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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聯手保存文物
「金身合璧」創歷史新頁
 
睽違近20年的河北幽居寺釋迦牟尼佛佛身與
佛首，5月23日終於在佛光山重逢，當金身合璧那
一刻，許多人落下感動的淚水。佛光山開山星雲大
師特別題寫「金身
合璧兩岸情，佛光
普照一家親」楹聯
，高懸會場；中華
文物交流協會會長
勵小捷也稱許這是
兩岸共同見證文物
回歸的壯舉。佛身
與佛首重逢的關鍵時刻，為兩岸攜手維護中華文化
遺產，寫下歷史新頁。
 
「金身合璧‧佛光普照」河北幽居寺佛首捐
贈儀式，在佛光山大雄寶殿舉行，雖大雨滂沱，但
眾人慶幸普降的甘霖一解南台灣缺水之苦，來自各
地的諸山長老、各界人士、功德主、護法信徒等萬
餘人，無人走避雨勢，虔誠在現場迎接這歷史性的
時刻。
 
在鐘鼓齊鳴聲中，三信家商樂旗儀隊、佛光
山大慈育幼院鼓隊為活動揭開序幕，在獻供隊伍之
後，8名來自澳、非、亞洲不同國籍的佛光山法師
，扛著承載佛首的寶轎緩緩前行，由佛光山住持心
保和尚、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培和尚和佛光山副住持
慧昭法師帶領法師群護送，從華藏玄門踏著莊嚴步
伐穿越成佛大道，走進壇場，穿過紅絲絨帷幕，等
待與佛身合璧的時刻。現場人士雙手合十，默念佛
號，眼光緊緊隨著寶轎移動。
 
伴隨著佛光山叢林學院的〈讚佛歌〉旋律，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海峽交流
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心保和尚、妙士法師、震旦
集團董事長陳永泰、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等人
，共同為金身揭幕；星雲大師和勵小捷則為佛首揭
幕。當帷幕拉起那一刻，只見佛首高懸金身正上方
，宛如釋迦牟尼佛正以淡淡微笑，垂眸凝視天下蒼
生。眾人虔誠禮拜，瞻仰復原的佛像，百感交集。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榮譽總會長吳伯雄表示
，大師領導全球佛教徒做了許多意義重大、影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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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大事，回首兩岸關係60年，從砲火相向到今日
的和諧往來，大師運用佛教的大智慧、大慈悲，在
兩岸散播人間佛教的種子，功不可沒。今日佛像身
首合一的盛事，可讓兩岸心連心的文化交流更加落
實。
 
「這是兩岸攜手辦喜事」，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林中森說，透過金身合璧善舉，為實踐保存
文物、重視文明的普世價值，提供最好的示範。他
強調，佛教的慈悲與智慧，在淨化人心社會的同時
，也促成兩岸交流，共享和平紅利，尤其大師推動
「三好運動」，影響遍及兩岸，讓世人看見中華文
化的軟實力。
 
勵小捷致詞表示，在與大師共同為佛首揭幕
的瞬間，心中有異常深刻的體悟，他發現這尊1千6
百年歷史的釋迦牟尼佛合璧金身，不再只是供觀賞
研究的文物或藝術品，而是代表可喜可賀的善行，
足以「走進兩岸僧俗大眾心間，寫進兩岸文物交流
史冊」，他也向促成其事的所有人士與單位，表達
由衷敬意與謝意。
 
勵小捷指出，大陸國家文物局2011年與佛光
山 簽 訂 「 5 年
合作計畫」，
3 年 來 每 年 都
舉辦一次以佛
教藝術為主題
的展覽，至今
已 累 積 3 0 0 萬
參觀人次，創
造了兩岸文物博物館交流的亮點。尤其金身合璧讓
兩岸共同見證文物回歸的壯舉，期待雙方繼續加強
文物交流，共同促成流失海外文物早日回家，讓中
華文化之樹枝繁葉茂。
 
