 
現今社會，天災人禍頻仍，大師馬不停蹄地
帶著弟子們，透過各種弘法工作，希望為社會增加
光明的希望。在光輝的五月裡，於凱達格蘭大道舉
行「千僧萬眾慶佛誕，一心十願報母恩」慶祝母親
節，也為國家祝禱；星雲大師公益信託基金舉辦三
好實踐校園頒獎，為校園注入三好的善美；「美學
無界」藝術文化對談，透過佛教藝術，為社會倡導
人間的真善美。
 
十多年前開始，大師為了幫助高雄大樹的農
民，義務幫忙推廣荔枝。這兩年更擴大舉辦高雄大
樹國際水果節，透過佛光人的發心協助，從摘採、
包裝、運送、推廣，不但解決農民的困境，更在教
育全體佛光人慈悲、智慧的無私奉獻。而佛學院的
學生，有的在開幕時擊鼓助陣；有的到水果節現場
關心農民。這兩天更跟著常住普坡，忙著採荔枝。
年輕的生命，過去或許不曾動手家務，吃過荔枝卻
不曾看過荔枝樹，雖被蚊子咬得滿頭包，但統統樂
得開懷：「可以幫得上忙，真好！」可見，心中有
正確的人生觀，是幸福；有正確的因果觀，常歡喜
。真能從服務大眾中不斷提升，才能轉「怨」為「
願」，成就滅卻心頭火自涼的智慧！

【叢林生活】叢林風光
作者：明正（男眾學部）
 
一般的叢林寺院有專修禪門或專修淨土之分
，佛光山的宗風則是八宗兼弘，鼓勵信眾福慧雙修
。來到佛光山，有禪堂可以禪修，有淨業林可以念
佛，走在成佛大道望著大雄寶殿，就如同向著佛的
目標前進，走起來會感到很有意義。
 
佛光山的靈山勝境，除了有許多枝葉茂盛的
菩提樹，更有五百尊用漢白玉雕刻而成的羅漢，讓
信眾從不二門經過靈山勝境時，能帶著菩提心上大
雄寶殿禮拜佛陀，也冀望來山參訪的遊客，入寶山
不要空手而回，能從外在的靈山往內心的靈山去開
發，在佛陀及五百羅漢威德的加持下，隨著星雲大
師的腳步，一步一步的向上昇華，一步一步的向前
邁進，增加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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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玩具箱
文／趙文瑜（功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上周六我與孩子的家庭活動是
打掃房間，在兒子的抽屜裡找
到了三組乳液容器的壓頭，我
一面問兒子：「留這個要做什
麼？」一面隨手想把它們丟進
垃圾桶裡。「啊！不行，不要
丟！」兒子趕緊大叫阻止。他
說，壓頭是他要拿來做機器人
零件用的。
 
這讓我想起了一本我好喜歡的日本繪本《全
部都是我的寶貝》，故事裡的小孩名叫小健。小健
的媽媽說：「玩具箱該整理囉！好像有很多不要的
東西唷。」小健回答：「才沒有什麼不要的東西呢
！」「是嗎？你看，這個。」媽媽拿出一顆石頭。
小健急急忙忙地說：「啊！不行，不要丟！」小健
除了收集一顆像獅子的石頭、園遊會撒下來的紙片
、院子裡長出來的第一顆橘子的皮之外，還有一個
為了收集第一顆乳牙的牛奶糖空盒子。分享了小健
玩具箱裡的寶貝後，媽媽也拿出她的藏寶箱，讓小
健看看她不能丟的東西，裡頭有一個很特別的紙盒
，裡面裝的是小健穿的第一雙鞋。每次我看到故事
最後，眼淚就飆出來了，因為我也是這種媽媽，我
會去留存我孩子的所有東西。
 
