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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6／28～30
（五～日）

三日禪

6／29
（六）

禪淨共修
（7：30pm ）

6／30
（日）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7／3
（三）

光明燈法會
（10：00am ）

7／4
（四）

慶祝美國國慶遊行
（7：00am）
佛光寶寶祝福禮
（3：00pm）

7／4～9／8
（四～日）

器蘊風華──黃大安柴燒
陶藝世界巡迴展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pm）、周五（6：30pm）

我今無心
文／星雲大師

中國禪宗的四祖道信禪師，湖北廣

濟人。年幼時，因為仰慕佛教空宗的

教理而出家學道。隋朝開皇年間，於

安徽舒州皖公山參禮三祖僧璨大師，

請教解脫法門，經祖師點撥而言下大

悟，於是在其座下侍奉9年。

有一天，道信禪師問僧璨祖師說：

「什麼是古佛心？」

僧璨大師並沒有給予應答，反而問

他：「姑且不說古佛心，你先問問自

己，你現在是什麼心？」

道信禪師恭敬地回答：「我現在無

心。」

僧璨大師淡淡地說：「既然你無心

，那麼過去諸佛又哪裡會有心呢？」

道信禪師聽了心中一震，過去的疑

情盡皆消除，心中豁然開朗，便歡喜

禮拜問訊。

道信又再請示僧璨大師說：「請祖

師告訴我解脫法門。」

僧璨大師反問：「誰縛汝？」

道信言下有省。

僧璨大師見他已經參悟法旨，微笑

點頭說：「自性本空，無有內外。想

求解脫的這一念心，也是妄心；佛心

本無心，若能領會到無心之心，那麼

我心、佛心便是一心了。」道信一聽

終於大悟。

後來，三祖僧璨見道信契合禪法，

就把衣鉢傳給了他，是為禪宗四祖。

世代交替就是講傳承，政治上，皇

帝傳位都講究關係，很少能像堯舜一

樣「禪讓」。一般的傳承都叫交接，

交接必定有人上台，有人下台，有了

上台下台，就有心情的不同。唯有佛

門，它沒有利害關係，它完全是以法

性契合，認為同道，就是傳法得法了

。像達摩祖師東來，傳法二祖慧可，

慧可傳法三祖僧璨，僧璨傳給四祖道

信，道信傳給五祖弘忍，弘忍傳給六

祖惠能，乃至後來「一花開五葉」，

雖然不傳衣鉢，但是法系代代相傳，

總是綿延不絕哦！

星雲禪話

【人間社記者戴辰台中報導】人生遭逢

萬般情境，如何才能不驚、不怖、不畏？

在6月，佛光山惠中寺主辦29場藝文盛宴

「未來與希望」系列講座，日前首場邀請

美學大師蔣勳，講述「我奉持的《金剛經

》3個版本」，引領現場1700位民眾，以

及網路直播近萬名觀眾，一同回顧並感受

生命中無畏之旅。惠中寺今年講座，以「

無畏」為主軸，共邀請30位各界精英人士

佛光山惠中寺主辦「未來與希

望」系列講座，首場邀請蔣勳主

講。 圖╱人間社記者何曰昌

蔣勳奉持金剛經 體悟人生
，暢談生命中無畏之旅，講師授權場次亦

會在官方臉書同步直播。

佛光山中區總住持覺居法師介紹，蔣勳

解讀《金剛經》角度，著重在回歸生命本

質，好好穿衣、好好吃飯，從基本元素開

始，然後才是好好待人處事。《金剛經》

陪他度過人生中不同階段，在念誦抄寫過

程中，領略經文寓意與內涵，從而獲得啟

發。

讀經 度過生離死別

蔣勳說，讀過《金剛經》的人，心中都

有一部自己的《金剛經》，並在人生不同

階段帶來力量。向佛陀問訊後，坐在一貫

高腳椅上，娓娓述說生命歷程中，持有3

個版本《金剛經》，對他的影響和體悟。

第一個版本是蔣勳年輕時父親送給他的

，唐朝咸通9年王玠所刻卷軸版，上

有近代大書法家于右任題字，裝

在一個長方型木盒中，該版本