為了這樁河北幽居寺佛身來台與佛光山佛首
合一的創舉，星雲大師特別題寫「金身合璧兩岸情
，佛光普照一家親」楹聯，高懸會場。大師致詞時
說明創作此聯的靈感，一則2002年迎請西安法門寺
佛指舍利來台時，出現500萬人跪地迎接盛況，讓
他發現在佛陀感召下，世人可以不分你我，大家一
家親；再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2015）在博
鰲論壇上，反覆提出「生命共同體」主張，而這場
 
〈下轉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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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身合璧」善舉，見證了在佛光普照下，兩岸不
分你我，情誼深重。
 
大師表示，佛教源於印度而光大於中國，當
今印度佛教已式微，漢傳佛教反而最有成就，此次
佛身來台與佛首合一，在全球媒體直播下，可引起
世人重視文化合流的重要，也可能成為流落海外諸
多中華國寶重回原處的契機。他透露，近日有收藏
家主動向他表達，讓手中文物回歸中國的意願，可
見「金身合璧」已引發拋磚引玉的正面效應。
 
大師簡述流落海外幽居寺釋迦牟尼佛佛首輾
轉來到佛光山的因緣，並表示，購買、轉贈佛首給
佛光山的企業家，其實也在現場，可是為善不欲人
知，是「無相布施」的最佳典範，請大眾掌聲鼓勵
。
 
「兩岸談中華文化復興，佛教不能缺席。」
大師呼籲，佛教不只是宗教，更是文化，華人的生
活、語言、建築等都和佛教離不開關係，因此在復
興中華文化的同時，佛教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讓中
華文化更輝煌、光彩。
 
隨後，星雲大師頒贈「佛首捐贈證書」，由
勵小捷代表接受；勵小捷也回贈「佛金身重光偈」
給佛光山紀念，由大師代表接受。
 
大師並帶領大眾一起誦念〈為社會大眾祈願
文〉，在身首合璧後的佛像慈悲垂眸下，祈願人人
努力行善，廣結善緣，成為福利社會的好人。
 
值得一提的是，佛首、佛身合璧後，將供奉
在佛光山，明年春天再返回大陸。
 
現場來賓還有台鹽實業公司董事長楊秋興、
高雄長庚醫院院長陳肇隆、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召集人明光法師、河北省文物局局長張立方、震旦
集團董事長陳永泰、歷史博物館長張譽騰等社會賢
達、民眾共襄盛舉。

【貧僧有話要說】
我還是以「貧僧」為名吧！
 
在過去，中國大陸的出家人都
自謙叫「貧僧」，我非常不喜歡這
個稱呼，出家人內心富有三千大千
世界，為何自甘墮落要做貧僧呢？
我童年家貧，甚至三餐不濟，但我
從來不覺得家裡貧窮，雖然無錢入
學念書，但是我有雙手、雙腳，眼
耳鼻舌身俱全，我為什麼要感到貧
窮呢？
 
我一生歷經北伐、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
記得母親告訴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適逢國民革命
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北伐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
在江蘇會戰的時候，軍隊正在家門口殺人，我就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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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墮地了。
 慧
 
十歲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  
爭開始，我與家人每天跟隨難民潮向
蘇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槍林彈雨之中
求生，沉伏在死人堆裡苟活，於此同
時，父親在南京的煙硝裡人間蒸發，當時寡母遺孤
的窘迫，豈只是貧窮可說呢？雖說戰爭真不是人過
的日子，但經過槍砲子彈洗禮過的人生，對於窮困
、生死自然別有一番體驗。
 
十二歲出家之後，貧窮的祖庭宜興大覺寺、
貧窮的參學寺廟南京棲霞山寺，都是生活艱苦，我
也甘之如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
，無親無故，連找個寺院掛單，都沒有人願意收留
，我仍然不覺得貧窮。
 
但後來，各種的因緣，正如某些媒體清算佛
光山的財產說有一百三十多億，其實何止於此？其
中，南華大學有四十多億，佛光大學六十多億，普
門中學有二十多億，均頭國民中小學和均一國民中
小學有近二十億，老人仁愛之家、孤兒院，還有佛
光山的建設等，總花費應該不只五百億吧！在貧僧
的下文裡，會一一向各位報告。
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眾和社會共有的
 
