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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星雲人文世界論壇登場
實現人間佛教真善美
「佛教講心，涵蓋體相
用，對人類宇宙提出幫
助，尋找幸福之道。」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9月
19日在「2015第四屆星
雲人文世界論壇」中表
示。當天盛會由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公益
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聯合主辦，於佛陀紀念館大
覺堂隆重登場。
星雲大師、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創辦
人高希均、大數據權威麥爾荀伯斯伉儷、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系教授李家維伉儷等主講人，在逾2千位
聽眾的掌聲中進入會場，人人期待這場融合慈悲、
智慧、開放與創新的「科技與宗教的對話」論壇，
能激盪出探索生命的深刻思惟。
高希均風趣表示，今天藍天白雲、晴空萬里
，是郊遊的好時光；但大家非常有智慧，選擇齊聚
在此，聆聽由星雲大師指導的論壇。「每次來佛館
都有回家的感覺，感到親切又溫暖」，他歡喜表示
，藉由活動學習大師、人間佛教的智慧與慈悲。
荀伯格表示，回顧近代史會看到有些領袖人
物看到大數據提供的趨勢後仍背道而馳，其實領袖
人物真正的挑戰是正視與探索大數據，從中找問題
與答案。1987年起廿年間，全球數據量成長一百倍
，現在臉書每小時上傳一千萬張照片。過去大英百
科有錯，更正需等九年後再版，現在維基百科有錯
，兩分鐘就有人更正。美國幾年前追蹤新型流感疫
情約兩周才能掌握，現在Google取五十億筆數據與
疫情比對，可準確預測且即時掌握。另外，有家公
司收集商品價格等數據分析通膨變化，預見2008年
可能發生金融海嘯，可惜當時美國政府不相信。不
過荀伯格也提醒，大數據或許像礦藏永不耗竭，但
研究終歸只能趨近真實，無法找到終極的真實，人
類必須更加謙虛。他說，人生有很多或然率，不是
非黑即白，一旦誤用或濫用大數據預測人類行為進
而形成決策，不僅徒勞無功且可能帶來毀滅。
高希均提及，此次論壇邀請的麥爾荀伯斯，
是充滿年輕活力又有想像力的人才，相信大家聆聽
其演講，必有新感受。而推動人間科學的李家維，
不但是台灣大學碩士，也是中興大學傑出校友。他
娓娓道出，當年建議大師舉辦論壇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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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分為科學、人文及宗教；科學是真、宗教是善
、人文是美。而大師人間佛教的願望，正是推廣真
善美，因此論壇結合了科學之真、宗教之善與人文
之美。
星雲大師稱讚高希均對世界文化非常關心，
已舉辦多場論壇，此次以「科技與宗教」為題的論
壇，能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辦，感到與有榮焉。
過去有人要大師講「耶穌遇到佛陀如何對談？」現
在則是說「科學與宗教有何關聯？」
大師明確表示，科學是心外世界的現象，宗
教則是心內世界；心內世界不比心外世界小，反而
和宇宙虛空一樣大。並介紹上午課程邀請中外教授
暢談科學對世界的貢獻；下午則探討佛教，表述心
內與宗教的關係。

