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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學習，應向聖賢看齊；

比較，當以聖賢為準。

無言童子經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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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新羅國的新羅龜山禪師，年少

時曾經來到中土參學，後來在福建福

州長慶院的長慶慧稜禪師門下開悟，

並且得其法要。

有一天，新羅龜山禪師上堂說法的

時候，舉出一則唐朝裴休宰相的公案

故事說：

裴休宰相到寺院參禮，看到一位沙

彌正在讀經，便問他：「請問，您看

的是什麼經？」

沙彌回答：「《無言童子經》。」

裴休宰相接著又問說：「那麼，這

部經有幾卷呢？」

沙彌回答：「共有上、下兩卷。」

裴休宰相想試驗一下沙彌，故意問

說：「哦？那就奇怪了，既然這部經

名為『無言』，為什麼還會有兩卷呢

？」

沙彌一聽，不知以對。

新羅龜山禪師說完這則公案，稍事

停頓，他環顧在場的諸師，然後問大

家說：「諸位！如何回答此話呢？」

一眾皆默然無言。

這個時候，忽然有一位沙彌起座回

答：「兩卷者，就是天地上、下兩卷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何必去分別

？當然就是無言了。」一眾都為沙彌

的聰明伶俐叫好。

在《大藏經》中，《無言童子經》

確實是兩卷，但是佛陀曾說過，他說

法49年裡，沒有說過一個字；因為真

理說了也等於不說。所有的說法，其

實都是為了啟示愚昧的眾生而有，都

是相似說，不管是一卷也好，百卷也

好，還不都是一樣嗎？等於這部經雖

有上、下兩卷，但是天地合流，萬法

歸一，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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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六）

國際淨灘日
（8：30am）

9／22
（日）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9／28
（六）

禪淨共修
（7：30pm）

9／29
（日）

光明燈法會
（10：00am）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10／6
（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英文共修法會
（1：30p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周四（6：50pm）、周五（6：30pm）

