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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學問使人謙虛，

無知使人驕傲；

虛心使人高貴，

自負使人膚淺。

隨緣事了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北宋的寶峰克文禪師，河南陝縣人

，26歲受具足戒。他最初在黃龍慧南

禪師座下參學，許久未能契入，輾轉

來到陝西香城參禮翠巖順和尚，得到

翠巖順禪師的一番點撥，才明白黃龍

慧南禪師的用心良苦，於是又回到黃

龍慧南禪師門下繼續參修，最後得到

慧南禪師的印可。

開悟之後的寶峰克文禪師，從此開

始接眾說法。一天，一位年輕的禪僧

到法堂參禮克文禪師。

克文禪師問他：「你有帶袈裟來嗎

？」

學僧說：「帶了。」

克文禪師再問他：「你有吃飯了嗎

？」

學僧恭敬地回答：「吃了。」

克文禪師又問：「那你有開悟了嗎

？」

學僧誠實地說：「未了。」

克文禪師接著又問：「門外是什麼

聲音？」

學僧說：「雨聲。」

克文禪師反問他：「你已明了，怎

說未了？」

學僧很疑惑，不能明白禪師的話。

克文禪師看了看學僧，又問：「屏

風後你知道有什麼嗎？」

學僧搖搖頭，一臉茫然地說：「不

知。」

這時，克文禪師說：「吃飯穿衣都

已了，其他都不知、不了，參訪何用

呢？」學僧至此似有所會，於是就地

作禮，問訊而去。

其實人生是很無知的，就如吃飯，

吃了但不一定明了；就如穿衣，穿了

但不一定會了；雨聲，是大自然的聲

音，那裡聽得懂呢？屏風後，隔著一

道障礙，哪裡能知道有什麼呢？人生

懵懂無知，不明、不了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禪門講究明心見性，唯有明

心見性，才是真正的已了哦！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9／8
（日）

兒童及青少年佛學班開學
（10：00am～12：00noon）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9／13
（五）

佛光西來書院秋季班開學 
光明燈法會
（10：00am）
大悲懺法會 
（7：30pm）

9／14
（六）

人間學院秋季班開學
中秋節戶外茶禪
（7：30pm）

9／14
～11／3

「用圖畫探索遺忘的記憶」
畫展（地點：佛光緣美術館
西來館，周一休館）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pm）、周五（6：30pm）