西方寺住持覺泉法師簡介
1988年進入佛光山叢林學院「
經論教理學系」研讀，1990年求
受具足戒圓滿。1993年首派於美
國紐約道場服務，致力於海外中
文學校、青少年活動等方面推展
。1995年成立紐約佛光童軍團，
至今已培養數百名優秀的男女華
裔童軍，並有數十位鷹級男童軍及金質獎女童軍。
2000年調派於北卡地區長達十年，從建設北
卡佛光山、帶領佛光會活動，除對當地多元化的移
民、宗教、文化廣宣佛光山人間佛教理念，在多所
大學進行佛教交流及培養佛教本土化菩提種子，並
擴展至喬治亞州、維及尼亞州、馬里蘭州、華盛頓
特區等地。
2010年再度調返紐約道場任職，除持續紐約
地區人間佛教的弘化，積極辦理鹿野苑境內各項修
持活動，並陸續完成新州佛光山的整修工程、佛光
山三佛中心的遷址重建工程。進而將佛教「走出去
」，首推紐約版、紐澤西版、波士頓版人間福報的
發行，製播「人間好心情」廣播弘法節目及「星雲
法語」電視弘法節目，發行傳播所及數十萬讀者及
觀眾。
覺泉法師雖多年服務於美東地區，然於2015
年8月奉派前往美西聖地牙哥「佛光山西方寺」服
務。期許以星雲大師「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
五大洲」之弘願為宗旨，盡心力為海外移民、西方
人士傳播佛教菩提種子，為人間佛教的弘化矢志不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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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僧有話要說】
佛陀館的是非風雲
在我們的社會上，有許多有錢
的窮人，也有許多清貧的富者；中
國人講道德人格是為人之道，平常
不計較金錢多少，是以人格道德為
君子之本。佛陀的大弟子大迦葉尊
者居住山洞、樹下，日中一食，他
不以為苦，享受法喜禪悅。孔老夫
子的學生顏回「居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近代天主
教的德蕾莎修女，她也以貧窮為榮。有錢、沒錢，
都是個人的生活態度、對生活的看法。我雖不敢比
美這許多聖賢，但我也有一個性格：不好積聚，不
好私蓄，有什麼都是和人分享。
首次喜捨 人生擁有新世界
記得在二十歲離開焦山佛學院的時候，對我
近十年出家生活所擁有的一些破舊的東西，雖不值
錢，但在那個時候，卻是我出家以來的所有。當我
要離開焦山的時候，只留下二句話：我所有的東西
都跟同學結緣，誰歡喜什麼，誰就拿去吧！包括棉
被、枕頭、蚊帳、書籍等。我是一襲長衫，身邊沒
有盤纏路費，到鎮江和師父志開上人會合，由他把
我帶回祖庭大覺寺禮祖。這一次的喜捨，增加我人
生擁有了另一種世界。
我在宜興做了兩年的國民小學校長，收入頗
豐；在南京做了將近一年寺院的當家住持，也有了
一些積蓄、衣單、用具等，但當我離開大陸的時候
，我也只交代了兩句話：凡是出家人用的圓領方袍
，華藏寺的僧眾都可以去拿；日常生活用的鍋碗瓢
盆等，給我逃難的兄弟李國民所用吧。我孑然一生
，臨走時，靠著師父給我的十二塊銀元，走上不知
道未來的前途，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我也乘船抵
達台灣。
在宜蘭念佛會服務的時候，一些年輕人和學
生要跟隨我到鄉鎮布教，火車票雖不貴，但需要籌
措他們來回的路費；我也幫助幾個青年學生的學雜
費、生活費，我自己沒有為金錢憂愁，反而為他們
煩心。這種憂煩，也是人生的另一種樂趣。
我初建佛光山時，就有許多孤兒集中而來。
五十年來，成家立業的已經有七、八百對。叢林學
院曾辦到有七百名學生之多，我要供給他們吃飯、
衣單、醫療、零用等；甚至五十年前，有一些小姑
娘國中畢業還沒有穿過玻璃絲襪、用過化妝品，我
也從國外買回來跟她們結緣，滿足她們的願望。海
關人員檢查的時候還嘲笑我：「出家人，還買這許
多東西！」我想說的是，人是不容易為別人所了解
的。
居士發心 共成觀光朝聖地
佛光山能到處建立寺院、到處成立佛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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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辦學校、雲水書車、雲水醫院等
慧
公共事業，當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
到；但是我身居一個領導人，我「不