後來，我又在兒子的抽屜裡找到六個盥洗袋
，兒子說：「萬一有同學要來我們家過夜，我可以
給他一包。」盥洗袋上面還貼有兩位同學的名字呢
，他說他要事先準備好，到時才不會手忙腳亂。接
下來還有一個布袋，摸起來軟軟又刺刺的，結果打
開一看。哇！是已經枯掉的樹枝，數量還很多呢，
原來那是我們第一次帶他到森林公園時他撿起來的
樹枝，我們壓根都不知道他撿了回來。
 
我想，每樣留在孩子房間裡的物品，對他而
言都是有意義的，而且孩子還會思考留下這些物品
的用途性，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在孩子的
成長過程中，收藏品可以幫助他們回憶過去。我們
不也都是這樣嗎？我們成長至今，擁有多少回憶，
哪怕是一張小小的卡片、一枝寫得不能再短的筆。
 
我自己很喜歡收集大大小小的盒子，盒子是
一種對收藏與歸納物品相當有幫助的工具，我最近
一直在想歸納對我而言的重要性，歸納無非是要讓
自己的生活更有規律不是嗎？如果東西可以收納好
，要用時，可以幫助我們節省很多尋找的時間，而
且還可以讓整個場所看起來乾淨整齊。
 
這十年來，我的生活一直處在非常忙碌的狀
態，忙著生育孩子、忙著自己的事業，渴望規律的
這個自我已被忙碌的自己給淡忘了。我很感謝兒子
，讓我有機會在整理的過程中，重新思考盒子之於
我的意義。規律可以帶給人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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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期待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  
，能夠慢慢地去整理收納自己的東西
，能夠知道收藏品怎麼擺放，如何放
到一個適合的位置，才能讓我們好好
觀賞與回憶，而不是將它胡亂塞在一個角落，這樣
很容易忘記它的存在，就像我差一點忘了那個渴望
規律、渴望安全感的我。
 
心情小語：規律可以帶給人安全感，這種安
全感是重要且不容忽視的。

刮痧解暑避免熱傷害
文／陳玲芳
 
節氣進入夏至，高溫高濕中暑求診者增多。
中醫師提醒，「暑熱」會造成津液元氣耗傷，民眾
應做好防範「熱傷害」；傳統解暑方式是「刮痧」
，有助體內熱氣散出。
 
秀傳101皇家健康會所中醫師呂友文說，中
醫治療除了用藥，傳統解暑方式是「刮痧」。中醫
經脈理論，背部的足太陽膀胱經與脊椎正中的督脈
相通，原本就有掌管體溫控制、調理免疫功能的作
用，藉由「刮痧」能暢通經氣的運行，喚醒「解熱
」功能，是快速緩解症狀的外治法。
 
他強調，正確刮痧應由上而下、由內而外，
刮痧器具與皮膚間角度以
四十五度為宜；用力均勻
、適中，力道由輕漸重，
不可忽輕忽重，刮拭面積
盡量拉到最長；應為單方
向用力，回程不刮。
 
初次刮痧，時間不
宜過長，手法不宜過重，第二次刮痧應間隔一至兩
周，每次二十至三十分鐘為宜。剛刮完痧不可進冷
氣房，補充溫開水，不可飲冰水。年老體弱、皮膚
過敏、有心血管疾病及懷孕婦女，不適合刮痧。
 
呂友文指出，熱傷害依輕重程度區分為熱衰
竭、熱痙攣及中暑。主要成因，除了環境溫濕度，
還有人體適應力；台灣處於海島型氣候，夏天高溫
高濕，空氣中水分子幾近飽和，導致皮膚和水無法
蒸散，極易產生熱傷害。症狀多為發熱，容易流汗
，心煩、胸悶，口渴、頭重，倦怠無力感。
 
呂友文說，持續待在高溫環境工作或運動，
造成過度排汗和皮下血管持續擴張，導致血壓下降
、腦部供血不足，體力不支，易因「熱衰竭」昏倒
，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他提醒，罹患甲狀腺疾病、糖尿病、心臟血
管疾病等慢性病、先天無汗腺症、肺炎患者，與感
冒、腹瀉、肥胖者，體表血管擴張功能受損、不耐
久熱、排汗功能不全，心臟功能無法隨溫度升高而
調整，為「熱傷害」的高危險群，應避免在戶外逗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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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日 

