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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有若及時雨，

好讓枯木長新枝；

惡念如同狂飆風，

直叫大地盡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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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間 萬 事

脫困之道
â星雲大師

  各位讀者，大家吉祥！
  漢高祖一生戎馬，在他受困平城
的時候，雖是兵多將廣，但單靠武
力，無法突圍而出；孔老夫子受困
陳蔡之間，三千弟子、七十二賢
人，皆束手無策，無人能助他脫
困。
  不管偉人、平民，在一生當中都會
遇到一些困境。如何脫困？這是每
個人應該學習的人生課題。如何脫
困呢？
  一、 提升能力：人之所以受困，
必定是計畫不周，行事不到。例如
資本不夠，坐困愁城；或是受人脅
迫，感到危險。這個時候求告無
門，只有靠自己提升信心、實力，
才 能度過難關。雖然有些事可以讓
時間去解決，但時間不是萬能的兵
符，還是要吾人自我充實，運用一
日、一周的時間，甚至越王勾踐反
抗吳王闔閭，以數年換取「生 聚、
教訓」，最後終能打敗吳王，復興
越國。
  二、改變觀念：人所以會被困難包
圍，大都因為自己守成不變；因為
一成不變，所以失去先機，把自 己
陷於危困之中。就如一場戰爭，沒
有進攻策略，也沒有退兵計畫，僅
靠一成不變的戰術，被圍困自是意
料中事。如果此時能改變觀念，重
新規畫，所謂「窮則變， 變則通」
，兵法裡有說「出奇制勝」、「變
換陣勢」，能夠改變觀念，才有脫
困機會。
  三、轉換跑道：一個人以種水果營
生，多少會遇到颱風、蟲 害，眼看
著即將可以收成的水果，一陣颱風
過境，一次蟲害流行，一切付諸流
水。其實，人生跑道很多，改為務
農也不錯，種稻、種菜、種豆都可
以。若覺務農不 好，那麼經商也可
以；無意經商，那開個小工廠吧。
自己不是企業人才，就心甘情願當
上班族，拿固定薪水養家糊口也不
錯。世間上道路之多，有陸路、海
運、航 空，條條大路通長安，為何
要墨守成規，不肯轉換跑道呢？
  四、培養因緣：有人一生諸事不
順，求職職業難找，做事事業不
振，一生都活在艱難危 困之中。
這時不必怪國家社會，也不必怨親
人朋友，要怪只怪自己「因緣」不
具。所謂「諸法因緣生」，一切事
業都要有資金、土地、市場、計
畫、文宣、人才等 等。這許多因
緣缺少其一，事業就不易成就。所
以，受困時不必怨天尤人，若懂得
此中道理，當下開始，好好跟人結
緣，以自己的少量能力、發心、因
緣，回向給別 人，把自己融入其他
因緣，有朝一日，因緣具備就可東
山再起。
  五、掌控機遇：在人生行事當中，
有易處之人，也有難處之人，有易
處之事，也有 難處之事。這許多
難易人事當中，都有我們的機遇。
機遇是一時的，它可能和你擦身而
過；失去機會，不容易再來，所以
懂得掌控機遇，就是脫困的要點。
一個理 念、一個他人的示範、一句
話、一個人、一件事，都可能是你
的機遇。美國費城百貨公司總經理
詹姆斯，有一天在偶然機緣下，親
切地端了一張椅子給到店內躲雨的 
老太太，結果這位老太太是鋼鐵大
王卡內基的母親。後來詹姆斯接受
邀請，加盟卡內基旗下，因此飛黃
騰達，一生功成名就。
  一次機遇可能改變一生，人生豈能
不好好把握機遇！

西來寺活動看版
2/2~4/7	 佛光緣美術館「琉璃花開菩提心－琉璃工
	 房新春特展」
2/3									 社會關懷老人院探訪
2/9									 7:30pm除夕普佛
2/10~24					 春節平安燈會
2/10								 5:00am新春朝山、10:00am新春禮千、
	 12:00pm	新春	文化表演、2:00pm新春禮千	
	 佛、4:00pm新春文化表演
2/16~17					 供佛齋天
2/24								 光明燈上燈法會、新春文化表演
每週一至五	 佛光西來學校課輔班
每週三					 佛光合唱團、插花班
每週四					 舞蹈班
每週五					 西來佛光幼女童軍活動
每週六					 中文成人班、佛光西來學校週六班、西來
	 佛教學院(課程：走進華嚴、楞嚴大義、
	 佛事懺儀、中文禪修、止觀、善臂菩薩經)
每週日					 粵語佛學班、英文禪修班(初級與進階)、
	 英文佛	學班(基礎佛學、經典研究)、西來
	 童軍團、佛光	鼓樂團、快樂兒童音樂班