要」、「以空為樂」的生活，我想，
信徒也是受我這種性格感召吧，而樂
於施捨成就佛光山、樂於成就全世界佛教的事業。
現在佛光山的所有，是怪信徒不好呢？還是怪貧僧
不好呢？這個社會嫌宗教的建築太多嗎？我們的齋
堂，不管是信徒、觀光客，只要和我們一起吃飯，
連添油香的地方，他們都找不到。是寺院的作風不
好嗎？還是要怪罪於信徒呢？
佛陀紀念館興建了，那龐大的費用，哪裡是
一個寺院所能承擔？我們不開工廠，不經營商業，
當然，總得靠發心的護法居士挺身而出購地、建築
。現在，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共成的佛陀紀念館，
是台灣南部最好的觀光朝拜景點，不收門票，不收
停車費，每天有三百餘位的職工、義工，為每天數
萬的來客導遊、解說、服務，你說，是那些發心的
護法居士不好嗎？還是那許多職工、義工都不對呢
？或是貧僧的錯誤呢？
佛陀紀念館的本館早已正式取得使用執照，
但社會少部分的人，一直以佛館的山門、牌樓未有
建築執照而批評詬病。那只是佛館的景點，並沒有
人居住，也正在辦理執照中，只是山坡地開發、水
土保持的行政程序曠日費時，時間來不及，信徒、
遊客就蜂擁而來，我們阻止好呢？還是開放好呢？
感謝高雄市政府的領導單位，諒解我們為社會服務
的苦心，協助我們補辦執照。我們也不想擁有特權
，只是時間遲了一些。我們又不圖名、又不圖利，
我們又有那麼大的罪過嗎？
免費辦展 熱心文化傳知識
佛陀紀念館開放了，每天遊覽車不止百部，
小客車也在千部以上，光是解決停車問題，就不是
我們民間能力所能負擔。貧僧也想，這許多車輛都
向國家繳了稅金，政府應該要有路給他們走、有車
位給他們停才是啊！可憐的佛光山，不得已，只有
臨時向一些村民租借土地做為停車場，提供來者免
費停車。論坪計算，一年一坪也都要千元以上啊！
有良心的信徒、旅客，你們覺得佛陀紀念館應該怎
樣去發展才好呢？
一般人都知道，書展都在大城市舉辦，有些
書商認為南部是文化沙漠，甚至不肯前來。為了提
高南部知識水準，也配合陳菊市長興建圖書館的政
策，佛陀紀念館位處偏鄉，啟用之後，已辦了多次
國際書展，獲得些許肯定。為了感謝每個參展出版
社的參與，我們都幫助他們新台幣十萬塊。貧僧不
是要得到什麼讚賞，只是盡一點對文化的熱心，希
望增加知識的傳播而已。
此外，台灣藝術家各種作品的展覽，明華園
〈下轉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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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頁〉
歌仔戲、劉家昌慈善義唱；大陸文化部每年提供珍
貴寶物展出；山東、河南、上海雜技團，四川的變
臉、浙江的婺劇團、泉州的布袋戲等，提供大家免
費欣賞，演出經常爆滿。在完全不收費的情況下，
你說，佛光山要怎麼做才好呢？
佛陀紀念館裡設有四十八座地宮，每一座地
宮收藏一、兩千件文物，每一百年開啟一個地宮。
三百年、五百年、四千年、五千年後，當今的文物
，都可以給未來的子孫做個見證、研究。這許多文
物，當然有的是信徒的捐獻，多數還是佛光山的珍
藏，你說，這是佛光山貪戀呢？還是喜捨呢？現在
，佛光山已經把存放五年的文物錄影留下紀錄，有
心人願意觀看，不妨可以放映出來，供大家觀賞、
參考、了解。
煙火燈會 為人心增加美好
做了一些事，才稍有成果，就有人批評：「
佛陀紀念館一進門有零星的攤販、漢來素食餐館、
統一7-11、星巴克……商業氣息太重了。」孰不知
，如果沒有提供吃喝以及店家經營紀念品的地方，
遊客來了、信徒來了，累了、渴了、餓了、想要購
買禮物等等，你想，應該如何替他們解決問題呢？
現在，貧僧想在旁邊的空地增建一些禪窟，提供給
旅行的背包客，可以靜修一天半日，讓大家在人生
的旅途上加油再出發。但為了山區水土保持而遲遲
無法開展，這是青年的損失呢？還是佛光山的罪過
呢？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積極輔導。
如今，佛陀紀念館裡有猴子成群嬉戲，西伯
利亞的候鳥、綠頭鴨飛來雙閣樓過冬；觀察山上的
鳥群，據說有百種之多；蝴蝶翩翩起舞，蜜蜂花叢
飛翔；每一年的煙火，數十萬人感動欣賞，每一年
的燈會，帶給多少家庭溫馨歡喜，佛光山何止要花
上千萬啊？但佛光山總當家慧傳法師、館長如常法
師和幾位副館長，每次談及，都是愁眉苦臉，慨嘆
開銷困難。而我們也只是想為台灣社會增添色彩、
為社會人心增加美好而已啊！
因為貧窮確實會招致罪惡，我不積聚、不私
蓄，以上所說，在我一生似乎擁有一切，似乎又空
無所有，但總歸一句：「何貧之有？」

