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西來寺 Hsi Lai Temple(I.B.P.S.)
3456 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Tel: 1(626)9619697    Fax: 1(626)3691944
E-mail: info@ibps.org    www.hsilai.org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 e Merit Times
CA無言、心心相應，

是談話的最高藝術；

無相、事事默契，

是做事的最高境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27
（六）

禪淨共修
（7：30pm）

4／27、28
（六、日）

八關齋戒

4／28
（日）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5／5
（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5／10
（五）

大悲懺法會
（7：30p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pm）、周五（6：30pm）

好一座僧堂
文／星雲大師

有一天，黃龍慧南禪師帶著弟子隆

慶慶閑禪師巡視新建成的僧堂。走了

一圈之後，慧南禪師讚歎說：「好一

座僧堂！」

慶閑禪師在一旁聽了，也跟著說：

「好一座僧堂！」

慧南禪師回過頭看了慶閑一眼，問

說：「那你說呀，這座僧堂好在那裡

？」

慶閑禪師回答：「老師，您看，整

個建築群的一梁一柱，就像佛法燈燈

相續，綿延不絕。」

慧南禪師搖搖頭說：「不對，這座

僧堂的好，不是好在這裡。」

慶閑禪師好奇地問：「那麼老師，

您認為是在哪裡呢？」

慧南禪師指著前方的柱子說：「你

看，這根柱子做得這麼圓，那根柱子

做得那麼扁，這是什麼道理？」

慶閑禪師說：「柱子要做成圓的，

或方的，或扁的，就如同人的一生，

隨著他的因緣環境而有不同的結果，

這個問題太高深，只有老師您能回答

。」

兩個人一邊說，一邊慢慢地走到僧

堂外面。慧南禪師忽然停下腳步問慶

閑說：「你將來悟道以後，要如何接

引眾生？」

慶閑禪師認真地回答：「就像這些

梁柱一樣，遇方則方，遇圓則圓。對

方是什麼樣的根機，就給他什麼樣的

佛法。」

黃龍慧南禪師點點頭，稱許慶閑說

：「很好！你已經能靈活運用佛法的

心要了。」

僧堂建好了是「相」，看到相，是

表面，「用」在那裡呢？黃龍慧南禪

師問學僧柱子做成圓，做成方的道理

，意思是僧堂的功用是要契理契機。

學僧終於從老師的話中了解，一座寺

院裡面的佛殿、僧堂，不只是供養佛

像、讓僧侶居住，它的主要功用是在

弘法利生。好比遠途的旅人，可以藉

著休息充實飲水糧食。因此，替眾生

加油，這才是僧堂的功用啊！

星雲禪話

佛光新聞集錦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非洲聯誼會主辦、

賴索托協會承辦的「2019國際佛光會第5

屆非洲聯誼會」日前在佛光山南華寺進行

為期2天的課程。世界總會祕書長覺培法

師、理事陳阡蕙、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陳俗均、非洲副祕書長慧昉法師、駐

南非共和國台北聯絡代表處賀忠義公使伉

儷，以及南非與剛果8個協會會員、青年

團、各界僑領貴賓等250人出席。與會者

齊心發願把法喜帶回家，成就佛光人弘法

使命。 （心周）

南非 聯誼會提升弘法內涵

佛光山中天寺、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

與中天學校合辦的布里斯本南岸公園佛誕

節慶祝大會，將於5月3至5日舉行。日前

舉行啟動佛誕節平安燈儀式，邀請佛光山

副住持慧昭法師、慈善院院長依來法師、

中天寺住持覺善法師帶領諸位法師唱誦〈

三寶頌〉及恭讀星雲大師〈獻燈祈願文〉

，祈願所有眾生點亮心燈。布里斯本市長

Cr. Adrian Schrinner表示，「佛誕節是昆士

蘭三大節慶活動之一，象徵多元文化的融

和」。 （吳秀華）

澳洲 迎佛誕點亮平安燈

法國碧西市負責協助難民的組織「風中

玫瑰會」，日前安排逾10名難民參訪天主

教聖母堂、猶太會堂、穆斯林中心、寮國

紫法閣及佛光山法華禪寺，盼透過認識不

同宗教文化，達到安定身心的效果。法華

禪寺妙達法師介紹佛光山、星雲大師及人

間佛教理念；參訪成員大多是穆斯林青年

，他們皆表示，不排斥接觸佛教，很歡喜

體驗抄經。 （袁琝）

法國 難民訪多元宗教區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大樹報導】佛光山

藏經樓於13、14日首次舉辦2019年翰林學

人「星雲大師一筆字」座談會，邀請到文

學、藝術、教育、管理、醫學等領域翹楚

，透過多元角度，探討「一筆字」對人間

佛教的時代意義。座談會於宗祖殿舉行，

周圍環繞著星雲大師以一比一等比例的石

刻一筆字，各領域精英就在大師的字旁，

從一字一句中探討道理。

翰林學人「星雲大師一筆字」座談會於

宗祖殿舉行開幕典禮，2百人與會。座談

會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辦單位

佛光山藏經樓、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

一字一句 流露慈悲

高雄市副市長洪東煒代表市長韓國瑜出

席致意，他表示，星雲大師的一筆字從四

個點出發，就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如同《心經》的

諸法空相，《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實踐戒定慧與慈悲喜捨。

此次座談會與會者都是各界精英，相信最

後殊途同歸，就是慈悲為懷，普度眾生。

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指出，星雲大師所

寫的一筆字，已達12萬條幅，儘管因為身

體因素，已無法寫與看，但大師不氣餒，

仍然讀書、寫文章，如近期新作《我不是

「呷教」的和尚》，即是以口述完成。星

雲大師曾說過：「殘兵敗卒都能打勝仗，

破銅爛鐵也能成鋼。」大師的一筆字，不

