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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淨化是慈悲，
慈悲能和諧群我；
愛的昇華是智慧，
智慧能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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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星雲說

吉祥之道
文╱星雲大師

居孝事父母，
治家養妻子；
不為空而行，
是為最吉祥。


──《法句經》

「居孝事父母」，身為人子，上有
父母，最要緊的就是孝親，侍奉父母
親，這是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之恩比山高、比海深，一個人
若對於父母的恩情都不記得，哪裡可
能會記得國家、社會、大眾對他的好
處呢？一個不記得他人好處、不記得
他人恩惠的人，怎麼能像個人？所以
孝順父母是子女的第一要務。
「治家養妻子」，長大成家以後，
有了家庭，有了妻子、兒女，就要能
夠養家，對家庭要有責任。如果結婚
成家之後，對家庭沒有責任感，夫妻
彼此有虧，怎麼可能從家庭的恩愛，
進一步將愛擴大到全社區、全人類？
這是不可能的。因此，孝也好，愛也
好，都要從自己、家庭做起。
「不為空而行」，許多人常在學佛
和不學佛之間排徊、矛盾，為什麼？
像有的人學佛，就說佛教講「空」，
說「黃金是毒蛇」，那麼金錢就不要
了，以為一切皆空，這不對的。佛教
講的空，不是這樣的錯解，把一切都
否定了。
在其位要謀其職，不可以有父母卻
不孝父母，有家庭卻不顧家庭，說什
麼不要錢、不要愛、不要家、不要世
間，這樣是缺乏責任感，也是對佛教
很大的誤解。
此外，還有的出家人，雖然已經出
家了，卻還是天天掛念俗世的種種，
念念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什麼
東西，像這樣，無論出家或在家，就
過得很矛盾、不安心。
我認為，如果是一個在家信徒，就
依照世間人的生活來做人處世，將信
仰做為是心靈的依靠；如果是已經出
家，就好好弘揚佛法，把佛法傳播到
世間，不應該時常掛念人間的俗事。
「是為最吉祥」，能夠把握好這樣
的原則，無論在家也好、出家也好，
都盡到各自的本分，就是最吉祥、最
圓滿的了。

圖╱心皓

指尖下的藝術─袖珍軟陶
【記者謝鈺鈺台北報導】盧兆宗從小就
喜歡捏塑，長大後，因家族企業到南非發
展，因緣際會讓他重新接觸軟陶。因為南
非治安不好，所以當地的人很愛在家裡做
手工藝，他常混在軟陶班的婆婆媽媽中，
當最年幼的學生。
他當時發現，來自德國的FIMO軟陶（
被國外藝術家傳頌五十年以上的媒材）的
特殊性，延展和可塑性佳，做什麼都行。
FIMO軟陶在低溫烘烤後，定色定型可
以永久保存，盧兆宗回台後，就將其引進
並於去年創辦「巧手本鋪」，獲得很多大
人們和小朋友的青睞。
在台北市的專櫃裡，軟陶作品一個個都
超袖珍精緻，讓人流連忘返。包括電影卡
通人物公仔、主題式袖珍屋等。
盧兆宗不但喜歡將作品做得漂亮，更喜
歡做得小巧可愛，「做大任誰都會做，但
做小的，專業度就可以適度的表現，我的
工具也不需要多，最重要的就是學會控製
好軟陶在掌心的溫度，利用手指就可以變
化出萬千種技巧。」
他不擔心自己的作品攤在陽光下檢視，
也不怕同業學走，「因為看到是一回事，
能做出來才是本事，真金不怕火煉。」
對盧兆宗來說，透過軟陶進行袖珍藝術
創作是「夢想的實現」。他說：「因為需
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神去構思和製作，每
件作品的完成我都會形容像是在生小孩一
樣，希望它漂漂亮亮、人見人愛。」
目前最小的作品大約是2mm的泰迪熊，

座談會上，佛光山寺副住持慧傳法師讓貴賓抽取《人生卜事》卡，大家開心分享。 圖／徐芷齊
【人間社記者徐芷齊高雄報導】中華航
空公司董事長孫洪祥帶領旗下幹部，和華
信、東方、廈門、南方、上海等六家航空
公司董事長及高層幹部三十三人，日前參
訪台灣高雄佛光山及佛陀紀念館，希望從
禪文化中獲得正能量，提升服務品質。
今年四月，中華航空與佛光山合作推出
「華航精緻旅遊—佛光山禪文化之旅」；
此次這六家航空公司召開「大中華攜手飛
高峰會議」，聯手強化兩岸航線優勢，會
後特別到佛光山取經，中華航空董事長孫
洪祥、東方航空董事長劉紹勇、廈門航空
董事長車尚輪、南方航空董事長司獻民、

總監修／星雲大師

Beautiful Heart, Beautiful World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1927 - )
English translation: Venerable Zhi Yue

美好的世界，從自己做起，
當我們埋怨人際的冷漠疏離，先從自己
散發溫暖熱情開始。
無奈於社會亂象叢生，先從自己持守律
法，清白克己開始。
感慨於功利主義掛帥的潮流，為什麼不
從自己慈悲愛人，喜捨無求開始呢？
美好新世界，從每一顆心開始做起。
──選自《星雲說喻》