雖然花費那麼多錢財，成就了那麼多的事業
，到了現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確實是一個「貧
僧」。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
眾和社會共有的。所謂「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
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這一切與
我都沒有關係，我只是其中的一點因緣而已。貧僧
自比也是一個信徒，可以說也樂善好施，佛教裡《
金剛經》說「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所以關
於給人一些小惠樂助，也就不值得在此敘述了。至
於辦理的學校、寺院，本來就為十方財物，我孑然
一身，不是「貧僧」又是誰呢？
 
不過，社會還有人說我少報了一條：「星雲
公益信託教育基金」有十多億，但那也不是我的。
這些款項屬銀行代為管理，私人不能動用，必須經
過委員會會議，用於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銀行按照
章程規定，直接寄發給需要的機構、人士，貧僧也
不能加以過問。這幾年辦了「真善美傳播貢獻獎」
、「三好校園獎」、「全球華文文學獎」、「卓越
教師獎」等；雖然有這些錢，也並不是化緣所得，
是貧僧六十多年來稿費、版稅、一筆字，以及人家
的結緣供養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這也是
理所當然，不值得居功。
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
 
回憶五十年前開創佛光山，我就誓願不積聚
金錢，「以無為有、以空為樂」，我不趕經懺替人
念經，我不出外化緣、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
〈下轉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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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五十多年來，我沒有到過百貨公司、
什麼超市商店購買物品。因為貧僧不積聚金錢，所
有一切，都歸功佛光山教團所有，甚至信徒給我的
紅包，我都拒絕，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貧僧」。
我覺得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
 
在開山初期，所有的拜墊、桌椅、圖書、雜
誌，以及至少可以舉辦二、三十次展覽的名家書畫
，例如：李自健的油畫、施金輝的觀音像、高爾泰
的禪畫、香港阿蟲的漫畫、何山的敦煌壁畫、賀大
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國畫等等，當初都是
貧僧分批收藏而有。現在，這些作品，均由佛光緣
美術館如常法師負責管理。藝術無價，文化、教育
上的意義，價值又何止萬億元以上呢？
 
承蒙媒體某些女士先生經常在電視、報章批
評我，甚至辱罵我，我都很感念，因為一無所有的
貧僧，遭受一些批評、議論，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
一點彩色。我一生「以不要而有」為理念，個人什
麼都不要，佛教、教團當然還是需要發展，雖是「
貧僧」，能叫他不愛教嗎？
 
就拿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來說，我想她個
人的生活也是淡泊、節儉，一切都是為了社會。現
在佛光山千餘眾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沒有假
日，他們使用的教室、寮區，還是維持五十年前的
傳統生活設備，居住的地方都沒有冷氣空調，佛光
山的空調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貧樂道，還要為社
會服務，那許多好發表議論卻又不了解的人，為什
麼不對這些時間、空間因緣做一點研究功課、多了
解一些呢？難道都沒有看到這些貧僧們的身心、思
想、生活天地嗎？
 
佛教徒大多守貧，縱有公共的寺院財富，亦
為寺院所有、社會共有，都用之於社會大眾。近來
，各媒體對佛教很殘忍的踐踏，少數的媒體保持傳
統的道德，為佛教說幾句公道話，持之以平。貧僧
坦誠的向社會報告：我這一生沒有用過辦公桌，沒
有用過櫥櫃，雖然現在有了一些辦公桌、身旁櫥櫃
也很多，但我從來不曾用過、開過。我有一張八公
尺的長條桌，吃飯、會客、寫作、會議、寫字都在
這張桌子上，甚至當初李登輝先生光臨佛光山和佛
教裡的萬千信徒來訪的時候，他們都曾經坐過。我
不知道這些朋友、信徒是否還記得這張綠色桌面的
長方形桌子？這張長條桌，一直陪伴著我四十多年
的後半生。
我能安於貧，所以有那許多人緣
 
貧僧除了自己生活簡單，不喜愛對外應酬，
不喜歡社會公宴活動，非常欣賞古德所說的：「為
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當初，之所以
到南部弘法，也是因為在北部佛教界的會議很多，
如果不去參加，他說你不同他合作；請你吃飯，如
果你不去應酬，他說你看不起他。為了要看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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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開會、吃飯
 學
，就什麼事都做不了了。貧僧感到自  
己不適合台北的應酬，便在六十年前
到南部來。那時候台灣南部少有外省
的出家人，減少了很多的應酬，貧僧
有了時間寫作、讀書、課徒，才感覺到人生的樂趣
。
 