【人間社記者陳德啟大樹報導】「這裡

是我們的家，隨時可以回來吃個飯、喝個

茶水，雖然我已是個近百歲的老人，但是

和大家一樣歡喜快樂。」佛光山開山星雲

大師上月22日在「佛光山2019供僧法會供

僧齋宴」，與眾溫馨話家常，感動人心。

供僧法會供僧齋宴在雲居樓歡喜登場，

包括日本、南韓及來自各地友寺的法師歡

喜應供。為感謝法師們平日弘法利生的辛

勞，全球5大洲的護法信眾、貴賓齊聚一

堂，向弘法利生、不畏辛勞的法師們獻上

最虔誠供養，包括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耀

法師、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榮譽總會長吳

伯雄等逾6千人參與。

佛光山大慈育幼院以熱鬧的傳統民俗技

藝舞蹈表演，展現「普天同慶」的歡喜氛

圍；南華大學足球隊、棒球隊高唱〈悉發

菩提心〉、〈十修歌〉，鏗鏘有力的音聲

，唱出青春活力；上海敦煌舞團帶來「反

彈琵琶」表演，拉開供僧齋宴序幕。

佛道上共精進 致力世界和平

星雲大師感謝眾人的參與，會中並表示

，相信大家都是歡喜而來，人生就是這樣

的自由自在，希望大家能隨心隨欲的為人

服務，未來是由自己創造，願人人平安快

樂。「佛光山因為有你們而增加光采，因

為有你們，我也覺得很有榮耀。」祝福大

家福慧增長、平安幸福，並希望大眾要時

常回佛光大家庭。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表示，大家參與盛

會，福報必定無量無邊，並舉佛陀與波斯

匿王的對話，說明福報不怕太多，重要的

是將之作為修道資糧。藉由供僧法會因緣

供養大眾，令眾歡喜，如同令一切諸佛歡

喜，等無差別。但用此心累生累劫精進修

道，以提升福德智慧，並歡迎大家常回來

法身慧命之家。

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歡迎所有貴賓蒞臨

高雄市，並讚歎佛光山年年榮獲績優宗教

團體表揚，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對高雄市

有相當貢獻，在此感謝法師的教化，同時

祝福大家福慧增長、萬事如意。

追隨大師腳步 傳承人間佛教

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靈雲院住持則竹秀

南提及，常聽到大師在世界各地的弘法事

蹟，看到僧俗二眾生氣盎然的模樣，讓他

非常感動，不禁感佩佛陀教法的莊嚴，大

師弘法的偉大。去年參加法水寺開光落成

而與佛光山結下甚深因緣的他說：「我出

生在台南，台灣也是我思念的故鄉。」希

佛光山供僧 6千人喜培福

望藉此次法會因緣，未來可以共同交流，

在佛道上共精進，以達世界和平。

「我以身為大師弟子為榮，以身為佛光

人為傲。」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趙

怡表示，逢此盛會，高雄市萬里晴空，佛

光普照，希望未來大師仍可帶領佛光人服

務人群、淨化人心，從文化、慈善、教育

等一起推動人間佛教。他稱讚大師一生的

成就，對兩岸、全球華人均深具影響力。

供僧齋宴中，特別安排「文化獻禮」，

由南華大學足球、棒球隊及普門中學籃球

隊代表，將佛光山文化事業體系出版的24

類、7種語言的158冊星雲大師相關著作，

獻給大師作為賀禮，期許佛光人追隨大師

腳步，世世代代傳承人間佛教的真善美。

現場法師和貴賓有泰國泰華寺住持心定

和尚、佛光山退居心培和尚、佛光山開山

寮特助慈惠法師、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署

理會長慈容法師、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耀

法師、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

均、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長者余聲清等。

佛光山2019年供僧法會盛大舉行，來自全

球逾6千名友寺法師和護法信眾齊聚，讓佛

光山如來殿大會堂座無虛席。�

� 圖╱人間社記者莊美昭

【記者羅智華專題報導】說到巧克力

，一般人大多認為台灣沒有生產，且必

須仰賴美洲或歐洲等海外進口才能吃到

的「舶來品」。為打破這樣的刻板印象

，來自屏東的農夫邱銘松，10多年前和

家人一同挑戰，從零開始在自家農園種

起過去未曾見過的可可樹，歷經無數次

嘗試，終於製造首顆「Made in Taiwan」

的巧克力，成功打響台灣巧克力的知名

