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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乃人生之樂事也；

得親近一明師而學習之，

乃人生之福報也。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6／30

「沉浮．成佛：印度佛教聖
地與蓮花」鄒寶業攝影展

6／14
（五）

大悲懺法會
（7：30pm）

6／16
（日）

BLYSO 夏季音樂會
英文共修法會
（1：30 pm）

6／21～23
（五～日）

佛光兒童夏令營

6／23
（日）

英文共修法會
（1：30 p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pm）、周五（6：30pm）

你會了
文／星雲大師

宋朝初期的雲居道齊禪師，俗姓金

，是江西洪州（今南昌）人，為法眼

宗之禪僧。

最初，雲居道齊禪師依止百丈山的

明照禪師出家，後來在江蘇金陵清涼

泰欽禪師的座下悟道，並得其心法。

得法之後，曾住江西高安的大愚山、

幽谷山的雙林禪院、雲居山等處，其

中，又以在雲居山駐錫20年的時間為

最久。

雲居道齊禪師還在清涼泰欽禪師門

下參學時，負責管理藏經樓的職務。

有一天，清涼泰欽禪師問他：「你對

於『祖師西來意』，是如何來會解的

呢？」

雲居道齊禪師簡捷地回答說：「不

東不西。」

清涼泰欽禪師問他：「不東不西，

難道是南是北嗎？」

雲居道齊禪師說：「報告老師，我

不懂得東西南北，我只懂我『這個』

。」

清涼泰欽禪師又問：「你『這個』

又是什麼呢？」

雲居道齊禪師坦言說：「弟子不會

。」

清涼泰欽禪師點頭說：「實在講，

你會了。」

二人相視，會心哈哈大笑。

過去禪門有名的話頭，大多是「什

麼是祖師西來意？」、「念佛是誰？

」、「父母未生我之前，什麼是本來

面目？」其實，這許多的話頭，主要

是要禪人明心見性。認識本心，明白

自性，在禪門才算解決了人生大事。

所以，雲居道齊禪師他回答不管東西

南北，只希望識得自己的本來目面。

因此，老師聽了，只有讚歎他說：你

已經會了。

星雲禪話

佛光新聞集錦

劍橋大學主圖書館南亞、西藏和東南亞

部門主任格雷格．賈米森（Graig Jamieson

）日前主持《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

捐贈儀式，由倫敦佛光山當家如海法師及

妙隆法師、有舜法師代表佛光山，將20冊

英文版《圖典》捐贈給劍橋大學。賈米森

代表回贈一套精美的貝葉梵文版《心經》

，以此感謝佛光山帶給劍橋大學的禮物。

 （劉鑫瑩）

英國 劍橋大學典藏《圖典》

【人間社記者李性銘、緣安芝加哥報導

】芝加哥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

聯合舉辦「悉達多太子慶典」（Siddhartha 

Festival），上月26日隆重舉行開幕式。美

國聯邦眾議員福斯特（Bill Foster）親手簽

署美國國會會誌，佛光山海外弘法創舉，

將永遠載入史冊。

「我堅信佛教所倡導的民主與慈悲

，能夠推動世界發展。」美國聯邦眾議

員福斯特在親手簽署的美國國會會誌（

Congressional Record）上，記錄下「悉達

多太子慶典，謹遵佛陀的教導，跨越宗教

、種族相互尊重包容，以文化服務社會大

眾。芝加哥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

會是社區最具價值的一員，多年來參與食

物銀行、社區祝禱等慈善活動。我與我的

同仁們，表揚你們的成就」。

佛教慶典 城市地標

佛光人連續3年集體創作的慶典，讓

佛教走入當地社區。除了福斯特眾議員

，伊利諾州參議員卡瑞（John Curran）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

鈞耀、Woodridge市市長康寧漢（Gina 

Cunningham）等貴賓到場祝賀，也吸引

各族裔社區民眾共襄盛舉。