不過貧僧也知道，我能安於貧，所以能建設
很多的寺院；我能安於貧，所以有那許多人緣。媒
體把宗教罵得一錢不值，假如台灣沒有這許多宗教
裡的寺院、教堂、宮廟、道觀，還是多采多姿、安
定和樂的美麗寶島嗎？但我們自信，我們用錢用得
很有價值。
 
貧窮雖會衍生罪惡，但台灣是一個富而好禮
的地方，希望我們愛台灣的人們，不要嫉妒別人所
有，不要仇視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詆毀信仰
，我們的文化是寬容的、是厚道的。為了佛教許多
「貧僧」，為了他們未來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
這個時候，以我為例，代表他們說幾句公道話。

印度、我在這裡學到的東西
文／印原 圖／佛光山印度佛學院
 
我來這裡學到的
，永遠可以在生活用
得上，覺得自己很幸
福。因為在大吉嶺時
，只有讀書和玩，不
知道佛法是什麼。
 
第一次到佛光山
，看到大家都互相幫
忙，吃了一驚，因為在印度，大家都忙著自己的事
，很少會幫忙別人。我在這裡學到幫助別人，自己
也會得到歡喜。
 
在印度佛學院學到的佛法是很寶貴的，因為
讀書只是學習知識，但在生活中更重要的是智慧心
。
 
我沒有到外面的學校讀書，在這裡學習了三
年，明白沒有智慧，就會做出錯誤的事。以前我很
容易生氣，現在我學到禪定，慢慢把心靜下來；過
去我有貪瞋痴，現在改變很多，我很感謝佛陀教我
這麼好的東西。
 
在印度，佛教徒很少，我希望將學到的佛法
分享別人。我跟他們說，要幫助別人，用智慧來看
生活是無常的，每天要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聽到這些道理他們也很歡喜。
 
以前我很怕在大眾前說話、表演，但是現在
我很勇敢喔。
 
很多人浪費時間，我也是其中一個，在這裡
，看到大家很珍惜時間，我學到時間的重要。今天
的事要今天做好，不要等到明天，時間分分秒秒都
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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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霸凌說不
文／趙文瑜（功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有些時候，我們會從報
章雜誌或網路媒體上看到霸凌
新聞。身為家長，我們應該如
何教導孩子保護自己？而萬一
孩子遭受霸凌時，家長又該如
何協助孩子妥善處理，以避免
事情再度發生？
  
類似霸凌的事情，也曾
發生在我家孩子身上。每個禮拜，兒子和二女兒會
和其他孩子一起練習打籃球，一群人大約七、八個
，大家都是好朋友。在練習過程中，有些孩子比較
好強，就會想要在大家面前凸顯自己的能力，表現
出來的態度也會因此強勢些。
 
其中有個男孩，曾經故意將兒子的球丟到女
生廁所去，甚至還有一次硬將球塞到小縫隙裡，讓
兒子拿不出來。兒子當下覺得很難過，那天晚上就
一路哭著回來。
 
一看到孩子哭得傷心，我和先生立刻請兒子
和二女兒坐下來，請他們描述事情的經過，好讓我
們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二女兒說在事情發生的當
下，她正好去洗手間，所以並沒有看到整個過程，
但是她在事後有告知教練這件事。
 
聽完之後，我問兒子當下做了什麼反應，兒
子聳聳肩說，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我便告訴
他：「其實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你可以大聲喊他的
名字，當眾喝止他的行為，也可以尋求教練或其他
大人的協助，更重要的是你必須要有一些作為，不
能這麼被動。」二女兒立刻點頭附和，對弟弟說：
「對啊！你每次被欺負之後都很難過，可是如果連
你都不去捍衛自己的話，誰又會保護你呢？你必須
要站出來，而不是默默當一個受害者，讓別人一直
不斷欺負你！所以這件事情你也有錯，你必須對自
己負責。」
 