是全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作

品。第一次認真閱讀，是接

到父親彌留通知，在飛往

溫哥華飛機上10多個小時

，靠閱讀這部經，讓他度

過人生第一次面對生離死

別的時刻。

蔣勳認為，《金剛經》有很大

包容性，在不同生命時刻等他

，連父親都不知道，是這場生

離死別讓他認真讀了這部經。

他表示，當忐忑不安時，讀到

「不驚、不怖、不畏」6字，

忽然覺得自己置身在2千多年前的法會中

，讓他很心安，所以一直覺得修習《金剛

經》，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聽經 克服陌生恐懼

蔣勳奉持的第二個版本，是高麗朝代西

元1237年崔瑀刊印，是大塊文化社長郝明

義送他的。因重量輕，所以他旅行時都帶

著，當愈來愈熟悉後，感覺這部經能幫助

他克服陌生、害怕。當他白內障開刀時，

就是藉著經文度過恐懼。在期間，他還花

了6天時間，將該部經錄下，送給一名即

將開刀的學生聆聽，幫助學生克服恐懼。

蔣勳提到，崔瑀是權臣，殺人無數，連

親兄弟都殺，不知崔瑀為何刊印這部經；

經中有很多人類能去貪瞋的祈願，和崔瑀

權謀的性格反差極大。這部經是蔣勳最早

用來抄寫的，他常想，如果事前就知道崔

瑀是這種人，是不是還會抄這部經？《金

剛經》中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或許不

應該用世俗的邏輯去思考。

抄經 慢慢修正錯誤

提到第三個版本，蔣勳表示，那是聯經

出版，復刻元朝至正元年（西元1341年）

國寶級善本古藉，這是印刷史上首部雙色

套印，以紅字作經文，黑色小字為注解，

印刷十分精美，經書打開第一頁就是「皇

帝萬歲萬萬歲」，刊印者期藉此經，消解

蒙古圈地殘酷殺伐，該部經，亦再次帶領

蔣勳走向更寬容的路。

最後，蔣勳以自身抄經過程中，有很多

犯錯和修正來提醒大家，「其實我們一直

在犯錯，若能夠慢慢修正自己，當然是好

的」，並相信在座每位來賓的心裡都有一

部正在抄寫的《金剛經》，彌足珍貴，比

所有版本都珍貴。

佛光新聞集錦

2019年義工招募聯合培訓講習會暨授證

典禮，由佛光緣美術館總部主辦，日前在

佛光山東禪樓舉行。遠從日本、馬來西亞

等11個佛光緣美術館分館、216位義工參

與，學習星雲大師的美學思想，以及新義

工培訓檢測。佛光緣美術館總館長如常法

師感謝與會義工願意承擔如來家業，期盼

大家在服務別人同時，自己也快樂。

 （許貞慧）

台灣 義工授證承擔藝術弘法

國際佛光會溫哥華協會日前參加高貴林

市（Coquitlam）所舉行的泰迪熊嘉年華

會大遊行（Teddy Bear Picnic Grande Parade

），由溫哥華佛光山有因法師帶領逾110

位佛光人、佛光童軍出席。巨型的三好沙

彌花車吸引眾人的目光，佛光隊伍更獲得

了嘉年華會「團體第一」殊榮。 （定住）

加拿大 嘉年華大遊行佛光隊奪冠

佛光山法華禪寺日前舉行歐洲年度供僧

法會，歐洲各地信眾約7百人與會，也為

柏林佛光山建寺獻燈祈福。佛光山海外巡

監院院長滿謙法師透過影片開示，感謝大

家多年來的護持，「參加法會，是在廣植

福田」，去年柏林佛光山原址重建工程，

莊嚴的道場落成後，可以發揮更大功能，

在德國推動人間佛教。 （妙隆）

法國 歐洲供僧法會700人植福田

為了減緩地球暖化、解決糧食危
機，國際佛光會邀請您一同響應「
蔬食A計劃」，從減少肉食、隨手
做環保、節能減碳開始吧！連署活
動請至官網：http://www.vegdays.org/
index.php?lang=tw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全球最大旅

