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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升，

事事不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每周二、四
電視弘法LA18節目
（6：00pm～7：00pm）

2/24
（六）

供佛齋天──灑淨、請聖
（7：30pm）

2/25
（日）

供佛齋天──獻供、上
供、送聖（9：00am）

3/2～4
（五～日）

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3/4
（日）

2018光明燈上燈法會
（10：00am）

3/9
（五）

大悲懺法會
（7：30pm）

牽著鼻子走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北宋隆興府的寶峰克文禪師，是陝

府閿鄉（河南陜縣）人，得法於黃龍

慧南禪師。

有一天，克文禪師上堂說法，說一

句：「我不敢輕視各位，你們都可以

成佛。」說完之後就沉默不語，雙眼

環顧著大眾。

一位學僧鼓起勇氣站出來，提問說

：「剛才老師說我們都可以成佛，請

問老師，成的是什麼佛呢？」

克文禪師看了他一眼，忽然哈哈大

笑。學僧沒想到這個問題竟然引得老

師發笑，頓時不知所措，漲紅著臉再

問：「學人提出的問題有什麼好笑嗎

？還請老師為學人釋疑。」

克文禪師收起笑臉，認真地看著他

說：「我笑你被我左右，就像被人牽

著鼻子走一樣，你何必因為我一個笑

聲就這樣動心呢？」

禪師的話引起其他僧眾哄堂大笑，

那位學僧心有不甘，悻悻然說：「就

當作學人失算，被老師愚弄了吧！」

說完便準備頂禮而退，克文禪師忽

然大喝：「不要禮拜！」學僧覺得自

己顏面盡失，一轉身就走回群眾裡。

克文禪師看著他的背影，搖搖頭說

：「可惜，你現在給自己的情緒牽著

鼻子走了。」

禪功不夠的人，都會被境界所牽引

，就連蘇東坡，也禁不起佛印禪師的

一句「放屁」就生氣了。一般禪功不

深的人，對外境所謂的八風，即稱、

譏、毀、譽、利、衰、苦、樂，很容

易就讓八風左右了人心。

就如我們平常的生活，人家讚美我

們衣服漂亮，我們就高興，其實，衣

服漂亮對自己有什麼關係呢？那不是

讓自己成為衣架子了嗎？又如買一部

流線型的汽車，也希望好個面子，好

像自己的面子就是汽車，這不是失去

自己了嗎？

所以，人既立身於天地之間，卻給

喜怒哀樂牽著鼻子走，良可慨也！

佛光新聞集錦

英國上議院日前舉行援助麻風病慈善說

明會，倫敦佛光山應加迪亞勳爵之邀參加

。Lepra是一個國際慈善機構，深入研究

麻風病91年；倫敦佛光山也準備各種資料

讓大家了解道場的活動及介紹佛光山的四

大宗旨，監寺覺芸法師表示，佛光會將在

3月舉行茶點義賣贊助Lepra，邀請與會代

表來寺參訪，更將安排Lepra人員為信眾

介紹麻風病，以關懷取代恐懼。（清勤）

英國 佛光人關懷麻風病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大樹報導】佛光山

佛陀紀念館二眾塔的三好兒童館，6年來

首度換上新裝！「三好劇院」播放新春應

景的新動畫影片《我愛歡喜．一起做花燈

》，全新「三好學園」互動體驗，跟著影

片中的人物行三好，感受為這世界所帶來

的美好力量。

以嶄新面目和大家見面的「三好學園

」互動劇場，設計理念延續〈人間衛視〉

2017年榮獲第52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的《我愛歡喜》，透過180度的電視牆大