4.27.14

聖地牙哥西方寺，在佛光會輔導依宣法師及佛光會
會長林勤經率領下，4月27日參加聖地牙哥Balboa
公園舉辦的第25屆世界地球日活動。由於世界都市
總人口已超越鄉村總人口
，因此今年地球日主題為
綠色城市( Green Cities)
，期盼全球各大城市節能
減碳。而轉型成綠色城市
，發展再生能源、低碳排
放建築、以網絡替代馬路
，並透過智慧電網有效地分配使用能源，讓大家擁
有更健康、清晰之永續城市減少地球負荷。參展攤
位 近 9 0 0 多 非 營 利 組 織 及
1300多商家參與包括傳統
環保、野生動物保護、自
然有機成品、有機園藝訊
息、生態旅遊推廣、傳統
與新替代健保資訊、電動
車，電子產品回收，零廢
物，有機食品，動物保護，自然保護，太陽能，節
能，政府政策、乾淨用水與空氣、熱帶雨林保護等
團體。為配合地球日的環保主題，西方寺除了推廣
環保救地球之主旨外，並在攤位中設置浴佛池，讓
民眾透過浴佛活動，了解即將到來浴佛節意義，以
彰顯心靈環保對每個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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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齊。 Dr. Smith 的Cream Rice 以
 動
番茄炒飯加cream醬料及bread crumbs  
風味別具。
Mark麥先生綜
和蔬果沙拉加
上新鮮芒果製作的黃金酸
甜醬汁；Frank Du 以香蕉
為車身四片黃桃為輪胎草
莓裝飾水果拼盤創意有趣
。分別由依宣、妙轉法師、督導李治國等擔任評審
，預計五月十八日佛誕節頒獎。