【老師的話】找到更好的自己
文／妙凡
每一個人，一生中都有二把刀劍，一把外在
的，一把內在的。不管對內對外，可以傷害自己，
也可以成就自己。
生活中的財、色、名、食、睡是五欲六塵的
刀劍，這把刀劍毫不留情的考驗我們的慈悲、智慧
、勇敢、善良和真誠，擁抱這把刀劍會獲得短暫的
快樂和滿足；而二十四小時緊緊擁抱這把刀劍，自

2015.10 季刊

035

佛

然會受傷──痛苦、煩惱緊接而來，
學
只是大部分的人，不會太在乎，直到
死亡的最後一刻，已經遍體麟傷、面
目全非，才會惘然：「此生，所為何
來？」
曾經有一位女子，先生是是個船員，偶爾船
隻回來台灣，二人才有見面的機會，小別勝新婚，
感情非常好，後來先生船難，留下一個孩子，她把
所有希望放在孩子的身上，到了二十歲，孩子卻腦
癌往生。世間上我們以為快樂的財、色、名、食、
睡，在無常、因緣的變化之下，沒有永恒和真實，
更沒有真正的快樂。正如星雲大師所言：「金錢買
得到床鋪，買不到睡眠；金錢買得到衣服，買不到
氣質。金錢買得到房子，買不到幸福美滿的家庭。
」
這是一半一半的人生。每一個人內在也有一
把文殊菩薩的刀劍，內在的、自覺的、明亮的刀劍
，在人生茫然、空虛、無所適從時，會提醒我們思
考自己的未來，下定決心在煩惱的面前，許自己一
個心願──自我改革。
在貪心的時候，感悟知足的美好，貧富原來
只是一種感受，能夠喜捨才是真正的富有；在瞋恨
的時候，將心比心的為他人著想，可恨之人必有可
憐之處，慈悲、陪伴、等待會找到生命的答案；在
懦弱退怯的時候，鼓勵自己勇敢、承擔，做了不一
定會成功，但是一開始就放棄，永遠沒有成功的時
候。自覺的刀劍，像整容一般，在自我修正、自我
革命的過程，會逐漸找到美好、圓滿的自己。
刀光劍影的人生，會逐步失去人人本具的天
真佛；但是，刀光劍影也可以化做天女散花，讓人
生繽紛燦爛，創造出不同的風光。無常的世間，改
變是必然的，唯有在自覺和發願的心海裡，才能孕
育慈悲、智慧的種子，在變化、流動的因緣和合裡
，開出美麗的淨蓮──找到更好的自己。

