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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做人要如滾雪球，

愈滾愈有人緣；

做事要如織錦繡，

愈織愈有成就。 

日日奉持
文／星雲大師

明代的密雲圓悟禪師，常州府宜興

（今江蘇宜興）人。29歲依止龍池山

幻有正傳禪師出家，此後依師命就任

禹門寺監院，承其衣鉢，擔任首座，

繼任了龍池祖庭。

得法後的圓悟禪師，曾歷住天台山

、黃檗山、天童山等6所知名叢林，

前後30年，宗風大振，人稱「臨濟中

興」。門下弟子多達3萬人，著名的

有道忞、通容、法藏及日本黃檗宗開

祖隱元隆琦禪師等人。

有一天，一位學僧問圓悟禪師：「

請問和尚，什麼是三寶？」圓悟禪師

氣定神閒地說：「一餐胡餅，外加兩

餐粥飯。」

學僧以為圓悟禪師聽錯了，於是又

再強調：「學人問的，不是吃飯的『

三飽』，而是佛法僧三寶喔！」

圓悟禪師點頭微笑說：「是的，老

僧日日奉持一餐胡餅、二餐粥飯。」

學僧聽了，疑惑地說：「報告禪師

，學僧也是每天一餐胡餅、二餐粥飯

，但我不懂這怎麼會成為三寶呢？」

圓悟禪師說：「因為你沒有認識佛

法僧的緣故啊！」

學僧又說：「學人知道三寶的意義

，也信奉三寶，日日稱念三寶。」

圓悟禪師說：「那你就懂得一餐胡

餅、二餐粥飯了啊！」學僧至此，終

於言下大悟。

什麼是三寶？陽光、空氣、水，這

是自然界的三寶；什麼是三寶？福、

祿、壽，這是一般人所謂的人生三寶

；什麼是三寶？佛、法、僧是三寶。

因為佛如光，你知道光明照耀的重

要嗎？法如水，你知道水可以幫助我

們止渴，洗淨我們的垢穢嗎？僧如田

，你知道田地裡面可以生長我們的功

德禾苗嗎？你能懂得這個三寶，就會

知道胡餅、粥飯來之不易啊！所以叢

林裡說：「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恆念物力唯艱。」我們

每天在光明照耀下，在法水的滋潤中

，在田地供給的養分裡成長，這還不

能日日奉持、懂得三寶的厚恩嗎？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20
（六）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10／21
（日）

玫瑰陵秋季追思祭典三時
繫念法會
（1：30pm~6：00pm ）

10／23
（二）

光明燈法會
（10：00am）

10／27
（六）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
午供（11：00am）
朝山（7：30pm ）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11：55am～12：00noon）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記者杜憲昌大樹