佛誕節 

 
5.18.14
西方寺暨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五月十八日，於
西方寺隆重舉行浴佛法會、皈依典禮、園遊會、民
俗藝術表演等一系列活動，慶祝今年佛誕節，吸引
了聖地牙哥千餘位中外來賓，包括聖地牙哥市長代
表 Cicely Meng、聯邦眾議員 Scott Peters 地區
主任 Nguyen、寮國佛寺住持 Moke、台中姐妹市主
任  Robert  Nelson  以及地區內七所中小學校長、
副校長等。該日上午十點
，西方寺兒童舞蹈班以曼
妙敦煌舞揭開序幕，表達
對佛陀誕生世間之讚頌。
首先是由美麗的西方寺少
女們代表獻花。她們穿著
傳統的小印度服，獻上鮮
龍舟點睛   
5.3.14 花供養。緊接著護法金剛代表及由青少年組獻果，
佛光山聖地牙哥西方寺滿願、妙轉法師率佛光會會 最後由穿著佛光會旗袍的師姐們燈供養。隨後浴佛
長、理事、會員們應聖 法會開始，西來寺永全法師帶領大眾誦經祈福、及
地牙哥亞太裔聯盟之邀 皈依典禮。永全法師開示皈依與浴佛的意義，皈依
， 前 往 聖 地 牙 哥 市  後要以星雲大師為師，推行人間佛教，日日行三好
Mission  Bay  為每年一 ；浴佛即是以法水淨心，清除貪瞋痴與煩惱。浴佛
度龍舟競賽點睛，與會 時心中祈願，請佛力加持
貴賓包括第52區國會議 ，學習佛陀無限智慧，追
員Mr.Anthony Nguyen、市議員Todd Gloria 、 市 求真理；並祝福大眾吉祥
議會議長代表 Adrion Granda 、聖市第3區市議員 如意。隨後引領大眾浴佛
Chet  Barfield  等共同 。中午十二點三十分，由
為參賽龍舟點睛。每年 西方寺舞獅隊的鑼鼓聲揭
端午前亞太裔聯盟所舉 開文化節目序幕，在高唱
辦此項中國傳統活動為 美國國歌後，由聯邦眾議員 Scott Peters 地區主
聖地牙哥市甚為重視！ 任 Mr. Anthony Nguyen 代表眾議員頒獎給西方寺
西方寺法師於佛前為參 及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以表彰多年來對社區所做
出之貢獻。頒獎儀式後，接著各種文化節目表演，
賽團體祈福灑淨，與會者皆感受莊嚴宗教儀式。
由許雪惠師姐策劃，內容包括西方寺兒童舞蹈班感
母親節烹飪比賽   
5.11.14
恩舞、舞獅、國術等精彩節目，並請永全法師、貴
西方寺舉辦慶祝母親節愛心烹
賓們頒發獎學金，給本地三所小學、四所中學，共
飪比賽，此次活動由聖地牙哥
計四十三位優秀學生。接著頒發母親節愛心烹飪比
佛光會第五分會會長李文惠主
賽獎狀給20位優勝者後，為活動圓滿畫下美麗句點
辦，12組參加。比賽11時開始
。
參賽者都竭盡全力，各展所長
，歷時一小時參賽作品已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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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主持，首先報告輔導員守則及報到
 動
須知。接着按照兩天的活動計畫表，請  
策劃小組長一一上台解說活動內容並請
輔 導
員 們
示範演練。在演練
當 中 ， 值 星 官
Hurjane  Chang及策
劃組長 Erica Wang
一起帶動大家集思
廣益，精益求精，再修改以期達到安全第一，寓教於
樂的最佳效果。最後，依宣法師送給每位輔導員精美
實用的多功能原子
筆鼓勵並期許他們
在夏令營期間，在
傑佛遜小學建校百周年慶   
 5.28.14
行住坐臥要遵守營
聖地牙哥市傑佛遜小學舉行「建校百周年慶」，邀請
規在言行舉止方面
社區內貴賓及校友參加，西方寺及國際佛光會聖地牙
能夠成為小學員們
哥協會由會長林勤經、財務長白美伶及佛光會理事 
的榜樣。經過三、
Nancy  Davis應邀代表
四個小時密集討論訓練,與會者再次確認自己的職責
出席。慶典由校長
之後，集訓營圓滿地結束了。
Francisco  Morga主持
6.21.14
， 市 政 府 市 政 參 事 佛光兒童夏令營 
聖地亞哥佛光協會暨西方寺於21-22曰舉辧第十屆「
Todd  Gloria代表市政
府正式宣佈當日為「 2014佛光三好兒童夏令營」。有50位兒童參加，35位
傑佛遜小學日」，並 的大哥哥大姊姊參與輔導。今年的主題「家庭，人與
向與會百歲人瑞校友們致意。校長逐一介紹本社區中 人，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及團隊合作精神」以卡通電影
對學校有重大貢獻團體，特別提及西方寺與聖地牙哥 「The Croods」內容及「弟子規」涵意設計活動，教
導小學員們要行三
佛光會提供獎學金，鼓勵該校品學兼優學生。會中由
好 「 做 好 事 , 說 好
各年級學生代表上台，向與會貴賓、師生說明百年來
話，存好心」。西
學校重大變革，並由學生各社團表演各種才藝等精彩
方寺住持依宣法師
節目，最後在大眾高唱生日快樂歌聲中畫下句點。
於開營典禮期勉小
州長初選   
 