佛光新聞集錦

南非南華教學中心電腦班日前舉行畢業

典禮，共逾60位學生、家長出席。學生們

在會計軟體、影像處理軟體等課程考核上

，皆取得亮眼的成績，佛光山南華寺當家

慧行法師叮嚀：「這張證書是告訴你──

你接受過別人的幫助，並且付出努力；未

來有能力時，也不要忘記要去幫助他人，

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 （劉欣妮）

   南非 南華寺電腦班畢業成績亮眼

有望法師（右）向鹽湖城市長介紹國際佛

光會。 圖╱人間社記者徐明路

【人間社記者文果、Judy Chiang鹽湖城

報導】聯合國公民社會單位全球傳播部第

68屆年會，上月26至28日於美國猶他州鹽

湖城舉行，有260場論壇，逾百個國家與

地區、7百個組織、3千人參加，國際佛光

會以主題論壇「人間佛教：從敏銳的文化

途徑到信仰為基礎的環保行動」，吸引大

眾目光。

「人間佛教」論壇上月28日在鹽湖城會

議中心召開，國際佛光會聯合國辦公室主

任有望法師、聯合國事務委員會主委何美

寶、英文檀講師Ina Denton及馬來西亞青

年代表方耀祥博士共同主持，發表並討論

國際佛光會在全球發展的會務，以及5大

洲佛光人和青年團動員的實際環保行動議

題。

何美寶簡介國際佛光會與佛光山20多年

來，不遺餘力在全球推行聯合國17項可持

續發展的目標，如巴拉圭豆漿站、保溫箱

計畫與醫院設立等；為青少年學子提供的

教育計畫有南非天龍隊、巴西如來之子、

菲律賓光明大學和印度希望之村。此外，

佛光人不分性別、種族或信仰，提供緊急

和自然防害等救災行動工作。

善待地球 永續家園

有望法師就「環保主義─和平社會─教

育─包容性╱宗教間對話─環境主義╱氣

候變化」為題，表示2千5百多年前，佛陀

在菩提樹下，證悟緣起法，從人類的命運

、季節的更迭到國家的興衰，都不離因緣

，萬事萬物彼此相依相存，互為因果。

人類必須學會欣賞這種深刻的相互聯繫

，自然與生活中的眾生相互依賴，以愛護

自己、愛護親友的心，愛護大環境，善待

地球，才能讓美麗的家園永續存在。

法師進一步分享國際佛光會、佛光青年

佛光人環保行動登UN舞台

團和佛光童軍團制定環境保護的計畫：推

行蔬食A計畫、淨灘、植樹、資源回收等

，以實際行動關心環境，致力保護地球。

「從教育、環境保護和公共福利到和諧

社會」議題，方耀祥引述佛光山開山星雲

大師的話：「國家未來好不好，就看你這

個國家的青年如何。同樣的，要知道佛教

未來的前途如何？就看佛教的青年表現了

。」談及佛光青年團的角色，以及聚焦在

兒童、青少年的公益服務內容。

全球公民 共生共榮

佛光青年團遍布全球5大洲，共有242個

分團。多年來，佛光青年投入3萬3千服務

人次，協助國際佛光會提升環保意識的服

務，包括夏令營、文化交流、健康服務、

體育活動、童軍交流等，也關心災區兒童

就學、捐贈食品書籍，支持重建學校。自

2009年起，佛青寒暑假期間透過公益旅行

前往世界各地，傳播三好、四給的菩提種

子，將人間佛教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的『家』，就是我們身處的地方

。」Ina Denton以「個人觀察和經驗教訓

」為題，闡述自己克服文化差異、深入佛

教，並成為檀講師的經歷。Ina Denton引

用大師文章，解釋「超越」是超越人我之

間的差異、超越國界、不明智的傳統。他

倡議從認識文化差異、傾聽人們的故事、

以尊重的方式解釋差異、學習和適應其他

不同文化等，透過教育具備「文化能力」

，成為真正的全球公民，彼此共生共榮。

問答時段，現場多人針對議題踴躍提問

，議程結束後，大眾紛紛來到台前索取星

雲大師《人間佛教佛陀本懷》一書；有人

表示，只有在國際佛光會的論壇發表中，

看到環保行動的具體實踐。會議在融洽歡

喜的氣氛下圓滿。

【人間社記者彰平洛杉磯報導】佛光山

西來寺周日兒童、青少年英文佛學班於8

日開課，在新學期首日舉行三好幼苗播種

禮，逾70位學生及家長參加。當孩子們種

下種子的那一刻，不僅為綠化環境出一分

心力，也希望在新學期伊始種下嶄新的願

望。透過播種禮活動，讓學生及家長明白

有付出才會有收穫的寓意，也體認廣結善

緣及三好教育的意義。

當天亦安排家長說明會，為周日佛學班

開設4年以來首次舉行，本土化組知晴法

師表示，「在過去的學期中，秉持著人間

佛教及三好教育的辦學理念，不但看見孩

子在成長，家長也深受感動，可謂雙贏」

。知晴法師肯定家長和義工老師對教育的

付出和努力，亦鼓勵家長和義工老師要常

常聯繫及互動，因為信仰的傳承是需要親

子一心，才能圓滿並增進的家庭和諧。

許多家長感謝常住和老師們在教育上的

用心，而義工老師也感謝常住、家長的支

持與鼓勵，讓他們獲得肯定，「願傾盡所

能，協助孩子快樂學習，一起體驗佛法的

樂趣」。

歡迎加入佛光山西來寺周日兒童、青少

年英文佛學班（兒童班為4～10歲；青少

年班為11～16歲），上課時間是每周日上

午10點～12點。若想獲得更多的資訊，請

洽（626）961─9697ext.5124／5131。

新加坡佛光山與國際佛光會新加坡協會

，日前受榜鵝區委員會之邀，為長者舉行

社區樂活活動。佛光人安排健康操、團康

遊戲，也邀請長者展現歌舞才藝。新加坡

交通部兼通訊及新聞部高級政務部長普杰

立也蒞臨現場關心，他感謝新加坡佛光山

及新加坡協會安排活動，為社區長者獻上

溫暖與關心。 （陳建慈）

   新加坡 社區樂活活動關懷長者

【本報綜合報導】台灣第16屆「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即日起至11月

12日開放報名，第7屆得主高銘和分享夢

想計畫進度，從1991年開始籌備拍攝中國

大陸百岳的他，目前已攀登92座山岳，預

計2021年完成挑戰。今年已70歲的高銘和

感嘆，數位相機興起，當初贊助底片的公

司停產了，原本要幫他出攝影集的出版社

也關門大吉：「歷時近30年，看盡時代變

遷！」

從20幾歲就熱愛登山、攀岩運動的高銘

和，當過嚮導，也曾遠赴法國登山學校上

課；之後他受到日本攝影集啟發，在1989

年興起親自動身拍攝中國百岳的念頭。

他找出版社資助計畫，也申請到「KEEP 

WALKING夢想資助計畫」經費，卻在

1996年登聖母峰遭遇山難，手指、腳趾、

鼻子全被迫切除，歷經漫長復健，他才重

新復出登山界，繼續拍攝計畫。

高銘和克服了身體的平衡感失調，重新

站穩腳步，但他登山的目的是為了拍攝山

景，攻頂不再是他的目標。

雖然滿頭白髮，高銘和的臉上卻毫無皺

紋，散發著陽光般的熱力和壯年的活力，

他認為這是山帶給他的能量，也堅信：「

聖母峰沒有把我留在山上，一定是要我做

一件有意義的事。」而這件事情，就是找

回拍攝山岳的「初心」。

術後再次拿起相機，高銘和的初心不變

，必須重新適應雙手對機身的操控，他回

憶，一開始連牙刷都拿不穩，更遑論按相

機快門，靠意志力練習了1個多禮拜。從

相機拿不正、按不到快門、無法單手拍攝

……他一一克服，找到力道跟方式按壓快

門，後來「人機一體」恢復原有功力。

他說，印象最深刻的是為了拍一座位於

巴基斯坦跟新疆交界處的山峰，他造訪過

幾次，每次都狀況連連，一次騎駱駝摔落

導致骨盆斷裂，休養數年，前後爬了十幾

年才總算拍攝到山景，「當年終於拍到的

時候，按快門當下，眼淚幾乎飆出來」。

高銘和預計在2021年達成拍攝中國百岳的

目標，他苦笑地說，近30年來，看盡時代

演變，底片停產了，連出版社都倒了，「

但我還不錯，我還活著」。

三好幼苗播種禮 西來寺佛學班開學

登聖母峰逃過死劫 70歲高銘和找回攀百岳初心

新南威爾斯省義工中心，日前舉行第13

屆新南威爾斯省年度義工表揚頒獎禮；國

際佛光會雪梨協會應邀與會，由會長黃勁

鋒率9位會員出席。獲表揚的佛光人有東

一分會幹部陳曉燕、西一分會督導許偉萍

、西二分會資深會員葉璇芝。東一分會推

廣「三好兒童教育」，培育好苗子有卓越

成果，因而榮獲團體獎，由東一分會會長

張洪代表受獎。 （文慧）

   澳洲 佛光會服務社區獲表揚

⬆佛光山西來寺義工準備種子及盆栽，讓周

日兒童、青少年英文佛學班學子在開學日參

與三好幼苗播種禮。

⬆學童手持小盆栽等候老師澆水。 

 圖╱人間社記者張志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