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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自學，是成功的動力；

自律，是成功的條件；

自信，是成功的方法；

自尊，是成功的要素。

大雄山下一大蟲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黃檗希運禪師還在百丈懷海禪師的

座下參學時，有一天，百丈懷海禪師

看到黃檗禪師從旁邊走過，便叫住他

，問說：「你從什麼地方過來的？」

黃檗禪師回答：「剛剛才從大雄山

下採香菇回來的。」大雄山，是百丈

禪師說法聚眾的道場。

百丈禪師說：「你有遇見老虎嗎？

」黃檗禪師並沒有開口說話，只是模

仿老虎的樣子吼叫了幾聲。

百丈禪師拿起斧頭作勢要砍下去，

黃檗禪師立刻舉起手，重重打了他一

拳。

百丈禪師一點也不生氣，反而仰起

頭哈哈一笑，頭也不回地扛起斧頭就

回去了。

當天晚上，百丈禪師上堂說法，對

大眾說：「我們現在住的這座大雄山

下，住著一隻凶猛的大蟲。各位可要

小心了，老衲今天才被牠咬了一口呢

！」

老虎，是山中之王。百丈禪師問黃

檗禪師：你從大雄山下來，有見到老

虎嗎？黃檗禪師學老虎叫，還給了百

丈禪師一拳，這就是老虎的承擔，承

擔自己就是老虎。所以晚上上堂的時

候，百丈懷海禪師說自己被老虎咬了

一口，此話便是讚歎，黃檗禪師他已

是大雄山主，在大雄山可以稱為法王

了。

佛教常常有些拿動物來做的譬喻，

比方：佛陀說法，稱為獅子吼；大乘

度眾，說大白牛車子能夠載重；鼓勵

學人為大眾服務，要做牛做馬；說聲

音好聽，讚為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講鸚鵡啣水救火，是願力慈悲……

在在都是用動物來表現。可見飛禽走

獸在佛法裡面，真是眾生平等，都有

他的地位了。

佛光新聞集錦

阿姆斯特丹大學、自由大學聯合發起「

We make the city」活動，並與阿姆斯特丹

市政府合作，日前分別在阿姆斯特丹7處

宗教聖地舉行，佛光山荷華寺名列其中，

2天的活動安排專業導覽員隨行解說。活

動發起人Carolina Ivanescu表示，「荷華寺

絕對是必訪之處，雖然荷華寺每天有千名

來自世界各地訪客，但相信很多市民仍未

造訪」，在這棟莊嚴的建築物內，有許多

美麗有趣的事物等著人們來發現，所以將

荷華寺列為其中主要參訪之地。 （心盟）

荷蘭 荷華寺列7大宗教聖地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7/1
（日）

國慶掃街活動（8：00am）
老人院探訪（9：00am）

7/4
（三）

美國國慶遊行（7：30am）
佛光寶寶祝福禮（2：00pm）

7/6
（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7/7
（六）

環保回收日（2：00pm）
張之先荷花攝影作品展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每周一～周四（11：55am~12noon）