華信航空董事長何漢業、上海航空董事長
唐兵等，在傳燈樓與星雲大師會晤。
星雲大師肯定中華航空是一家優良的航
空公司，以服務顧客為優先。他表示，「
未來重視服務，誰服務得好，誰就生存；
佛教亦然」，若寺院高高在上，說話別人
聽不懂，將遭社會淘汰。大師指出，「人
和人之間要真誠，哪怕是一個點頭、一個
微笑、一句好話，只要廣結善緣，自然會
有貴人相助。」
貴賓望著客堂中「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三幅字，請教大師「如何
才能永遠行三好」，以及「如何放下」等

除了陶軟袖珍作品外，「巧手本舖」
另一位創辦人Sherry從英國引進，已超過
三十年歷史的微縮戰棋模型。英國戰棋是
桌上遊戲的一種，在國外已風行多年，主
要分為三個系列的眾多種族，玩家可以選
擇喜歡的種族彩繪並進行遊戲。
精緻的微縮模型，搭配上玩家精細的畫
工，讓每一個小小的模型都成為令人驚嘆
的藝術品，也成為很多玩家的收藏。

問題。
大師表示，要慈悲、助人、正派，待人
如己，面對不同文化，不要對立。更點出
「三好」對應人們常說的「真善美」，佛
光山致力推動「三好運動」，希望社會有
更多三好校園、三好學生和三好家庭。
劉紹勇創作一首七律獻給大師，以「暗
寓九州萬里心」讚美大師弘法不遺餘力；
「中華處處有知音」讚譽人間佛教弘揚深
廣。
佛光山寺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國際佛
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則在佛館
禮敬大廳三樓和貴賓展開座談。
慧傳法師提起，日前在星雲人文世界論
壇上，大師指出未來世界的四個趨勢是「
服務」、「誠信」、「喜悅」、「和平」；
而航空業「以客為尊」的服務精神，即是
菩薩精神。
孫洪祥表示，兩梯次的禪文化之旅，都
讓他感受非常深刻，尤其是大師的教導；
再度到佛光山，看到義工、法師在此地歡
喜付出，依然深受感動。他強調，航空業
集六家為一家，加強服務，未來也將以提
供更好的服務為營運宗旨，繼續進步。
眾人在精神容易昏沉的午後，先後體驗
抄經和禪坐，個個定下心神，期待開發內
心智慧。有人說，禪坐後，整個手心都暖
和了起來。另有人說，平日靠運動紓壓，
現在發現，抄經和禪坐是值得推薦的放鬆
身心方法。

西來寺「第四期英文素食烹飪班」開課囉！

中華文化佛教聖典

文／佛光星雲（1927～）

精益求精的他，每天都希望再突破，能再
做得更小，向極限挑戰。
才進入百貨公司專櫃一年多，主題式教
學和優質素材加持，讓「巧手本鋪」打下
口碑，成為手作業者仿效的龍頭。
「巧手本舖」將於今年年底與台北「袖
珍博物館」（亞洲最大，世界第二大）合
作，在袖珍博物館舉辦「巧手本舖——袖
珍角落師生聯合特展」。

佛門取經 航空業以客為尊

《獻給旅行者們365日》

美麗心世界

「巧手本鋪」創辦人盧兆宗的袖珍軟陶作品讓人歎為觀止。圖／謝鈺鈺、巧手本鋪提供

A beautiful world starts with ourselves. When
we find ourselves complaining about being
neglected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e should
change the situation by exuding warmth ourselves.
When we feel helpless amidst a chaotic society,
we should start the changes ourselves by following
the rules and maintain our innocence through
self-discipline.
When we sigh about the trends of utilitarianism
demands, why not lead the changes by being
compassionate, loving, equanimous, and selfless
ourselves?
Building a beautiful new world begins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our hearts.

── from Xingyun Shuo Yu
（Hsing Yun&apos;s Commentaries on Allegories）

【人間社記者善淨洛杉磯報導】佛光山
西來寺為響應健康飲食並鼓勵大家能吃得
更健康，再度邀請素食烹飪經驗豐富的滿
燈法師，教導大家烹調美味又營養的健康
素食餐點。
此次開課的英文素食烹飪專為美籍人士
開設，全程以英文教學，共十六名學員參
與。
滿燈法師以平日易取得的食材，教學員
在家輕鬆烹煮素食。學員圍繞法師身旁，
觀看法師示範。
滿燈法師從備料調味、刀工切菜方法、
食材配色原則及烹煮火侯等等，進而教授
料理祕訣，指導學員如何將菜煮得道地，
更顯菜根香。
學員們個個認真學習，筆記寫得密密麻
麻，隨後由學員親自操刀，現場大眾樂在
其中。兩個鐘頭的課程中，一道道色香味
俱全的菜餚也陸續出爐了。
新學員Ms. Diana Lopez Garcia表示，她
家距離西來寺近在咫尺，卻一直找不到「

英文素食班烹飪班」，透過朋友介紹知道
西來寺有開此課程，滿心歡喜上網報名。
課後表示，原來烹煮素食並不難。
另外，只會講英文的越裔華人Hanh
Trieu已參加過四次課程，他說，自己的
興趣一向是烹飪，很高興可以學習到素食
烹飪，上課也不再受限於語言。

西來寺開辦的英文素食烹飪班，全程英文
教學，大眾樂在其中。
圖／西來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