報導】國際佛光會2018年世界會員代表大

會日前在佛光山舉行，全球5大洲佛光會

近百個國家地區、2千位代表齊聚。今年

大會主題「信仰與傳承」，也是「三好運

動」屆滿20周年，由全球佛光人共建溫馨

祥和之「三好家庭」，將為永續傳承佛教

信仰繼續努力。

為期6天的國際佛光會2018世界會員代

表大會，期間透過會議、論壇、交流與聯

誼，凝聚共識、研議發展方向，共同攜手

向前。閉幕當天，來自世界各地的會員代

表，在離情依依中互道珍重，大會同時將

國際佛光會會旗移交下屆承辦理事會議的

歐洲協會代表，相約明年歐洲再會。此外

，創會會長星雲大師法駕會場，讓全球佛

光人歡欣沸騰至最高點。

星雲大師分享兒時生活和如何自學，並

表示，出家後自始至終都只有想到要做好

一個和尚。大師向大眾表達感謝：「我在

全世界辦的社會大學有5間，中學、小學

、幼稚園也有十多間，自己雖然沒有進過

學校讀書，但是感謝幾百位朋友來到我們

的學校做老師。尤其佛光會這個世界性的

組織，創立到今天也有20幾年了，承蒙大

家心甘情願地來幫忙，非常感謝。」

對於自己一生的經歷，大師則說：「世

間雖然會有一些痛苦，但是我的人生到現

在已經經過了90多年，在佛法的支持下，

我一切都很歡喜，平安吉祥。」最後，大

師寄予祝福：「我現在有1千多個徒弟、

數百個好苗子，還有像大家這樣的朋友、

道友，期許大家能夠一起努力！」「把佛

光山當成自己的家，祝福大家所見都是歡

喜的」、「佛光會是全世界大家的，祝福

你們平安吉祥。」大師談話內容由佛光山

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佛光山人間佛教研

究院副院長妙光法師擔任中英文翻譯。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長心保和尚致

詞表示，與會大眾都是很好的佛光人，但

怎麼好，不交流仍會陌生，交流次數少，

久了也難以相熟，所以雖然時間短暫，但

透過這次活動，相信是讓各洲各地的佛光

人交流會更加融洽。而在本次大會中，也

通過了各洲都要舉辦聯誼會，甚至每個協

會也都要有聯誼會，期讓每位佛光人熟悉

了解彼此的情況，未來合作更具力量。

佛法傳家 代代相續

本屆大會主題「信仰與傳承」，心保和

尚表示，在佛光會員當中，確實有許多的

世代相傳，這都是「信仰與傳承」最有力

的代表。而佛光會凝聚大家的力量，以佛

法傳家，也因為有了佛法這個傳家寶，使

得身心有了強大的依靠，從佛光寶寶、佛

光青年、佛光會員到佛光長者，都是一脈

相承的佛光精神，正如佛法所講「無盡燈

」，每個人都是一盞燈，把佛法的這盞燈

代代相傳，正是大家應該努力要做的事。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祕書長覺培法師會

中代表宣讀本次大會的十項重大議案，包

括：響應「信仰與傳承」大會主題，舉辦

論壇、講座等各項信仰傳承活動，並成立

「善童學園」、「佛光童軍團」及「佛光

青年團」；各協會賡續響應《星雲大師全

集》，推廣贊助至各大學及國家圖書館等

機構，並作為佛光人解行並重之圭臬；各

協會應積極拓展新分會，以健全組織發展

，增加幹部人才，落實集體創作理念；積

極推動「家庭普照」案，使人間佛教走入

家庭，增加佛教信仰人口，促進「佛光三

好人家」之推動；鼓勵「常設委員會」舉

辦交流聯誼，並規畫未來發展藍圖，以發

揮組織功效，共同建設佛光淨土；響應「

蔬食A計畫」，發動全球同步聯署蔬食愛

地球行動，以落實「環保與心保」具體實

踐；推動「佛教多媒體傳播」，運用「佛

教互聯網」新科技，以多元創意方式，將

「人間佛教」注入人工智能的新時代，以

及響應成立「佛光合唱團」，成立「佛光

全球佛光人 祈願世界和平

青年團務委員會」，和響應「第8屆世界

佛光童軍大會」，邀請全球各地佛光童軍

團踴躍參加以增進情誼。

菩薩學處 發心為教

本屆大會同時進行理事會改選，心保和

尚續任第7屆總會長，劉長樂、劉招明膺

任副總會長，心定和尚、心培和尚等34位

獲選理事，並頒發證書和宣誓就任。以及

聘任世界總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祕書長

覺培法師、財務長陳居、法制長吳志揚，

以及青年總團部執行長慧傳法師，和世界

總會各州副祕書長等，頒發聘書。心保和

尚最後感謝大家支持，表示，佛光會是菩

薩學習的地方，應將它當作發心的地方，

透過學習與發心，使自己和會務有所進步

，並且了解到個人與團體的關係，即如大

師所說：「要讓大家接受」，確實是個人

與群體大眾間的一門學問。期勉大家要能

為教爭光、為己爭榮，處處可以表現出個

人與團體一體、密不可分的關係。

扌國際佛光會2018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日前閉

幕，創會會長星雲大師特別到場向與會會員

代表開示、致意。�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扌星雲大師頒發總會長證書予心保和尚。�

� 圖╱人間社記者梁清秩

【本報台北訊】年僅14歲的台灣男孩鄭

宇亮，日前根據BMW R60/2賽車為原型

，利用樂高積木組裝一台摩托車模型，並

將作品投稿到樂高公司的LEGO IDEAS企

畫平台，歷經1年多，連署已達標萬人，

成為台灣第一人、也是全世界通過連署最

年輕的玩家。鄭宇亮的作品被放上LEGO 

IDEAS臉書，未來還可望被樂高官方量產

，讓不少網友大讚「台灣No.1」！

樂高玩家以MOC（My Own Creation，

我的創作）來稱呼以樂高做出的創作品，

而從事創作的樂高迷會被稱為MOCer，

就讀國二的鄭宇亮（阿亮）就是一名年輕

的MOCer。阿亮從3歲開始玩樂高，一日

亮爸鄭鈞瑋拿一盒樂高小玩具給他，幾天

後完成這組樂高，從此開啟他樂高之路。

阿亮喜歡摩托車模型，之前他以BMW 

R60/2實車為原型，組成一台精緻復古的

摩托車，當時每日花2、3小時，共費時

3個月完成作品；他遲至2016年底滿13歲

、符合官方年齡限制後，才投稿到LEGO 

IDEAS，開放全世界玩家瀏覽。而一旦募

集逾1萬個連署支持，樂高會評估是否將

作品量產；目前LEGO IDEAS有超過2萬6

千件投稿，票數逾萬的僅146個作品，真

正被官方評估後量產的只有21個作品。

阿亮作品是台灣第一個得票數達標，更

登上LEGO IDEAS官方臉書，讓阿亮成了

全球最年輕達標的MOCer。

阿亮說，從小學4年級開始，就發願未

來要進入樂高公司，至今初心未變，他會

持續朝夢想邁進。為讓作品能走上量產之

路，他會不斷地嘗試加強作品的穩固、可

玩性等。

14歲台灣男孩 
全球最嫩樂高設計師

星雲禪話

西來寺謹訂於11月1日至4日啟建消災延壽

藥師法會，諷誦《藥師經》及燃燈供佛，祈

願世界和平，護法檀那福慧增長，閤府平安

吉祥，一切如意圓滿！有意參加者，歡迎來

電洽詢：626─961─9697ext.126、194或Email

：info@ibps.org。

消災延壽藥師佛又名藥師琉璃光如來

、大醫王佛、十二願王，是東方淨琉璃

世界的教主。

藥師佛身旁有日光、月光二菩薩脅侍

左右，他們是一生補處的菩薩，也是琉

璃淨土無量眾中的上首。有時候，藥師

佛的兩邊是觀音、勢至二菩薩，或是文

殊師利、觀音、勢至、寶檀華、無盡意

、藥王、藥上、彌勒等八大菩薩為其侍

者。

藥師佛在過去世行菩薩道時，曾經發

十二大願，使眾生解除疾苦，能夠諸根

具足，導入解脫，成就佛道。

十二大願是：1、人人如佛；2、成就

事業；3、資生充足；4、安住大乘；5

、戒行清淨；6、六根具足；7、無病迫

害；8、具丈夫相；9、具足正見；10、

不受王法所錄；11、飲食豐足；12、衣

服不缺且不受蚊蟲寒熱逼惱。

琉璃淨土的情況

此外，根據《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

德經》記載，如果有人身患重病，死衰

相現，眷屬可於此人臨命終時，晝夜盡

心供養禮拜藥師如來，讀誦《藥師如來

本願功德經》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燈，

並造四十九天的五色綵幡，其人便可得

續命。

藥師佛的誓願不可思議，而且願願都

 啟建藥師法會 迎向安樂祥和
文／星雲大師 圖／西來寺提供 是針對現實人間的缺陷，所積極創造的一

個理想世界，所以普為娑婆世界的眾生所

欣求信仰。

1、民生豐富：藥師如來的琉璃淨土，

是一個經濟不必憂愁，民生物質非常豐富

的地方。在那裡到處都是金銀財寶，到處

都是富麗堂皇的建築物。人民的衣食住行

，極其方便就可以獲得。

藥師琉璃淨土的眾生，因為親近藥師如

來，知道修福，所以他們招感的福德因緣

也極其順利。可見琉璃淨土的確是個民生

安樂，物資富足的理想世界。

2、社會淨化：藥師淨土是個眾生淨化

、社會淨化的地方，在那裡沒有男女相，

沒有惡人迫害，都是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因此沒有家庭糾紛，沒有男女問題的

煩憂，更沒有地獄、畜生、餓鬼等惡趣

，到處是一片安樂祥和的景象。

3、政治清明：藥師琉璃淨土沒有刑

罰，沒有牢獄，沒有貪官汙吏，現實社

會中所看到的搶劫、暴力、販毒、青少

年犯罪、行賄等問題，都不可能在藥師

佛的琉璃淨土中出現，所以那裡是個政

治清明，治安良好的地方。

4、身心康樂：藥師琉璃世界的每個

人身體都很健全，生活都很快樂，不必

為醫藥衛生而憂愁，尤其是與無上醫王

的藥師如來在一起，不但無身體上的各

種疾病，連心理上的貪瞋痴也沒有，人

人身心康泰，完全在解脫聖道上精進用

功。  （節錄自《佛教叢書1─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