在芝加哥西南郊區繁忙的53號州際公路

上，聳立著美輪美奐的花燈展區，成為

城市新地標。這是80位佛光人耗費2個月

時間，從木工電力做起，在5英畝土地上

一一打造。舞獅鼓陣集眾，祥獅獻瑞揭開

了序幕。芝加哥佛光山住持覺麟法師、芝

加哥佛光協會會長周邁平與眾貴賓共同剪

綵。

周邁平致歡迎詞，一整月的佛誕節慶祝

活動，既有傳統文化也有現代氣息。光，

象徵佛教的智慧，花燈展示著東方文化，

而雪燈代表著西方文化，兩種燈光的運用

融合著東西文化，尊重與平等。

多方讚歎 歡喜成就

「悉達多太子慶典能夠在我的轄區裡舉

辦，我感到非常驕傲。」伊州卡瑞參議員

歡喜讚歎，「對於伊州來說，這場慶典所

宣揚的宗教多元與包容，尤為重要。」當

大眾一起諷誦《心經》禮讚佛陀時，卡瑞

參議員試著用中文一起唱誦。參議員欣然

提出要協助芝加哥佛光山以及佛光會，一

起服務當地社區與華人團體。

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鈞

耀表示：「佛光人從無到有、集體創作，

非常不簡單。」庭院裡充滿提倡環保、重

視生命，都是傳達給世界每個人的重要理

念。佛光山推動的「人間佛教」橫跨文化

、教育、慈善、共修，與經文處推動的台

美文化交流，相輔相成。

Woodridge市市長康寧漢，被佛光人熱

烈歡迎所感動，4小時慶典全程參與，興

奮地與法師們交談：「非常榮幸受到邀請

。這裡的布置使我感到真正的平靜與祥和

。佛光人熱情地導覽，溫暖直達我心。」

她非常期待今後與佛光山合作，立刻邀請

佛光人參與9月底Woodridge市60周年紀念

遊行活動，成為並肩夥伴，共同開創更好

的社區、更美好的世界。

活動首先由住持覺麟法師、監寺有恆

法師帶領大眾一起諷誦《三寶頌》和《心

經》禮讚佛陀。隨後，剛成立不久的青

少年法器班，由Samuel Haverkos和Beatriz 

Haverkos 帶領身著海青的7位青少年，營

造出「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景象。佛

光音緣讀書會，由芝加哥名音樂家歐純妃

指揮，以〈師父頌〉和〈十修歌〉淨化大

眾心靈。

代表美國參加世界功夫錦標賽的佛光青

年孫源源，帶來精采的太極表演。她更與

佛青王彬馨和王彬怡姊妹以弦樂演奏〈佛

光山之歌〉和〈快皈投佛陀座下〉，掌聲

不斷。芭蕾舞家Melissa Sallée自創的禪舞

，與有恆法師的手印表演，獲得滿堂采。

另外，不論男女老少、膚色人種，貴賓和

民眾，都在悉達多太子面前虔誠浴佛，將

歡喜與平安帶回家。

集體創作  共寫歷史

會中，住持覺麟法師以圖片為來賓介紹

全球佛光山「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

養人才」的宗旨，像是巴西如來之子足球

隊、南非女子天龍隊、印度沙彌佛光童軍

團等，皆是佛光山以教育翻轉人生的最佳

展現。國際佛光會列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

（NGO）與不同宗教團體建立溝通的橋

梁，更將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的理

念散播到全世界。

佛光人不僅生產歡喜，更提倡融合，集

體創作。花燈展區裡鋸木頭、釘花架、搭

平台、纏花縵、布電線、掛燈籠，將佛陀

誕生之地藍毘尼園模型呈現給大眾。這一

切無不體現星雲大師提倡的「三好、四給

」精神。流暢的節目安排，內容豐富多彩

，讓來賓法喜充滿，更感受到佛教是如此

的生活化。

悉達多慶典 載入美國國會史冊

⬆美國聯邦眾議員福斯特（中）頒發永遠載

入史冊的國會會誌表揚證，予芝加哥佛光山

與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由住持覺麟法師

（右）和會長周邁平（左）代表接受。

➡芝加哥佛光山住持覺麟法師（右起）、

伊州參議員卡瑞、駐芝加哥台北經文處處長

黃鈞耀、Woodridge市長康寧漢、佛光會會

長周邁平一同剪綵。 圖／芝加哥佛光山提供