當天晚上，我先生打了通電話給那個男孩的
父親，把整件事情說明清楚，大家也達成共識。其
實，這幾個孩子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對方也
不是故意要傷害兒子，只是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
他可能只是單純覺得有趣，卻不知道那樣的行為會
傷害到朋友。
 
對方家長在了解情況之後，也立即和自己的
兒子好好溝通，讓他明白就算是想凸顯自己的強項
與優勢，也不能以傷害別人的方法來表現，因為久
而久之，大家就會遠離你，不願和你繼續做朋友。
那男孩將父母的話聽進去了，隔天主動打電話來道
歉，兩個孩子也盡釋前嫌，重新成為好朋友。
 
這件事情讓我不禁思考，當孩子遇到類似霸
凌的狀況時，身為父母應該採取正確的行為和態度
來協助孩子處理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先請孩子詳
細敘述事情的經過，以便對來龍去脈有充分的了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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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家長們應該謹記不要在第一
 活
時間就失控發怒，而是該先冷靜下來  
，陪同孩子剖析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
。然後，再協助孩子思考處理的方式
，以及萬一下一次又發生類似的事件
，孩子可以怎麼去面對與因應。
 
最後，我想提醒的是，誠如二女兒所說的，
自己本身的態度也很重要。一個缺乏自信、彎腰駝
背的人，很容易被視為好欺負的對象。孩子必須懂
得捍衛自己的安全，隨時抬頭挺胸表現出自信來，
以避免自己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由衷期望恃強凌弱的事情不要發生在我們的
生活周遭，也期許每個孩子都能夠擁有保護自己的
能力與勇氣。倘若萬一霸凌發生時，家長應該要協
助孩子妥善處理，用理性方式來化解傷害，避免同
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食醋讓身體更健康
作者：文／美食觀察家張瑀庭
 
根據本草綱目記載，醋「味酸苦，性溫和，
無毒」，其功效在於「消腫塊、散水氣、殺邪毒」
。食用醋對身體的好處，包括能消除疲勞；胃酸分
泌，幫助消化；預防高血壓與減緩血糖上升（醋飲
需加水稀釋，否則適得其反）；補充鈣質；活化體
內細胞。
 
儘管有諸多好處，但仍應注意要適量且應長
期食用才能達到改善的效果，而空腹及胃潰瘍患者
或消化系統不佳的人也應盡量避免食用，患有胃食
道逆流的患者也不宜飲用，否則胃液逆流的狀況不
但無法改善且會有嚴重的趨勢。
 
這都是聰明挑食的原則，並不是每樣食物都
適合個人體質，如糖尿病患者醋飲時要將果醋加水
稀釋，才能避免攝取過量血糖飇升，也有一些食用
原則需要自己細心注意。
 
喝了醋卻沒效果，可能是你喝醋的方法有誤
，檢視一下自己是否有以下的狀況：
1.  未加水稀釋，直接飲用：飲用時，光是醋的味
道已讓胃大量分泌胃酸，若沒有加水稀釋會2度刺
激胃壁造成胃部不適，許多人以為喝醋能改善酸性
體質，平衡身體的酸鹼值，但前提也要腸胃能消化
吸收，才能真正地發揮效果。
2.  喝醋要適量：不要因為好喝就喝過量，食養的
原則仍要以適量為主，才能達到效果，一天切勿超
過一千西西。
3.  不要搭配咖啡食用：咖啡中富含單寧酸，會破
壞水果醋的營養素而阻礙吸收。
4.  肌肉容易痠痛者應避免飲用：慣性肌肉疼痛者
應避免大量飲用醋飲，因不但無法幫助排除乳酸，
反而會造成乳酸大量囤積，而一般人運動過後可適
量醋飲，能在身體運作正常的情況下幫助乳酸排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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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會會員聯誼 