15
7月

【人間社記者連憶蘭宜蘭報導】「第7

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贈獎典禮暨期末成果

展」日前於佛光大學懷恩館國際會議廳隆

重舉行，102所大專、高中職、國中與國

小獲選三好校園實踐學校，超過百所學校

與200位校長、主任齊聚，共同見證三好

精神融入課程與生活的實踐成效。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創辦人星雲

大師相信「行為可以決定我們的未來」、

「實踐才有力量」，因此15年前發起「慈

悲愛心人運動」，期望人人行「三好」運

動，有效發揮匡正社會風氣，淨化人心，

並為校園的品德注入活水，實踐人生的真

善美。

三好校園每年都選出許多學校推動三好

校園運動。三好校園主任委員暨佛光大學

校長楊朝祥談起向星雲大師報告三好校園

推展成果，大師總對他說，「校長，可不

可以快一點，快一點。」因為台灣社會急

切需要三好「好的行動」促進和諧，而最

好是從學校開始推展發展。楊校長舉例早

期垃圾分類便從校園到家庭普及於社會。

因此，三好校園也須經由學校、學生到鄰

近社區，共同推廣三好到社會每個角落，

並感謝各校為三好校園的盡心盡力。

指導委員黃雯玲分享三好校園審查工作

。承擔審查工作3、4年了，「看到社會事

件發生，年輕人到底發生什麼事？」她發

現許多學生雖有很好的成績，然在品格卻

出現問題。「三好運動的推廣，對於學校

、學生、社會是有很大的助益。」她指出

，基金會廣泛推動「三好」即是在協助教

育部培育人才，獲獎的102個學校執行三

好推展，乃至台灣有千個三好學校的力量

延伸出去，讓社會國家更美好。

指導委員楊昌裕表示，這麼多學校願意

加入三好校園行動行列，令人心情振奮。

星雲大師強調，「三好」不應停留於口號

，實踐才會有力量，因此名稱才會加上三

好「實踐」學校，強調「實踐」二字格外

重要。

行三好 貫串品德教育

楊昌裕提及教育部友善校園的「友善」

可以置放任何地方。三好校園則強調「三

個好」，是多麼的美妙、玄妙的三個詞。

「三好」可以把品德教育貫串非常完整，

相信實踐三好的學校，絕對是友善學校，

能讓孩子心情平穩、精神有寄託，願意留

在師長身旁、學校帶領下，知識求得進步

，行為力行三好的效能。

「三好校園實踐學校」選拔，原以國小

、國中、高中職學校為對象，2014年特別

增設大專校院組。期望學校將三好有計畫

、有創意與新思惟融入課程與活動中，並

實踐於生活和家庭。

實踐三好卓著 102校獲獎

第7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贈獎典禮暨期末

成果展於佛光大學懷恩館國際會議廳隆重

舉行，圖為與會人員大合照。 

 圖／人間社記者周倫

頒獎典禮上，50所初申請學校頒發三好

標章，連續2年獲獎的32所學校頒贈證書

及獎狀，連續申請3年的20所三好典範實

踐學校，則頒贈墨寶「三好校園」匾額，

傳遞推廣三好的師長帶領學子走向光明、

善美的世界。

推三好 學校多元創意

當天除了有三好校園實踐學校頒獎典禮

外，亦有靜態「期末成果展」，近90個三

好校園攤位，熱鬧展出三好《人間福報》

閱讀心得刊物、三好徽章、愛心傘等。

會中舉辦綜合座談，邀請8所獲獎的三

好校園實踐學校，分享推展成果。輔英科

技大學透過課程、環境、健康與服務活動

，體現人人行三好；台北惇敘工商相信「

只有學生好，學校才會好」，改變從說好

話開始、讓學生養成帶得走的軟實力「三

好」；台中神圳國中推行心寧靜運動沉澱

學生心情，舉辦活動傳揚三好，減緩減班

的危機；嘉義志航國小以「嘉」言「義」

行營造三好校園，製作環保酵素、三好楷

模徽章，並「許孩子一個三好的未來」。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美國加州洛杉磯

的Lee Asher多年前辭去工作，帶著6隻狗

狗到處旅遊，沿途更為無家可歸的狗狗找

主人。

Lee Asher和6隻毛孩子住在露營車，方

便隨時隨地出發「歷險」，讓狗狗大開眼

界。在旅遊途中，除了結交朋友，他更為

當地正等待領養的狗狗成功找到新家。

Lee Asher一直想告訴大家，每隻狗都值得

擁有一個家，呼籲大眾領養狗狗。目前為