能單從藝術的角度看待，因為他並非為了

當書法家，而是慈悲的流露。

高雄市教育局局長吳榕峯認為，最能觀

照到孩子的面向就是「四給」，「信心」

是孩子學習的最大動力，「希望」能夠鼓

勵追求向上，而師長和孩子間的互動，可

以使彼此都開心，這就是給人「歡喜」，

「方便」就是指引他們一條明路。其他還

有如推動三好校園等，這些在教育上都足

以發人深省。

用心投入 成就今日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說，星雲

大師的眼睛看不到，往往寫了字後，還必

須問旁人他寫得如何，可見是用「心」在

寫。提及星雲大師沒有拿過畢業證書，但

翰林學人 從一筆字探究人間佛教

2019年翰林學人「星雲大師一筆字」座談

會。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獲世界多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沒進過

學校，卻在21歲那年當了小學校長，大師

今日的成就，全是因為他的用心投入。

藏經樓堂主覺元法師敘述「翰林學人」

緣起，15年前，星雲大師即發動舉辦「翰

林學士講習會」，有感於各界人士學習佛

學，因各自領域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看法。

此次延續大師的精神理念，再度開啟「翰

林學人座談會」，以一筆字為主軸，聚集

不同領域專家共同探討，從過程中激盪出

多視角的人生智慧，開啟了另一扇窗。

座談會由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瑞騰、

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擔任主持人，與會有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榮譽教授孫震、台灣教

育大學系統總校長吳清基、政治大學台灣

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佛光大學人文學

院院長蕭麗華、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授

黃宗義、中華大學校長劉維琪、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研所副教授劉吉豐

、南天大學執行董事傅勝利等。

⬆「生活中的佛教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上，光明大學師生透過藝術表演向星雲大師

致謝。

【記者郭士榛台北報導】執導電影《夏

天協奏曲》、《大囍臨門》皆創下破億票

房佳績的導演黃朝亮，他的作品常以台灣

在地文化作為背景，大部分是講述與人為

善、關懷弱勢族群的故事，和佛光山星雲

大師所提倡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三好精神契合，因而擔任國際佛光會世

界總會主辦的2019「三好微電影甄選比賽

」之評審，期望選出有創意的作品。

黃朝亮表示，「三好微電影」主題相當

好，為傳播人間真善美，響應三好運動，

鼓勵大家以短片方式呈現生命中最善美的

故事，一起推動世界的愛與和平。

「三好微電影甄選比賽」主題分成三部

分，包括環保議題：環保與心保、節能減

碳、推動「蔬食A計畫」等；三好行動：

以消弭戰爭、促進種族融和，落實三好行

動之宣傳；佛教故事：佛陀傳、高僧傳、

百喻經，或星雲大師文章等。

這項微電影徵選，年齡16歲以上即可參

加，同時不限專業的錄影器材，甚至手機

亦可以錄成作品參選。黃朝亮認為，現在

影音科技發達，手機可以錄影、拍照，且

下載軟體就可以自己剪接；以電影創作發

展來說，現代年輕人是生在幸福年代，可

以隨手拍出作品。他強調，一個好的內容

不管是不是使用專業頂級器材，重要的是

拍的內容有創意。

三好微電影徵件，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不限國籍，16歲以上，使用任何影音器

材拍攝皆可，富含故事與音樂之元素，且

須將佛光山三好精神「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置入影片情節裡。詳情請見活

動官網http://blia.org/2019microfilm。

三好微電影徵件 黃朝亮找愛與和平

佛教藝術翻轉生命 光大師生分享生命光采
【人間社記者彰平洛杉磯報導】美國西

來大學人間佛教研究院與佛光山西來寺聯

合舉行「生活中的佛教藝術與文化」學術

研討會，日前在西來寺和西來大學召開，

有逾百位學者出席。其中，菲律賓光明大

學副教授Al Bernard Garcia及Katherine Mae 

G. Sabate，還有學生Gian Carlo Navarro、

Ralph Jade Tampal、Cychaina Jontilano及

Cyril Valeriano等6人，以「旅程」為發表

會主題，將論文內容結合了舞蹈表演，帶

領與會者體驗佛教藝術之美。

光大師生以歌舞表演揭開序幕，不僅是

向光大創辦人星雲大師表達感謝，亦象徵

佛教翻轉了生命，為他們開啟了新的人生

旅程。

Al Bernard Garcia以菲律賓傳統舞蹈表達

《心經》的空性，亦帶領與會者體驗正念

舞蹈，一同感受專注腳下、觀想突破等境

界。Katherine Mae G. Sabate因簽證因素無

法與會，由光大應屆畢業生Heidi S. Emelo

代表發表論文，探討學佛、行佛在表演藝

術上的創造與呈現。

Ralph Jade Tampal是一位回教徒，他研

究佛教正見與回教思想的關係，從中發覺

兩者皆能提升表演藝術的水準，他說：「

佛教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平等、包容的穆斯

林。」

與會學者皆表示，光大師生擁有信心、

願心、包容心，是佛教未來弘法人才的希

望，如同鑽石般珍貴，歡喜見證佛教以藝

術弘法的成果。6位光大師生感謝大家的

肯定，也很感恩此次美國之旅的促成，「

鑽石自己無法發光，必須藉由一切因緣，

才能展現美麗」，並發願追隨星雲大師的

足跡，持續以藝術弘揚人間佛教。

⬇光大副教授Al Bernard Garcia（左2）帶領與

會者體驗正念舞蹈。 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