3.21.15

聖地牙哥佛光協會第五分會舉辦佛光會會員聯誼。
督導黃維德師兄和同修第五分會會長秋桂師姐府地
。 近 6 0 餘 佛 光 人 歡
聚一堂，互動關懷
；又適逢黃淑惠師
姐生日，與會大眾
給予深深祝福。席
間佛光人互動熱烈
；住持依宣法師特
別為大眾介紹新會員，鼓勵彼此常常聯誼。主人感
謝大家蒞臨共襄盛舉，期待下次再相聚。
私立大主教(Bishop)參訪 
3.26.15
二輛巴士載百位私立大主教(Bishop)中學學子蒞臨
西方寺參訪，該校宗教課程主任 Dr. David Moseley特別為學生們和8位
教士安排參訪。英文佛
學班講師Mr. Carl Ewig
為學生講解佛教不僅學
習聞法，更重要在於修
行。妙藏法師指導打坐
。學生提問生活在非佛
教的家庭，應如何修行?法師回答：三好運動及練
習禪坐適合任何宗教修行。老師也特別請法師開示
卍字與納粹的符號之不同。法師以大師法語書籤與
學子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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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喝茶，從中觀察每一個細微動作、
思維茶的緣起法、體會每一泡茶和茶
香的無常變化及透過喝茶觀身念處。

清明水懺法會 

 
4.5.15
為發揚慎終追遠、孝親報恩的傳統美
德，啟建2015年「孝親報恩清明水懺法會」。住持
依宣法師主法，引領信眾近200餘人虔誠禮誦《慈
悲三昧水懺》，共四支香
，法會歷時六小時。信眾
虔誠懇切，懺悔發願浣滌
罪愆，至心頂禮罪根清，
求生淨土。依宣法師開示
：感謝諸佛眷顧，使我們
人格昇華。禮懺讓人生更
美好、更進步。願大家身體健康，蓮步增上。

英文一日禪 

4.11.15

04/11西方寺舉辦英文一日禪。法師應用網路傳播
並在公共社區推廣文宣，不消數日學員便已額滿30
。法師先學員講解一般佛門行儀，一日禪修共分三
支香。指導學員從調身數息基礎打坐入門、強調正
確姿勢、介紹天臺六氣法、中午午齋食存五觀、飯
後經行、茶禪等所有
的修行活動常提醒提
起正念。法師提醒大
眾手捧一碗齋飯一杯
香茶，都蘊含眾緣合
和。來自中國大陸的
清潔整理Balboa Park公園   
3.28.15
李蔓師姐表示因平日
聖地牙哥佛光人在依宣、妙藏法師帶領下，前往全
美國第一大城市公園(Balboa  Park)，進行清潔整 生活庶務煩忙，心思容易散漫。一日禪修深刻體驗
理公園的活動。此次各分會及本地英文佛學班近30 如何以打坐馴服煩惱。Carlita每星期精進聽經文
位義工參加。在佛光會 法，她表示ㄧ整日禪修雖然身體疲憊，但卻增進敏
所認養的  Old  Desert  銳地覺照力；禁語讓心中自我對話了了分明。
Garden區內，到處都可 地球日 
 
 
4.19.15
看到各個戴著鬥笠拿著 四月十九日是全世界環境保護宣傳日，聖地牙哥市特
掃帚，揮汗如雨的佛光 於該日在市中心的芭博雅公園以培育自然“Nurture 
人身影努力清除雜草修 Nature”為實踐主題，舉辦第廿五屆地球日露天園遊
樹，工作2小時後完成。在熱浪侵襲高溫下擔任環 會。住持率領佛光會籌備多時，落實星雲大師提出環
保義工，更能體會人類持續破壞環境所造成地球氣 保愛地球的理念，
候異常變化的意義。
以『環保與心保』
英文佛學班冬季學期結束   
3.29.15 為主題參加地球日
英文佛學班本學期最後一堂課。禮請住持與美籍學 活動。早上七點即
生們座談。住持分享佛法不離世間覺需從生活中不 到達公園布置攤位
，除了推廣環保之
斷地觀察、運用，才能真
主旨外，並在攤位
正體悟佛陀所說的法，進
中設置浴佛池，讓民眾了解即將到來的浴佛節意義。
而解脫自在。學員們針對
法師率同多名本土美籍會員參與幫忙解說，引領來賓
修行上的疑惑提問。提問
浴佛，介紹大師的人間佛教與西方寺活動。攤位上陳
結束後，學生們在妙藏法
列翻譯中心星雲大師著作與佛光菜根譚之精美書籤，
師引導下體會佛法與茶道
以及寺中佛學活動資訊。
。透過備茶、泡茶、聞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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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點睛   