度。

「當初就是憑著一股傻勁，決定種種

看可可樹，希望讓台灣人也能吃到本土

製造的巧克力。」今年66歲的邱銘松說

，可可本身是屬於「怕冷不怕熱」的熱

台灣的巧克力 邱銘松做到了
帶雨林農作物，對四季如夏的屏東來說，

正好提供適合可可樹生長的環境，喜歡創

新與挑戰的他，決定在農地上大膽嘗試種

植可可樹。

然而，要走一條「前人未走過的路」並

沒有想像中容易，邱銘松說，許多有關可

可樹種植的「田間管理」專業知識，更得

仰賴國外文獻才能了解；幸好，他在紐西

蘭留學的女兒邱致寧返台幫忙，靠著外語

能力找到許多國外可可樹的相關文獻資料

，才彌補了「無人可討教」窘境。

邱銘松的兒子邱育廣笑著說，剛開始因

為缺乏經驗、掌握不到訣竅，只能不斷「

打掉重練」，忍痛倒掉上百斤的原料，直

到歷經好幾十次的失敗，才逐漸掌握到

眉角，順利打造出一塊塊的可可磚。不

只如此，他們還努力透過調整可可豆發

酵與烘焙的方式，來降低台灣人不喜歡

的澀味，讓巧克力更貼近本土口味。

經過多次的實驗與改良後，邱銘松終

於實現了夢想，親手打造出第一顆從種

植到製成的台灣本土巧克力，不僅比國

外更勝一籌、在國際大賽中榮獲佳績，

還出口至南韓、香港、日本等地。

「我期待有朝一日能讓大家知道世界

上最新鮮、最美味的巧克力就在台灣！

」邱銘松說，儘管完成製造台灣巧克力

的夢想，但他心中仍期待有一天能號召

更多人共同投入可可樹的種植，攜手讓

巧克力成為台灣之光，在國際舞台發光

、發熱。

【人間社記者心嵐、陳丹洛杉磯報導】

第9期「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在洛杉磯

佛光青年團二團的積極籌畫下，日前在佛

光山西來寺展開3天2夜的寺院生活。活動

以「我和佛陀有個約會」為主題，吸引洛

杉磯數所高等學府百餘位青年參加，從佛

門的叢林生活中深度體驗生命意義。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主持開營典禮，強

調「把心打開」的重要性，期勉大家透過

佛法的引導，生起真正的智慧，讓生活更

踏實。隨後，如松法師介紹活動內容及規

約，希望學員能夠放下自我，並關照內心

、活在當下，在寺裡用心感受每一時刻。

體驗營安排慧東法師「與心對話」、慧

軒法師「禪修指導」、妙皇法師「與誰相

約」、青年論壇、團體遊戲、叢林課誦、

過堂、寺院參訪及分組討論等。

不論是靜態的課堂聽講，或動態的戶外

活動，學員各有領會，在最後一天「綜合

座談」踴躍分享。

學員王超表示，「雖然每個人的年齡與

職業皆不同，但都在佛陀座下找到寧靜的

安心之處」，西來寺裡年輕的元素、活躍

的氣氛，還有熱情的法師，讓他看到了寺

院不同的一面。學員彭玥認為，體驗營的

打坐及《易筋經》課程，皆是靜心的法寶

，將這些哲理運用在生活中，面對困境時

，要平靜內心，才能夠穩住陣腳。

出席綜合座談的佛光山紐約道場住持如

揚法師總結，每個人都是一顆善種子，希

望大家賦歸後，能繼續把善種子傳播下去

，「西來寺永遠都是大家的法身慧命之家

，要常常回家」。

活動結束後，逾30位青年報名「2019佛

光西來書院秋季班」，期望更深入佛法；

也有數十來位青年發心加入佛光青年團，

希望未來能凝聚正向的力量，幫助更多青

年。 

洛杉磯逾百青年 體驗叢林生活

一、修學日期：9／13～12／8（道場
一、住宿，每周五8：00pm報到，周日
一、2：00pm賦歸）
二、招生對象：
一、1、有志體驗叢林修道生活，對人
一、間佛教理念認同，願意通過解、
一、行並重之學習者。
一、2、身心健全，無不良嗜好之18～
一、40歲男女青年。
一、3、具備基本中、英語溝通能力。
三、課程內容：以戒（規矩）、定（
一、禪修）、慧（悟）為課程主題，
一、授以佛門探索、智慧經典、生命
一、教育、禪修指導、法器唱誦、出
一、坡作務、寺院及景點參訪、行解
一、並重之課程。
四、學費：US$50
五、報名手續：
一、1、請上西來寺網站www.hsilai.org
一、，填寫網路報名表。
一、2、繳交相片一張，請以電子檔方
一、式寄至learning@ibps.org，備註周
一、末班。
一、3、經審查通過後，寄發面試通知
一、單，於當地道場進行面試。
一、4、面試後，以E-mail通知結果。
六、地點地點：佛光西來書院（3456 
一、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CA 
一、91745-6445）
七、課程資訊請洽（626）961-9697Ext 
一、5109或網址www.hsilai.org

2019佛光西來書院秋季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