螢幕上，真實世界的小朋友可以和動畫裡

的人物互動。

互動一，隨著動畫老師以及歡喜沙彌、

達杜、莫莉、阿廣、阿比和小雯，經過鳳

梨園，一起合力幫忙農夫將所有的鳳梨戴

上帽子，創作出美麗的「三好」圖畫。

互動二，當看見麻雀被網子困住時，真

實世界的小朋友只要喊著「加油」聲，就

能聲控救麻雀，音量愈大，小鳥也愈發有

力量振翅高飛。互動三，隨著歡喜沙彌走

到佛光山大雄寶殿作晚課，真實世界的小

朋友看著布幕，用手按下琴鍵彈奏〈三好

歌〉，並帶動唱，讓晚課也歡樂。

最精采的一幕是，當所有動畫中的人物

都回到佛陀紀念館，師父為大家分享人間

最善美的力量就是行三好。真實世界的小

朋友可以寫下祈願卡，這時神奇的事發生

了，所有寫下的祝福都印在螢幕中的天燈

中冉冉升空，帶著諸佛菩薩的祝福，滿心

歡喜的回家。

佛館二眾塔還有一處「三好劇院」，春

節期間將推出《我愛歡喜．一起做花燈》

，小朋友們從一開始的分歧到同心協力製

「三好學園」影片中，大家隨著歡喜沙彌

到佛光山大雄寶殿作晚課。� 圖／記者妙熙

隨歡喜沙彌 體驗三好力量

作花燈，說明團結就是力量。

二眾塔的互動式三好板牆，將寫著「身

」、「口」、「意」的牌子翻到背面，可

以看到內容都在告訴大家什麼是「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簡單易懂，易於身

體力行，廣受校外教學團體歡迎，甚至還

有不少人詢問有無出版圖文書。

大家爭相合影的拍照焦點是師父和歡喜

，左右兩邊換上新角色達杜和小雯，讓場

景煥然一新，另外改編自佛光山開山寮特

助慈惠法師著作《古今譚》的好兒童故事

套書是二眾塔最搶手的童書。寓教於樂的

三好兒童館，在春節繼續發揮三好精神，

持續為大家帶來歡喜。

世 界 俱 樂 部 挑 戰 賽 （ W o r l d  C l u b 

Challenge）冠軍隊、英國專業橄欖球聯

賽俱樂部威根勇士隊（Wigan Warriors）

的總經理Kris Radlinski、球隊電視製作人

Stewart Frodsham帶領50位球員及員工，日

前參訪佛光山南天寺。Kris與Stewart去年9

月已來過南天寺，被隨處可見的「大師法

語」深深吸引，認為球員必然會從這些佛

法中受益，藉由球隊來澳洲參加全球聯賽

的因緣，特別帶球員到寺院學習禪定，接

受佛教的祝福。  （知仁）

澳洲 橄欖球冠軍隊訪寺院 

除了供養佛、法、僧三寶，佛教還有供

養天，農曆的正月初九，各個寺廟都會舉

辦「供佛齋天」，為什麼供佛以外還要供

天呢？

供天，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風俗、民間的

信仰，就是「拜天公」，佛教則是「供佛

齋天」。「齋」，有請客的意思。「供佛

齋天」，就是宴請天上的天王、天將、天

神等。大陸的叢林都會舉辦供佛齋天，其

中有「大齋天」、「小齋天」；在台灣，

一般信徒家裡的房屋落成、兒女要結婚，

也會希望做一場「小齋天」。

中國人過去以農耕為主，有所謂「靠天

吃飯」的觀念，於是到了快過年時，就訂

一個日子拜天公，感謝天老爺加被，讓大

家平安、有飯吃。所以，敬天，等於孝順

自己的父母一樣。

在佛教裡，有佛、菩薩、聲聞、緣覺、

天、人五乘，佛教也有「天」、「人」的

思想，「天」比「人」高一點，有福報的

「人」再往上提升，就是「天」。不過，

升天要有升天福，人人求仙未必成仙。即

使上升到天界，天福享盡，等於銀行的錢

用完了，還是會墮落。

供佛齋天，不只是供養佛，還要設齋宴

請天龍八部、護法諸天。他們如同人間的

官員、地方上的城隍土地等公義人士，我

們今天供養三寶，也要請諸天來過年，讓

大家都能飽餐一頓。

天公包含在「二十四諸天」裡，也包含

在「供佛齋天」宴請的名單中，稱「帝釋

◆ 2／24（六）
     第一枝香 7：30pm 灑淨

     第二枝香 9：00pm 請聖

◆ 2／25（日）
     第一枝香 9：00am 獻供

     第二枝香 10：30am 上供、送聖

※活動資訊：

     http://www.hsilai.org/tc/events/OBG.php

文／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談供佛齋天

【人間社記者華梵花蓮報導】台灣花蓮

在6日歷經一場芮氏規模6地震，市區多處

大樓倒塌，佛光山花蓮月光寺迅速動員逾

百名佛光會員、信徒，成立花蓮災難救助

中心。在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祕書長覺培

法師的指示下，北區協會委員黎瑞蓉統籌

，花蓮北區各分會會長響應，以最快速度

成立救援指揮部，由月光寺監寺妙勳法師

擔任指揮官，帶領佛光人到災害現場及緊

急安置中心，提供最溫暖的服務。

有不少救難人員超過24小時未眠，仍堅

持在崗位上，他們的精神感動了當地居民

。而在雲門翠堤災區兩旁的國際佛光會中

華總會救援站，也是始終亮著一盞明燈，

陪伴著救援隊伍及媒體記者，即時提供所

需協助。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的知廣法師、知榮

法師、知瑜法師，從台北搭車支援，前往

中華國小、德興運動場等災民安置中心，

給予災民心靈的慰藉與祝福。大家都非常

感謝法師們的安慰及鼓勵，不少人因法師

的慰問而感動落淚，釋放了這幾天的驚慌

失措與壓力。

覺培法師、如瑄法師也到救援站，關心

所有佛光義工，為大家打氣加油，並在妙

勳法師、黎瑞蓉、花蓮區督導長張俊明、

督導陳家鈴與戴慶華陪同下，向紅十字會

賑濟處處長顧義發致謝。

由於中華民國搜救總隊指揮中心是國際

佛光會的團體會員之一，覺培法師特別拜

會搜救總隊，總隊長呂正宗感謝佛光會給

予的協助。之後，覺培法師也更前往兩個

安置中心關懷災民。

80歲的陳子渭表示，地震當天被嚇醒時

佛光會救援站 亮明燈守護花蓮

居然站不起來，使盡全力才慢慢爬到陽台

，雙手緊抓欄杆腳懸空求援，但因為樓層

太高，直到凌晨才獲救。「經過這兩天，

覺得自己好榮幸，我也是佛光人！」他代

表所有住戶，感謝月光寺及佛光人於第一

時間伸出援手。

佛光人在災區附近設立救援站，並發放食

物。� � 圖／佛光山花蓮月光寺提供

天」，可見得還有好多的「天」；其中有

財神、有保祐平安的神祇、有巡邏加持的

神、有保護兒童的鬼子母，還有幾十類的

諸天、神明，這些天、神都與人民的生活

有關係，所以能得到人們的禮敬供養。

信徒參加供佛齋天，主要是希望得到三

寶加持，祈求諸天賜福、庇護，不讓自己

蒙受災難。

 （節錄《僧事百講3──道場行事》）

佛光山西來寺供佛齋天法會

扌2017年佛光山西來寺供佛齋天法會，禮請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右二）及慧浩法師（

左二）、慧軒法師（右一）主法。

扌獻供人員身著印度服。�

�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