 5.2.15
西方寺法師們率佛光會理事、會員們應聖地牙哥亞太
裔聯盟之邀，前往聖地
牙哥市Mission Bay ，為
每年一度龍舟競賽的參
賽龍舟點睛。每年端午
前亞太裔聯盟所舉辦此
項中國傳統活動為聖地
牙哥市甚為重視！西方寺法師於佛前為參賽團體祈福
灑淨，與會者皆感受莊嚴宗教儀式。

佛誕節 

 

 

5.17.15
西方寺暨協會慶祝佛誕節舉行浴佛法會、皈依典禮、
毓麟祈福、園遊會、民俗藝術表演等一系列慶祝活動
，法會活動由西方寺少女組向佛陀獻花供養揭開序幕
，接著護法金剛代表獻香，接著青少年組獻果，最後
由師姐們身著美麗
的印度紗麗呈獻燈
供養。隨後住持帶
領法師、信眾誦經
祝禱，舉行皈依典
禮、毓麟祈福後，
大眾依序恭敬浴佛
。今年特別舉辦毓麟祈福，祝願小朋友從小即種下菩
提種子。中午園遊會熱鬧展開，佛光人擺設的小吃攤
位，來往人潮大快朵頤。活動現場舞台上，民俗藝術
表演節目及獎學金頒獎儀式，吸引著許多來賓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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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緣參觀 DDH Dutek工廠，進一步了
解工廠的操作流程。

洛杉磯協會參訪   

 6.13.15
洛杉磯協會哈崗、梵音、喜瑞都分會及
南灣道場佛光會員，由輔導法師慧浩、
滿弘、妙偉法師帶領，協會陳傑倫會長、魏玉盆督導
等100人分乘兩輛巴士至西方寺參訪。住持依宣法師
、副會長周浩明、
許雪惠及佛光會員
於門口熱烈歡迎。
大殿禮佛完畢，法
師以平安天燈吊飾
結緣。流通處法師
精選各式佛教文物
，吸引參訪大眾紛紛請購。下午兩點歡欣趕赴聖地牙
哥最大的公園。

助念告別佛事 

 

 6.13.15

佛光會理事林麗玉
師姐高齡96歲母親
往生，西方寺法師
們前往助念告別佛
事。麗玉師姐每年
統籌浴佛前素食義
賣，廣結善緣，熱
心參予會務，理事會員們40多人前往助念佛事。

三好兒童夏令營   

 6.20-21.15
第十一屆「2015佛光三好兒童夏令營」，近50位兒童
參加。今年的主題「未來與希望」以主題卡通電影「
Big Hero 6」內容設計活動，教導小學員們要行三好
。妙藏法師
代表常住於
開營典禮期
勉小學員們
在兩天當中
好好學習及
全心參與活動。Daniel Lee擔任值星官，活動設計由
Amber Chau和Rachel Hsieh擔任總策劃。寓教於樂的
活動內容涵蓋破冰遊戲，電影欣賞及討論。美勞製作
包括藉由用塑膠瓶子弄成撲滿來提倡環保概念及用
Dutek Inc.新廠房開幕典禮 
6.2.15 marshmallow做Baymax。尋
東亞集團董事長余建強和余建 寶活動當中的遊戲讓小朋
業邀請住持前往Dutek  Inc.第 友培養省水、回收的習慣
五座廠房舉行落成典禮，現場 及學習團隊精神。法師為
有近500名美國加州、紐約和 小學員們講佛陀一生的故
夏威夷越緬寮僑學界參與盛事 事，體驗一分鐘打坐，並
，聖地牙哥縣縣政委員羅伯茲 介紹佛門四威儀。次日下午三點舉行結營典禮以及成
（Ron  Roberts）、維斯塔市 果展示。各隊分別表演隊呼後，由佛光會聖地牙哥協
長瑞特（Judy 
Ritter）、市議員法蘭克林（John  會副會長周浩民頒發結業證書。佛光三好兒童夏令營
Franklin）也到場祝賀。開幕典禮結束後，與會大眾 在大家依依不捨互道再見中圓滿結束。