【人間社記者陳丹洛杉磯報導】佛光西

來青年書院第8期結業典禮暨成果展，日

前在佛光山西來寺法堂舉行，西來寺監院

慧浩法師頒予學生結業證書，法師、義工

及信徒出席見證學生3個月來的成果。

慧浩法師勉勵大家將所學習到的佛法帶

入生活中，為生命增添色彩，「要時常回

到法身慧命之家，做義工、結善緣」。

成果展中，學生以短劇〈心猿意馬話坐

禪〉詮釋在書院的學習歷程，特以禪修課

為主線，演繹思惟法義的心理狀態，與念

佛法門的殊勝。

「『改變』是學習必經的道路！」學生

羅悅丹分享參加書院生活後的改變，「我

與家人的互動從爭吵不休到親密無間，從

無話可說到一同討論佛法」。錢李果則表

示，西來書院的生活改變了他對佛門的傳

統印象，「西來寺就像另一個家，法師們

猶如長輩一樣，關心我們的日常生活，為

我們排憂解惑；而同儕的歡聲笑語充滿正

向，讓我對生活有了信心」。

潘筱瀅分享這3個月的改變，以前不喜

歡與人接近，現在願意與同學們一起學習

、出坡，為大家服務奉獻。

郁鎮蓬表示，「西來寺雖然不是永遠的

避風港，卻是我人生中的充電站」，在充

滿「電」之後，擁有更多力量與勇氣，持

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佛光西來書院結業 佛法入生活  見證青年改變

佛光西來青年書院舉行第8期結業典禮暨

成果展，學生以戲劇詮釋在書院學習佛法的

歷程。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他從小怕水 7旬竟划船去日本
【本報台北訊】曾經挺著啤酒肚、三

高慢性病纏身的林槐生，4年前接觸到

「不老水手」，划獨木舟找到人生方向

；如今73歲的他是獨木舟健將，更成為

盲人的眼、癱瘓者的手，帶他們領略大

海的美好。2年前，林槐生和另9名不老

水手、5名年輕槳手組成「南風再起」

團隊，完成從花蓮划竹筏抵達日本與那

國島的創舉，搏命的經歷，讓這群忘年

之交津津樂道。

林槐生出生於1946年的中國，隨父母

到香港後，10歲再搬到台灣台東。他說

，從小媽媽告訴他「算命先生說你會淹

死」，因此他雖在台東長大，卻幾乎不曾

靠近海。

林槐生回憶，家裡6個孩子靠父親教書

收入餬口，他是長子，從小成了「全能打

工王」，例如幫鄰居除草換取地瓜、替漁

民整理漁網換回魚吃，也曾到鳳梨工廠打

工。在父親過世後，他扛下重擔，放棄當

老師的夢想，進入軍校，靠軍餉養家。他

感嘆，年輕時為了讓家人有飯吃，興趣和

理想都遙不可及。他退伍後到中國做生意

，60歲萌生退休念頭，回台後當義工。

69歲時，他看到不老水手廣告，瞞著家

人報名。他不太會游泳，加上健檢報告總

是滿滿紅字。但第一次參加不老水手活

動時，就跟著一群老人衝下海，從此愛

上大海。老人家們找回「被需要的感覺

」，生活有了目標。更令林槐生歡喜的

是，划獨木舟1、2年，啤酒肚消了，糖

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也全好了。

2017年，不老水手划著竹筏抵達與那

國島，林槐生回憶，團隊仿效3萬年前

台灣東部原住民前往與那國島的路線，

划了2天2夜。水手們2人一組接力划竹

筏，並有3艘動力帆船護航。

林槐生說，搭船回程時遇上大風，幾

層樓高大浪打來，「比電影還可怕」。

自此他更加熱愛生命，自願帶癱瘓者、

盲人出海划獨木舟，也鼓勵銀髮族走出

門運動，讓生命愈活愈精采。 

法國巴黎聖母院院長、大教堂總司鐸

Patrick Chauvet主教，日前致信佛光山住

持心保和尚，感謝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及

佛光山法師，在聖母院火災後所表達的慰

問。Patrick Chauvet主教在信中說：「總

主教、院長、司鐸們、職員們、義工們，

大家都被您美好的歷史見證和您的慷慨所

感動。瑪麗亞和所有表達過與『天主教大

家庭』親密無間的你們在一起。我代表大

家再次向您表示感謝，並把您的心意轉達

給上帝的母親。」 （安樂）

法國 巴黎聖母院致函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