遊網站TripAdvisor（貓途鷹）日前公布

「2019年卓越獎（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獲獎名單，佛光山繼去年入選「名

人堂」殊榮後，今年第6度登榜，再次

獲得「名人堂」表揚；佛光山常務副住

持慧傳法師表示，這些殊榮代表大家對

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的肯定，佛光山

全體大眾也會繼續努力。

「法師、義工親切待人，是佛光山擄

獲遊客芳心的關鍵。」慧傳法師分析，

若徒具莊嚴宏偉的宗教建築，未有友善

招呼的僧信二眾，佛光山不會受到各國

遊客歡迎；「佛光山處處展現豐富的文

化內涵與濃厚宗教氛圍，是各國旅客最

津津樂道的特色」，遊客來到佛光山絕

非走馬看花，他們參與抄經、早課、過

堂等修持功課，深度體驗佛門生活。

此外，佛光山也特別開發「佛光GO

」App，讓年輕朋友透過手機就能導覽

人間佛教受肯定 佛光山6度獲貓途鷹卓越獎
佛光山各景點，展現出傳統寺院的創新

，也吸引更多年輕旅客前來一遊。

佛光山對遊客的體貼，更體現在導覽

服務上，如多種語言服務，讓遊客能心

生賓至如歸的好感。新加坡遊客Angieii

在貓途鷹網站評論：「心靈沉澱寧靜之

旅──佛光山乃人間天堂」，原本預計

停留2小時，「但寺院環境太美好，很

寧靜，他感到安樂舒服」，讓他不捨得

離開，不知不覺就花上一天時間，「有

佛陀在，又如此安寧的環境讓心沉澱下

來，能走走看看，實在有意義」。

英國諾福克遊客參與佛光山早課晨禱

，「這是一次有趣的經歷，我從山上走

到寺廟，聽著有節奏的吟唱，即使是非

佛教徒，也是值得體驗」。澳洲墨爾本

旅客也讚歎佛光山風景如畫，無論是素

食餐廳、咖啡館，服務態度都是五星級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僧侶和義工都

非常友善，樂於助人」。

➡西來寺妙璽法師（前排右2）與

團員合影。

 圖╱人間社記者George Chen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在佛光山

西來寺舉行夏季音樂會，圖為團

員表演時神情專注。

【人間社記者羅悅丹洛杉磯報導】佛光

青少年交響樂團日前在佛光山西來寺法堂

舉行夏季音樂會，35位團員經過2個月堅

持不懈的排練，為大眾帶來精采表演，亦

透過音樂藝術突破了語言、國界及種族的

隔閡，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

此次音樂會由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副指

揮Bruno Nascimento帶領團隊演奏，獻上

多首經典樂曲，讓與會者沐浴在美好的樂

音中。

西來寺監院慧浩法師表示，自交響樂團

成立以來，團員除了專注於音樂技巧的學

習之外，也非常重視品德教育，「只有擁

有正知正念，才能夠從『心』演奏出最美

好的音樂」。法師勉勵團員要重視自己手

中的樂器，才能夠譜出沁人心脾的樂曲，

並為13名團員頒發畢業獎狀，鼓勵他們將

優美的音樂傳承下去。

獲頒畢業獎的Kenrick Lee表示，自2013

年加入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不僅認真學

習，也積極參加各項表演活動，他期許「

西來寺夏季音樂會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 從心演奏以音樂弘法

不忘初心、繼續努力」。

信眾林敏雄表示，這群青少年可以演繹

出如此完美的音樂會，令人非常感動，「

我感受到交響樂團的每一分子以音樂弘揚

佛法的熱忱及堅持，彷彿看到佛教未來的

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