6.3.14
學員們快樂地參與
西方寺於3日提供流通處滴水坊作為聖地牙哥縣選委
活動，能從中學習
會投票站。今日加州選民參加州長初選投票，將選出
到的「三好」帶回家落實在生活當中。寓教娛樂的活
獲選票最多的兩位候選人進入普選。兩年來Mr.John 
動內容涵蓋：破冰遊戲，電影欣賞及討論，美勞製作
Davis、Mike  Foye
，環保植種子小盆栽，尋寶活動，營歌教唱，學團體
等選務人員已認識
舞，公園戶外運動等等。佛學課程由西來寺覺皇法師
西方寺法師溫馨如
指導小學員們問訊
故友。清晨五點半
禮佛、示範行住坐
就抵達架設電子觸
臥的規矩，也藉著
控螢幕投票機及投
小組合力串珠及坐
票站標誌，熟悉環
着用 膝 蓋 傳 球 的 團
境一切駕輕就熟，迅速就緒，七時開始投票至晚上八
體遊戲來體驗團隊
點結束。選委會主管 Mr. Michael Vu 特別頒贈感謝
的合作精神。早晚
狀感謝西方寺免費提供投票站服務社區。
課，由妙轉法師帶領小學員們及輔導員虔誠拜佛。次
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  
6.14.14 曰下午三點舉行結營典禮以及成果展示。先是播放了
2014西方寺佛光兒童夏令營開營在即，參與的工作人 兩天來小朋友們學習的片段，接着依宣法師開示，感
員包括幹部，輔導員及愛心義工約40人特於14日假西 謝家長們送小朋友們來佛光三好兒童夏令營學習，並
方寺二樓佛堂舉辦營前集訓。由活動策劃組長Erica  感謝輔導員們及工作人員的付出。
 
5.25.14
今日覺繼法師自西來寺南下西方寺為英文佛學班講課
及指導禪修。講課主題：佛陀傳，介紹佛陀一生的經
歷及基本教法。佛陀出生在
印度北部現今尼泊爾，一個
種姓制度偏執的社會。為了
解決人生而不平等的問題，
佛陀提倡眾生皆有智慧德性
，眾生皆能成佛。法師提醒
大眾：學佛不僅聽經聞法，
更重要是能運用在日常生活，聞思修必須保持平衡。
奉行五戒就如開車需要自己繫上安全帶，他人無法代
理。生活造業全起因於自己的行為。長養慈悲心不僅
善待自己、家人更要普及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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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課 程 表 
Hsi Fang Temple Class Schedule
週三 10:00-12:00
Wed.
週六  09:30-11:30 
Sat.
13:30-15:30

佛光緣北郡讀書會 
Chinese Buddhism Class (North County)
插花班 〈九月開課〉 
Flower Arrangement Class (September) 
兒童舞蹈班 〈每月第二/四週〉 
Children’s Dance Class  (Every 2nd & 4th Week)
週日  09:00-12:30  金剛寶懺〈每月第四周〉 
Sun.  
Diamond Repentant Sutra (Every 4th Week) 
10:00-12:30  共修法會   Dharma Service 
14:30-15:30  英文佛學班   English Buddhism Class 
15:30-16:30 英文禪修班   English Meditation Class
TBA
社區服務〈每三個月〉 
Community Service (Every 3 Months)

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近 期 活 動
Hsi Fang Temple Events Calendar
7月
July

8月
Aug

9月
Sept

星期
Day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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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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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Activity
大悲懺法會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生日報恩法會
Birthday Gratitude
Dharma Service
中秋節親子賞月聯誼 
Mid-Autumn Family 
Moon Festival
參加西來寺供僧法會
共修法會暫停一次
Sangha Day Celebration
at Hsi-Lai Temple
光明燈消災法會
Lamp Offering 
Dharma Service
阿彌陀經
Amitaba Dharma Service
孝親報恩梁皇寶懺法會
Emperor Liang
Repentance Service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 
Diamond Sutra 
Repentance Service

※ 7/26-8/24
 
孝道月-供僧道糧勸募月
Filial Piety Month - Making Offering to the Monastics Month
※ 10/3-10/8
 