【叢林生活】我在佛學院的日子
文與圖／佛光山叢林學院
佛光山叢林學院
是一個提供十八至
三十五歲青年修學
佛法的地方，佛光
山開山星雲大師自
一九六五年創辦以
來，至今培養了無
數弘法人才，散布
在世界各地服務。佛學院的養成教育，每個點滴細
微的動作和念頭、行住坐臥之間都是修行的關鍵所
在。所謂「不怕念頭起，只怕覺照遲」，讓我們來
看看這些青年佛子多采多姿的心上世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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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聆聽，用愛陪伴
文／趙文瑜（功文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有今年暑假開始的前幾
天，和一位同為職業婦女的
朋友碰面。在聊天中，她表
示因為與先生平日工作繁忙
，較少與兒子互動，因此，
希望能夠騰出暑假時間，好
好陪伴孩子。她甚至安排好
整個暑期計畫，像是幫孩子
報名暑期作文班、自然科學班，還打算帶孩子去學
游泳、上數學課。
聽完她的計畫之後，我跟她分享了一些不同
的想法，我認為既然已經決定要騰出兩個月的陪伴
時間，就應該要將寶貴的時間用在親子共處上。倘
若只是將孩子從作文教室送到自然科學教室，再從
自然科學教室送去上游泳課、數學課，那充其量只
是不斷地在接送孩子罷了，並不是真正陪伴孩子。
我建議她可以考慮把一些課程停掉，將珍貴
的時間拿來和孩子相處。先坐下來跟孩子好好聊一
聊，先聆聽孩子的心聲，看他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母子倆透過溝通一起找出彼此感興趣的事情來做，
也許今天去騎腳踏車，明天去爬山，後天捲起衣袖
一起做早餐，這些都是很棒的親子活動，也會是未
來很美好的回憶。
聽完我的意見分享之後，朋友也深感認同，
並決定回去跟她先生商量看看。我建議在與先生商
量之前，可以先跟孩子討論與溝通，將他們一整個
暑假想做的事情先規畫好，我相信當她先生聽到她
跟兒子之間的對話，一定會感受到他們對於兩人共
同規畫的親子活動，抱持多大的期待與熱情！那種
愉悅的情緒是具有高度感染力的，說不定，她先生
最後也會請假，跟他們一起出去玩呢！
身為職業婦女，平日工作繁忙，如何妥善安
排時間就顯得非常重要。不論是星期六、日的周末
時光，或是特地請一段長假，既然有心要增進親子
關係，就應該把時間用在真正陪伴孩子身上，而非
只是選擇各種課程把孩子的時間填滿，那樣根本無
法達到增加親子共處時光的目的。
最後要提醒各位家長的是，在做任何安排規
畫之前，請記得先靜下心來和孩子好好溝通，才能
知道他們心裡真正期望的是什麼？我所謂的「靜下
心」並不是一定要刻意摒除雜事，安靜地坐下來談
，而是可以在親子共做某些事情的過程中，例如一
邊散步或一同布置餐桌的時候，很自然地進行意見
交流，聆聽孩子意見，如此才算是有效的溝通，確
實掌握孩子的想法以及他們的感受，並真正了解他
們的期待。
在這樣的過程中，家長也可以將自己的價值
觀與想法傳達給孩子，讓彼此的感情可以在一次又
一次的互動與溝通中，變得更加親密、更加圓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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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呼吸，從一根吸管開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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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哲暘醫師
教病人呼吸比教病人刷牙還困
難！因為很難用具體的方式測量與評
估，我在長期教導鼻過敏、打鼾與牙
周病人呼吸訓練的過程中，透過自律神經檢測儀器
的輔助，慢慢整理出一套教導病人呼吸的方式，一
方面使大家容易了解如何使用吸氣與呼氣的肌肉，
一方面也使病人明白，只要正確的呼吸，自律神經
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恢復平衡，甚至快速降低交感神
經亢進導致的高壓力，幫助情緒舒緩，改善睡眠狀
況。
首先，要學會運用並訓練吸氣肌肉與呼氣肌
肉。先拿一根吸管（愈細愈硬愈好），剪成三到五
公分長，然後用牙齒輕咬並用嘴唇含著。練習時以
鼻子吸氣、嘴巴吹氣（吹得愈用力愈好）。
一開始嘴唇含著吸管，大
約花五秒鐘，將肺部空氣用力吹
出直到乾淨（愈用力愈好），再
花五秒鐘慢慢用鼻子將空氣吸到
肺部，不要急，穩穩地將空氣吸
飽（愈慢愈好）。切記，不要急
著將空氣吸入後屏住氣（只會讓
交感神經更亢進），也不要慢慢
吐氣（沒有訓練到吐氣肌肉）。
然後嘴巴吹氣、鼻子吸氣，從吹氣與吸氣各
五秒開始（老人家或身體虛弱的病人，一開始可以
從三秒的間隔開始，原則上就是不要急，動作做確
實比較重要）。如果感覺到頭暈或勞累，可以隨時
停下來，不要勉強，甚至喝個果汁補充水分與糖分
，再評估是否繼續。
如果動作做確實，會發現用力吹氣是腹部先
用力，然後胸部才用力；吸氣時則是胸挺背脹，胸
部挺起來，背部脹起來。早晚練習十分鐘，隨時注
意呼吸方式，經過一、兩個星期的訓練，會慢慢覺
得呼吸變得輕鬆，人也開始變得有活力。請和周遭
的朋友分享，特別是受疾病困擾的朋友，先從重新
學呼吸開始，很多小症狀就會不藥而癒。
我在一次參加知名節目主持人與生機飲食專
家陳月卿的節目中，遇到一位律師，他提到道家有
個「吐濁氣」的功法：張大嘴巴慢慢哈氣，吐出來
的是溫暖的空氣，感覺上是肺部用力哈氣；可是用
嘴巴用力吹氣，吹出來的空氣卻是冷的，感覺上是
用腹部用力吹氣。
同樣是肺部的空氣，用哈氣與吹氣所吐出來
的空氣竟然有熱冷之分。我的想法是大部分人都是
淺呼吸，空氣只吸到上層肺部，下層肺部使用的機
會相對較少，所以哈氣等於將上半經常使用的溫暖
肺部空氣哈出；吹氣等於是藉由腹部吐氣肌肉，吹
出下半較少使用的冷空氣。大家可試試看，體會是
不是如此。