佛光新聞

美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佛光山享祥和
羅伊斯指定佛館行程  從美到台續法緣  大師贈墨寶
  【本刊訊】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
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二十
七日率領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
會訪華團專程來訪佛館，佛光山開
山宗長星雲大師帶領僧信四眾於禮
敬大廳歡迎，並以一筆字墨寶「吉
祥」結緣。
  羅伊斯主席與佛光山美國西來寺結
緣甚深，在擔任眾議員期間，多次
參與西來寺舉辦各宗教和平祈福法
會及寒冬送暖活動，且一再承諾要
到台灣佛光山總本山參訪。因此在
短暫三天訪台期間，特別指定佛館
行程「回娘家」。
   「有朋自遠方來，佛光普照，歡迎
大家來到佛光山。」星雲大師盛情
帶領僧信二眾到禮敬大廳迎接羅伊
斯主席，讓訪華團成員倍感親切。
大師表示，佛光山在美洲有三十幾
座別分院，位於美國洛杉磯的西來
寺，承蒙關照與護持，而有更多服
務當地社區的機會。大師並談及美
國與台灣過去往來密切，希望台美
友誼能永遠保持，也期盼遠道而來
的貴賓，能多認識美麗的台灣。
  「台灣第一個寶就是佛光山，第
二個是民主。」羅伊斯主席強調，
此行到佛光山感受到台灣宗教信仰

自由，歡喜見到華僑在美亦享有信
仰自由。此外，佛光山重視信仰傳
承，在美國的華裔二代也多數信仰
佛教，尤其在西來寺更可見信仰傳
承的力量與可貴。樂見此行來台
訪問，不僅在貿易、經濟上有所進
展，也樂見台美雙方有更深厚的友
誼。
   羅伊斯主席至佛館玉佛殿瞻仰佛
陀真身舍利，而殿堂內寧靜莊嚴的
氛圍，也令他感到內心的平靜與祥

和，他歡喜的說：「很榮幸能親臨
佛館，見到莊嚴雄偉的佛教建築，
這是最難得寶貴經驗。」在接獲大
師所贈墨寶時，亦開心表示：「要
將大師的墨寶掛在首都的辦公室內
珍藏。」
  行政院政務委員楊秋興、外交部北
美司司長令狐榮達，以及專程從美
返台接待的台美文化交流協會理事
長馮怡山、華興保險董事長張國興
等人亦陪同接待。

蔬食園地

p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與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成員合影，前右三為率
團來台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Ed Royce)。圖/人間社記者陳昱臻

琉璃工房春季特展「琉璃花開菩題心」西來寺展出
【本刊訊】以頂級琉璃脫臘鑄造技
法與藝術成就享譽國際的琉璃工
房，將於二月二日至四月七日，首
度在南加州佛光山西來寺佛光緣美
術館推出春季特展，以「琉璃花開
菩提心」為主題，展出琉璃工房二
十多年來的精華作品，包括展現高
難度琉璃粉燒定色的【花舞琉璃系
列】與【一朵中國琉璃花系列】、

台灣工藝師系列的【台灣百合】、
春節應景的【生肖與神獸系列】，
以及法相莊嚴慈悲的【經典佛像系
列】。
   藝術總監楊惠姍歷時十多年所創
作的一米(一百公分)琉璃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現今全球最大脫蠟鑄
造琉璃佛像，更是首次在美國正式
展出。「琉璃花開菩提心」是琉璃
工房成立二十六年來在美國首次的
大型展覽，搭配西來寺新春朝山、
佛法會、元宵等節日活動，供前往
祈福的民眾參觀。
  一九九六年，藝術
家楊惠姍親見中
國敦煌第三窟
元代千手千眼
觀音壁畫藝
術，逐漸剝
落即將永遠消
失，立下以琉
璃材質立體重現
此壁畫的「今生
大願」，成為她個
人永不停止的行為藝
術。自一九九九年
開始雕塑第一尊千
手千眼觀音，雕塑

尺寸不斷放大，歷時三年半研發實
驗，於二○○七年成功燒製一米「
千手千眼千悲智」，是全世界至今
最大的以琉璃脫蠟鑄造技法製作的
琉璃佛像，也是「今生大願」一個
重要的階段。
   觀音塑像以琉璃脫臘鑄造法一
體成形塑造，觀音的慈悲面容與無
盡智慧，透過琉璃傳遞。被列入美
國康寧玻璃博物館二○○八年<New 
Glass Review>重要紀錄當中。二
○一○年獲上海世博中國館永久典
藏。

醍醐味 翠玉冬瓜
â法遠

材料：冬瓜一片約500克 、青江菜
 300克、脆皮酥（可用素鬆代
 替）10克、香菜1根。

調味料：醬油1大匙、素蠔油1大
 匙、鹽1小匙、當歸1片、八
 角3粒、薑2片。
作法：
1.冬瓜去皮、子，切大塊；青江菜
  汆燙熟，泡冷開水備用。
2.平底鍋放一點油，把冬瓜塊煎成
  金黃色。
3.將調味料加水煮開，放入冬瓜，
  滷至熟軟即可。
4.青江菜排於盤底，將滷好的冬瓜
  排上，淋上冬瓜醬汁，灑上脆皮
  酥及一點香菜碎末，即可上桌。

貼心叮嚀：
‧冬瓜要選擇外皮較翠綠，削開後

紋路較鮮明的比較成熟，這樣吃
起來口感才會鮮甜，滷久了也才
不易糊掉。

‧滷軟的冬瓜入口即化，對年長者
是很適合的一道料理。而青江菜
沾著醬汁吃，別有一番風味，清
脆而爽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