世界佛光大會-台灣
BLIA World Headquarters General Conference in Taiwan
※ 10/12
 
大悲懺法會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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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Stars
    生日快樂
7月份‧July
周楊柱  馬定山  王星星  馬秀君  洪敏修  顏意婕  朱嘉禎
陳財基  林凡鈴  賈大瑩  李明靜  郭建宏  王美娥  林務旋
劉美玉  夏珊妮  林月英  林昱辰  郭桂忠  林潔儀  蔡世芬
林隆福  周冠生  李季頻  林隆成  徐桂金  楊倩倩  桑瑄鎂
譚詢慧  周照桂  葉慕蘭  陳俊寶  朱永宏  林宗群  白麗虹
蘇麗珠  劉飛鹿  韋慧齡  林勤經  黃英豪  錢昭榮  徐漢鐘
黃復興  黃世榮  許俊煌  余繼良  余鳳玲  吳玲琪  蔡路凱
續易行  郎龍龍  蔡瑞莊  陳兆洪  龍熙平  黃嘉明  廖華玲
姚婉平  陳鳳嬌  陳碧雲  方維珊  梁石獅  葉松翠   胡荷
John Bennett   Ellon   Tony Bernardo   Mark McCabe
Katic Woodard   Thanh Nguyen Kim   Heidi Poon
Denny Braun   Lesley Robin   Helona Bergarun
Cassie Kellner   James Slocomb   Patty Wade   Justin Li
Liliawe Biolley   祥Coolidge   Ron Deming

8月份‧August
李細女  周祥根  鄭國華  方麗娜  李家綺  黃美珍  黃聖淵
吳肇栩  朱美嵐  余詩吟  李重輝  何宇敏  王靜秋  朱雲澤
卓玉霞  張良治  蔡佩書  陳朝海  方藹美  全林翠芳  周妍
葉治江  林宣昭  王玉愛  劉紹平  馬燕珊  袁卓豪  白志雄
周春嬌  黃小鳳  馬美娟  陳國泉  韓志榮  林美香  蔡孟軒
呂白雪  林佳琪  高如峰  黃韻樺  袁卓豪  林鈺庭  吳綺婷
陳美雪  劉興監  郭氏梅  陳遠裕  何思穎  葉楊淑珍  劉柳
陳炤瑜  陳國樑  鄭惠婷  徐自健  黃惠湘  官芝宇  徐珮瑜
李惠貞  方勇升  龍熙皓  李佩恩  廖為誠  吳宗勳  高麗麗
陳瑞貞  林安祿  吳麗如  陳麗珠  鍾愿唐  黎煥強  李明賢
吳瑞智  張庭輔  陳金曦  黃湘霓  廖陳寶貴  陳婕
Henry Han   Josh Mongeau   Karen Lau   Phung Tieu
Charles A. Johnson   Chin Yeh Chapman   Minh Ton
Asad Dehgham   Trecia Lovering      Frederick Chien
Kenneth Kruckenberg   Geoffery Johnson   Pearl H.Lee
Benjamin Kha   Nancy Woodford   Burke Bonnie

9月份‧September
李美嬅  蔣嘉華  楊錦恒  藍石嶙  蔡秀雲  郭韋廷  朱遠寬
程龍光  莊凱雯  卓春蓮  區志輝  李凰仙  張祖華  夏子強
韓寶清  王國耀  蕭杏光  謝鴻志  廖朝平  許吳善花  呂妙
余人順  阮金成  王麗燕  許潤龍  全錦美  陳雪嬌  張月玲
顧家瑜  林根枝  李元明  歐陽平  雷平遠  沈蘇珊  周玉燕
林鈺翔  楊卓緯  葉欣惠  黃蕙菁  鮑湘婕  譚葉愛雪  廖得
施錫嬌  李美瑩  秦定紳  楊玉玲  方俊雄  大原吉惠  梁明
簡炎光  陳超子  蔡文娟  楊開越  黃昱齡  簡肇良  龔沃華
吳侑璇  彭品九  周金輗  施錫嬌   Jimmy Pember
Robert Simpson   Adrienne Moore   Gary Shimanek
Steven Huang   Barbara Yoes   Christine Lamb
Alida Cervantes   Gregory Pitzen   Hoa Vu Nguyen
Robert Banko   Rob Healey   Shea Hidalgo  Alan H. Lee  

佛光山西方寺
San Diego Buddhist Association
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
BLIA San Diego
4536 Park Blvd, San Diego, CA 92116
sandiego@ibps.org
http://www.hsifangtempl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