聖地牙哥

第035期

佛陀的法相

佛光世紀

Buddha’s Light Newsletter of San Diego
6.28.15

西方寺大殿近百人
齊聚一起聆聽滿光
法師英文主講「佛
陀的法相」，從歷
史角度探討佛陀的
法相。在西元前三
世紀，有佛無圖像
，一直到近代，比較印度和中國，因民俗文化和生
活習慣環境的不同，而展現出不同的佛相，從整體
外觀、服裝、頭型、裝飾品、紋路和肌肉線條的雕
刻等等的不同而呈
現出不同朝代的種
種佛陀風貌。此次
講座主講法師和聽
眾互動頻繁，其中
聽眾多次從不同觀
點提出問題發問，
並表示不同意見，彼此都很高興這樣的交流，期待
下次有緣再聆聽法因。

英文一日禪

7.3.15

藉由美國國慶假日，西方寺舉辦英文一日禪，近30
位美籍人士參與，三分之一學員曾參與四月份的一
日禪。這次禪修主題是「以正念看世間」。妙藏法
師先為學員講解一般佛門行儀及一日禪的香別內容
。學員們從觀身觀
息基礎打坐入門、
學習毗盧七支坐法
、透過天臺六氣調
身調氣。法師分享
佛陀與婆羅門放下
的故事解釋在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在根塵識可能引發慣性的執著及反應
，並透過正念時時如實認識事實，不是只透過自己
慣性看世間。中午，住持依宣法師親自在大寮帶領
義工為學員們準備齋飯。法師提醒大眾手捧一碗齋
飯一杯香茶，都蘊含眾緣合和，來自十方。學員們
也透過茶禪，體驗
茶禪一味，以因緣
觀來觀茶的來處不
易及茶味的變化。
最後，學員以佛門
出坡油漆體驗動中
禪。一整天下來，
學員們從在佛堂打坐、逕行、用餐、喝茶到出坡，
逐漸引導學員們如何從靜到動，時刻提起正念進而
以正念來看世間。

新舊任住持布達

7.26.15

《金剛寶懺》法會結束後，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蒞
臨道場為新舊任住持主持布達、監交儀式，依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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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感謝多年來信眾的全力護持，也鼓
動
勵信徒們不忘
護持道場信念
，和新任住持
覺泉法師在佛
道上精進學習，將師父上人
人間佛教的理念更落實在日
常生活中。覺泉法師表示希
望繼前幾任住持腳步和信徒們一起將佛光更普照，
法水永續長流。現場有信眾150人參與盛會。

贈書儀式

7.26.15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於法會後舉辦《獻給旅行者
365日》贈書儀式。西方寺護法信眾林宣昭、林莊
淑芳伉儷經營旅館業四十年，在南北加州各地擁有
Marriot、Holiday Inn 等多家美國知名連鎖旅館
，並由兩位優秀傑出的兒子林士殷、林士隆幫忙經
營管理。淑芳師姐學佛多年，感於佛法博大精深助
益人心，特別提供其位於
Rancho Bernardo Holiday
Inn Express的會議室，作
為西方寺北郡讀書會場所
，住持依宣法師每星期講
經弘法，嘉惠聖地牙哥北
郡許多平日忙於持家的信
眾，增長佛智充實心靈。慧東法師開示，星雲大師
旅行世界各地弘法，多年心願集結中華文化佛教寶
典，有古今400位作者、800則作品，獻給旅行世間
的行者作為精神食糧。例如現代中國大陸知名企業
家馬雲的智慧語錄，也是其中一則廣獲注意的文章
。淑方師姐感恩致辭，《獻給旅行者365日》是大
眾出錢出力促成的美好因緣。希望以此功德迴向，
住宿旅館每個房間的客人都能在旅途勞頓中，看到
這本好書，感悟中華文化精華及佛法的智慧，為人
生旅程注入生命的光華。

西來寺西來書苑參訪

7.30.15

西來寺西來書苑9位學員在妙偉法師帶領參訪西方
寺。此次校外教學，旨在向學員介紹佛光山別分院
。佛光會員酥陀妙味供
養來訪學員們。午齋後
大眾至大殿禮佛。前任
住持依宣法師為學員介
紹建寺緣起，及附近各
處名勝、旅遊景點。現
任住持覺泉法師以佛前
加持六字大明咒結緣品
為學員祝福。佛堂莊嚴佛像攝受學員們，尤其對佛
前供養的舍利子禮拜瞻仰。書局佛教文物用品種類
齊全，吸引學員仔細瀏覽。其中本山大悲殿觀音及
接引大佛聖像最受歡迎。離去前眾位學員感恩西方
寺法師及佛光會員為大家安排的殊勝之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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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5
西方寺《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共修法會與會中外信徒
近百人。法師開示：修養與修行的不同，修養是世間
法，屬於自我規範，是表相的、理智的、心念的自我
壓抑。禪宗譬喻如石頭壓草，無法連根拔除。修行是
出世間法，解脫道是智慧的
行入，轉煩惱為菩提，自我
意識客觀的存在。如心經云
：「照見五蘊皆空」就算有
煩惱，心中卻能了了分明。
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
活，對自已的生命負責。接
著周日英文班學員 Patrick Thunder 分享，他於七
月中旬參加西來寺成人短期出家修道會心得。午齋後
協會副會長周浩明率同金剛和香燈菩薩們，為年度梁
皇寶懺法會布置壇場，莊嚴佛淨土，充分發揮佛光人
集體創作精神。