佛化婚禮 

5.24.15
適逢西方寺《金剛寶懺》法會，隨即舉辦新人陳瓏丹
&  Robert  Pinski佛
化婚禮。恭請住持
依宣法師為其福證
，並接受近百多位
法會信眾的祝福。
新人在住持帶領下
，攜手緩緩步入大
殿，佛前許下諾言、簽定證盟。住持為他們宣讀結婚
證書、並致贈佛珠。新娘表示感恩妙轉法師建議佛化
婚禮的妙緣，在莊嚴佛堂接受法師和信眾祝福非常有
福報，既開心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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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課 程 表 
Hsi Fang Temple Class Schedule
週三 10:20-12:00
Wed.
週六  09:30-11:30 
Sat.
13:30-15:00
13:30-15:30
週日  09:00-12:30 
Sun.  
10:00-12:30
13:30-14:30
 
14:00-15:00
14:30-15:30 
 
14:30-15:30 
15:30-16:30 
 
15:30-16:30
TBA

佛光緣北郡讀書會 
Chinese Buddhism Class (North County)
插花班 〈每月第二/四週〉 
Flower Arrangement Class (Every 2nd & 4th Week)
西方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週〉 
Chinese Buddhism Class (Every 2nd & 4th Week) 
兒童舞蹈班 〈每月第二/四週〉 
Children’s Dance Class  (Every 2nd & 4th Week)
金剛寶懺〈每月第四周〉 
Diamond Repentance Sutra (Every 4th Week) 
共修法會  Dharma Service 
英文基礎佛學班 
Core Teachings Class (9/27-12/13) 
英文瑜珈班  Yoga Class (7/26-9/13) 
英文佛學讀書會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Open Discussion (7/26-9/13) 
英文經典導讀班  Sutra Studies (9/27-12/13) 
英文禪修班  English Intermediate Meditation 
Classes (7/26-12/13) 
英文基礎禪修班 
English Guided Meditation Classes (9/2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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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3

五
Fri.

9:00am
- 5:00pm

19

日
Sun.
2

日
Sun.

15-22

六-六 
Sat.Sat.

8/14- 
9/12

五-六
Fri.Sat.

27

日 
Sun.

活動
Activity

英文一日禪 
One Day Meditation
Retreat
美洲盂蘭盆供僧法會
 Sangha Day at Hsi Lai 
Temple
大悲懺
9:30am- 
Great Compassion Repen12:30pm
tance Service
孝親報恩梁皇法會 
TBA
Emperor Liang
Repentance Service
孝道月-供僧道糧勸募月/
6:30am 全月諷誦地藏經功德迴向
&  Sangha Offering Month / 
5:00pm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Dharma Service
中秋節佛光會員聯誼
TBA
Moon Festival BLIA
Gathering

※ 10/4/2015 (日 Sun.)  9:30am-12:30pm
   大悲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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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娥  林務旋  劉美玉  林月英
夏珊妮  林昱辰  韋慧齡  林潔儀  郭桂忠  蔡世芬  林隆福
周冠生  桑瑄鎂  李季頻  林隆成  楊倩倩  周照桂  胡荷
陳俊寶  白麗虹  朱永宏  林宗群  方維珊  劉飛鹿  林勤經
黃世榮  徐漢鐘  許俊煌  譚洵慧  余鳳玲  余繼良  錢昭榮
吳玲琪  蔡路凱  續易行  蔡瑞莊  郎龍龍  陳兆洪  龍熙平
黃嘉明  姚婉平  廖華玲  袁卓豪  郭建宏  徐桂金  葉松翠
劉惠玲  陳鳳嬌  梁石獅  陳碧雲  李明靜  唐揚   Justin Li
祥Coolidge   Ron Deming  John Bennett   Ellon
Mark McCabe   Katic Woodard   Thanh Nguyen Kim
Denny Braun   Lesley Robin   Helona Bergarun
Cassie Kellner   James Slocomb   Patricia Harman Mills
Liliawe Biolley   Tony Ber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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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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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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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