止，他們已走過31個州，拯救90隻無家可

歸的狗狗。

根據《The Dodo》報導，Lee Asher年幼

時，就已是個愛狗人士，覺得收養寵物是

自己的使命，小時候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

動物收容所。同時，他很喜歡參加一些相

關活動去學習有關收養小動物的知識。

他念大學時，開始嘗試當中途爸爸，幫

助這些浪浪找到溫暖的家。他不會刻意去

收容所挑選牠們，而是常常拜訪收容所，

陪伴孤單寂寞的貓貓狗狗，當有特別的緣

分時，他才會領養。Lee Asher表示，把貓

貓狗狗當成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不是寵物

；每隻動物在他溫柔照料下，散發幸福感

，且會相親相愛。 

帶毛孩旅行31州
為90浪浪找主人

佛光山南華寺舉行2天1夜的非洲兒童快

樂營，幾所社區育幼院小朋友及院內員

工的小孩共60位參加。比勒陀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retoria）博士生Emma Asige

帶領去年參加生命禪學營的學員Koketso

、Brian，以及今年報名到台灣參加生命

禪學營的23位豪登省各大學的學生一起籌

備；課程內容有簡易急救方法、兒童人權

、認識非洲以及大地遊戲等，希望活動能

讓小朋友擴大眼界、增廣見聞，有一天懷

著夢想走出小村落。 （覺開）

南非 南華寺兒童營寓教於樂

問：很多信徒到農曆7月15這天，會到

寺院捐獻道糧，「道糧」是什麼意思呢？

答：佛教有以歷史上的一些因緣，應順

世俗來制訂節日，例如紀念佛陀誕辰而有

的「浴佛節」、7月15的「盂蘭盆節」。

我認為如果能把4月初八的佛誕日定為「

佛寶節」，把臘月初八佛成道日、吃臘八

粥訂為「法寶節」，把7月15的僧自恣日

、供僧定為「僧寶節」，那麼，佛法僧三

寶，從4月、7月到12月都有相應的節日，

是很好的。

現在世界各國都有父親節、母親節、青

年節、兒童節、勞工節、記者節等等，各

行各業都有節日。節日在我們的生活中，

確實有需要，就像人走得疲倦了，偶爾給

一個時間休息；過了一段時間，讓他有一

個稍微不同的變化，就是過節日。人在世

間上，滿1年要過1歲的生日，這也是過節

；甚至，結了婚的人有金婚、銀婚的紀念

日，同樣是過節。所以，佛教要制訂佛寶

節、法寶節、僧寶節，藉此讓佛教徒有屬

於自己的節日。

初到台灣時，我就提倡將農曆7月的盂

蘭盆會訂為信徒供僧的「僧寶節」，藉此

提升出家人的社會地位，以及僧眾對自我

的要求。在僧寶節供僧，倒不一定只吃一

餐飯，因為今天吃了一餐飯，明天怎麼辦

呢？這沒有意義。

我認為積聚一些道糧，或者宣導：供僧

不只是供養一次，而是可以供養一年，甚

至長期供養；不是只有供養現在，而是供

養未來；對象不只供養一人，因為「僧」

是眾，要供養大眾、供養僧團。如在佛教

學院、禪堂等地方，其經濟必定是比較困

難，個人倒是容易解決。

因此，供養不是湊熱鬧，要供養有道德

的，要供養修學的，要供養平常修行的出

家人。「供僧」的意義很好，出家人好好

的修行，在家信徒賺錢了，能在收入的結

西來寺       供僧法會 獻道糧種福田
文／星雲大師

餘中分配一些供養僧眾、回饋出家人，讓

出家人能受用，供養者也分享出家人修行

的道行、功德，這是彼此互利的好事，這

樣的供僧才有意義。

 （節錄《僧事百講2：出家戒法》）

日期：國曆7月15日（周日）

時間：9：30am 供僧

2：00pm瑜伽燄口

地點：佛光山西來寺大雄寶殿

地點：（3456 Glenmark Dr. , Hacienda    

地點：Heights , CA91745 ）

聯絡方式：請洽(626) 961-9697或 

                     電子信箱dharma@ibps.org

2018佛光山西來寺
美洲盂蘭盆供僧法會

⬆2017年佛光山西來寺舉行盂蘭盆供僧法會。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帶領法師托鉢，接受

信眾的供養。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