共修法會

8.15-8.22.15
西方寺啟建「孝親報恩梁皇寶懺法會」。分別由西來
寺監院依宣法師、慧軒法師主法，最後由住持覺泉法
師主持「三時繫念
」佛事一堂。法會
計有千餘人次參與
，梵音繚繞，莊嚴
殊勝。主法和尚為
信眾開示：懺文不
斷的讀到《龍華三
會再相逢》，因學佛的層次不同，但是都已具足龍山
推行的人間佛教，有相當關聯。彌勒菩薩降世成佛，
即人間淨土形成時
，佛光山的宗風理
念「三好運動」人
人說好話、做好事
、存好心，世間就
變成人間淨土。彿
陀希望佛弟子度眾
，分享歡喜心，做到聞、思、修、證，提昇自己的修
行，弘法度眾，才能使佛法長久流傳。

孝親報恩梁皇寶懺法會

9.7.15
下午，不
怕聖地牙
哥當天氣
候酷熱，
一行48人
來自越南
寺院Chon
Doc Buddhist Meditation Center 西方寺參訪，由
聖地牙哥協會副會長許雪惠及佛光會理事代表常住接
待歡迎。據越南風俗七月節要到幾個寺廟拜拜，日前
他們就在網站得知西方寺，因而藉此因緣上來拜訪。

西方寺參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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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5
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於9月27日（
星期日) 在西方寺舉辦中秋聯誼活動，以慰勞大家平
日的辛苦及促進彼此情
誼，邀請所有佛光人及
其親友參加，聯誼活動
由西方寺住持覺泉師父
領眾招待並主持。9月27
日適逢中秋節，秋高氣
爽萬里無雲，令人心曠神怡，共修法會結束後，大家
同心協力，師兄們忙著佈置聯誼會的會場，師姐們則
在廚房準備各種佳餚。由於西方寺及佛光會平日與社
區互動良好，因此社區人士聽說西方寺舉辦中秋節活
動，也紛紛前來，
共襄勝舉，五點不
到，中外嘉賓就陸
續的來到五觀堂，
大家相互交誼，有
的相互之間交換名
片，有的問中秋節
的傳統與由來，氣氛溫馨和諧。而此時廚房也傳來陣
陣的素食香氣，沁人心脾。下午六時，住持覺泉法師
宣布中秋聯誼正式開始，並歡迎所有佛光會員及來賓
盡情享用佳餚；外
籍來賓更是對素食
和佛光會的服務讚
不絕口。飯後，副
會長許雪慧師姐主
持快樂有趣的團體
康樂活動，歡樂笑
聲連連，甚至有美籍人士藉著遊戲在歡樂的氣氛中學
習中文。聯誼會到八點結束，大家帶著不捨的心情，
回家繼續賞月。

中秋節聯誼

9.27.15
秋季英文佛學班及禪修課程於9/27開課，由妙藏法師
指導教授。30位學員中有30%具博士學歷、60%為大學
畢業，並有多位是
新生加入。佛學初
級班以“Core
Teachings”為主選
教材，進階班以
“The
Rabbit’s
Horn: A Commentary on the Platform Sutra”為經典研讀教材。期
望透過以美國佛光出版社的大師英譯著作，讓學員系
統性的學習佛學常識、大乘佛教經典及人間佛教理念
，建立正知正見。

英文佛學及禪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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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西方寺課程表
Hsi Fang Temple Class Schedule
週三
Wed.

10:20-12:00

週六
Sat.

09:30-11:30
13:30-15:00
13:30-15:30

週日
Sun.

09:00-12:30
10:00-12:30
13:30-14:30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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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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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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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Oct

11月
Nov

12月
Dec

星期
Day

時間
Time

活動
Activity

日
Sun.

9:30am12:30pm

大悲懺
Great Compassion
Repentance Service

五
Fri.
六
Sat.
日
Sun.
日
Sun.

7:00pm9:00pm
10:00am9:00pm
10:00am5:00pm
2:00pm4:30pm

12

六
Sat.

9:00am5:00pm

19

六
Sat.

9:00am6:00pm

20

日
Sun.

10:00am12:00pm

4

6-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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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Stars
生日快樂
10月份‧October
呂洪君 周金蓮 周菁菊 李國璽 簡惠薰 固立志 吳國新
林世昌 馮慧玲 余詩吟 賈安琪 謝宜芳 王俊文 陳奕靜
陳家瑜 何邦楨 黃阿文 夏仁強 張賀吉 陳汪麗珠 鄧磊
林柏秀 林光餘 陳淑敏 林六妹 陳輝明 曾銀妹 桑瑄罄
許嘉發 葉佐勝 陳秀美 彭秀琴 朱兩喜 李淑女 龐婕菁
鄭卓慧 陳祖耀 謝孟倫 謝金壽 譚凱莉 陳昱豪 姜艷波
吳建華 張廣祥 吳璇璇 張順強 唐衍榕 許桂菊 辛懿
黃鳳萍 韓潤豐 錢筠霓 石光明 李佩芳 郎恒元 蘇先熙
游秋桂 陳品鳳 陳良圭 林煥嘉 吳定恭 李政雄 陳儉
紀鳳逸 邱宇宣 吳淑華 Peter Durland Tony Camara
Fang-Lan Williams Charlie Haynes George Harbert
Allen Dunn Christina Tieu Sheila Moss Joe Dang
Gary Freigo Nguon Chau Chris Coolidge Paul Lean

11月份‧November
余淑清 莊翠霞 李維哲 劉達衛 馬國俊 鄭陳秀英 王蓉
張祐榮 吳振威 賴偉君 吳瓊蓉 陳英彥 呂化陽 余建強
王家強 鄭定昌 羅鳳嬌 雷哈克 蔡振明 葉治延 王映潔
許瑞祥 朱佩華 韋梅芳 黃瑞松 郭曉姍 沈一海 譚瑋仁
許桃轉 張庭輝 何秀慧 潘慧玲 卓秀英 楊拓翰 鍾德華
楊坤杰 郭雲霞 劉卓安 莊雲奎 馮芝偉 葉淑貞 韓志華
王海華 陳綺玲 梁裕寧 譚樹濃 陳祖芬 董昱利
大原茂浩 Juliette S. Vo Samantha Chong Fiona Yee
Dang Kha Timothy Kha Addie Steele Tom Steele
Sheree Lovering Guadalupe Jesus Liwanag
Sandra Young Nicole Anders Nancy Davis
Jennifer Hsu Elizabeth Judy Amy Howe

12月份‧December
藥師法會
Medicine Buddha
Dharma Service

劉俞均 鄧婉嫻 林世正 林素珍 巫麗霞 謝武海芸 吳勇
朱無忌 蔡庭坤 王耀黎 廖泉裕 于春娥 大原珠莉 王蘅
胡聖彤 王和青 王可莉 徐利祥 司徒光 程葉郁寧 陶俊
鄭承文 陳美琪 林隆豐 黃愛蓮 林五妹 葉恩如 沈云佳

佛光會年度會員大會
BLIA Annual Conference
英文一日禪
One Day Meditation
Retreat (Englsish)
彌陀法會(念佛一永日)
Amitabha Buddha
Dharma Service
2015光明燈圓燈法會
Lamp Offering
Completion Service

※ 1/1/2016 (五 Fri.) 10:00am-12:00pm
光明燈上燈法會 Lamp Offering Service
1/17/2016 (日 Sun.)
釋迦牟尼佛成道日
Dharma Day - Enlightenment of Sakyamuni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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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鴻彬 葉恩欣 王映霖 周麗君 鄭來忠 鄭炳章 崔彩鳳
謝志成 徐艷梅 譚屹芬 楊智光 曾偉金 林國棟 余麗群
張淑卿 唐國煒 何睿哲 秦心瑜 劉淑華 蔡春好 鍾明璿
歐德明 賴宗毅 蔡紹興 裘堃 霍紅 Ray Lovering
Courtney Jones Gwendol Yn Harbert Wayne Day
Henry Han Thi Huong Tran Sue Stern Holly Sandy
Mei Fong Trainham Michele Dyanne Ted Lin
Karen Tao Fu Chen Amanda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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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