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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CA眾生豈止萬千，相逢非等閒

事；同事何其殊勝，因緣得

之不易。

路上保重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雪峰義存禪師是唐朝時候的僧人，

俗姓曾，泉州（福建）南安人，號雪

峰，為德山宣鑑禪師之法嗣。

某天，一位學僧來到福建的雪峰山

拜見雪峰義存禪師。

雪峰義存禪師一開口便問：「你從

什麼地方來？」

學僧恭敬地回答：「學人自嶺南來

。」

雪峰義存禪師又問他：「既然是從

嶺南來，你有沒有遇到六祖惠能大師

啊？」

學僧再回答說：「青天白日。」意

思就是說他明白了。

雪峰義存禪師點點頭，又再問：「

那惠能大師都跟你說了些什麼佛法啊

？」

學僧兩手一擺，回答說：「跟我說

了『青天白日』。」

雪峰義存禪師一聽，豎起拂塵，作

勢欲打。

學僧見了立刻頂禮，回頭轉身離去

。雪峰義存禪師也跟著走出去，走出

門外五、六步時，雪峰義存禪師忽然

從背後大叫：「上座！」

學僧回過頭看著雪峰義存禪師，雪

峰義存禪師這才微微一笑，輕言慢語

地說：「路上保重。」

雪峰義存禪師應該是肯定這位學僧

的，不然，他不會叫他「上座」。所

以，禪者他有一些意義不把它說明白

，重要的是要叫你會意，因此禪門的

學者要有靈巧。

我在兔年這一年，給大家新年祝福

的吉祥語就是「巧智慧心」。也就是

說，一個禪人，要像兔子一樣，要有

靈巧、妙智；但是縱然有靈巧妙智，

「悟慧」還要從心中生起，那樣才能

算是一個長進的禪人。

時間 活動名稱

即日起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2／11
（四）

除夕延生普佛
（線上視訊，7：30pm）

2／12
（五）

線上禮千佛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電視弘法：洛城18中文台
周一至周四（6：50pm）、周五（6：30pm）

佛光山西來寺近期活動

畫了逾半世紀漫畫
劉興欽還是發明家

英文精進修持 落實本土化弘法

北美新聞線上培訓 寫作輕鬆學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咱的佛祖來

了，咱的佛祖來了，伊是阮生命的依靠，

伊是阮艱苦的出路……」佛光合唱團歡快

的合聲，搭配舞台上播放的一張張黑白照

片，立刻帶觀眾走進時光隧道，來到68年

前的宜蘭，一睹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組織

全世界第一支佛教青年歌詠隊，以音聲宣

揚人間佛教的創舉。

為慶祝2月3日佛光會30歲生日，2月2日

晚間舉行一場別開生面的「佛光會三十．

音樂饗宴」，全台包括北區、桃竹苗、中

區、南區的佛光合唱團、中華佛光青年團

、西原佑一與政大校友合唱團、1953佛光

合唱團等，齊聚在國父紀念館大會堂，接

力獻唱一首首大師作詞的佛曲，天籟歌聲

、雋永歌詞、動聽旋律，交織珍貴的歷史

影片，史詩般呈現大師一生弘法歷程。

心保和尚：歌詞將佛法深入內心

佛光山住持、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總會

長心保和尚開示，音樂饗宴意義殊勝，佛

光會30年來，人間音緣也跟著大家一起成

長，由大師作詞的人間音緣佛曲，是他將

一生對佛法的體驗，深入淺出化為文字，

大家在演唱時，能透過歌詞將佛法深入內

心，產生更大的信心和力量。因此他期勉

每個人，心中隨時都要保有人間音緣這份

佛法意涵。

國際佛光會署理會長慈容法師則笑著分

享，60多年前，他原是要看書，卻因緣際

會走進寺廟，遇到星雲大師問他是否要加

入歌詠隊，就此進入佛門，用歌聲隨大師

一同弘法布教。

音樂主軸 貫穿大師一生弘法

慈容法師舉過去帶梵唄唱誦團世界巡演

為例，即便歐美觀眾不熟悉梵腔韻律，卻

能感受到團員在梵唄聲中對佛陀的禮讚，

表演結束後，如雷掌聲不絕於耳。「歌聲

能表達心意，和佛菩薩溝通，帶來心靈的

快樂富有」，因此他希望在這場音樂饗宴

中，大家能從佛光山合唱團的音樂中，感

受到幸福快樂。

在佛光會巧心安排下，音樂饗宴以星雲

大師一生弘法歷程為主軸來編排歌曲，同

時搭配歷史影像精彩展陳，分為「星光燦

爛，雲影娑婆」、「宜蘭弘法，環島布教

」、「披荊斬棘，不忘初心」、「菩薩義

工，歡喜行佛」、「信仰傳承，弘傳五洲

」五大時期。

西原佑一首先攜手政大校友合唱團，高

歌〈星雲〉揭開大師來台宣教的序幕；緊

接著呈現1953年，年方26的星雲大師弘法

第一站來到宜蘭，帶領著青年們一同歡唱

佈教。澎湃嘹亮的〈佛教青年的歌聲〉、

〈弘法者之歌〉，述說著大師不畏當年「

大魔頭」謗言，堅定以音樂弘法的心志，

台下許多佛光人也忘情跟著唱和。

來到「披荊斬棘，不忘初心」，看到

1967年佛光山開山初期，僧信二眾胼手胝

足挑土挑石、搬運磚瓦的歷史畫面，即使

歷經雨、洪水、寶橋斷裂，星雲大師始終

不言棄，〈歌頌偉大的佛陀〉、〈信心門

之歌〉，就是唱出大師與信徒們對佛陀的

虔誠，對佛法的信心。對照著開山艱辛影

像，不少與會者當場泛紅眼眶，直呼：「

真的好感動」。「菩薩義工，歡喜行佛」

則述說在大師領軍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

會成立後，佛光人在世界各地如「千手千

眼」分身菩薩，關懷弱勢，〈心甘情願〉

一曲完美詮釋義工們「心甘情願，不怕失

敗，心甘情願，犧牲奉獻」的精神。

壓軸曲目 信仰傳承 ． 弘傳五洲

壓軸的「信仰傳承，弘傳五洲」中，讓

人見證放眼全球四海一家，都有佛光人足

跡，尤其當唱起〈四海都有佛光人〉時，

更是掀起全場最高潮，所有蒞臨的和尚、

長老、貴賓都紛紛上台揮舞各國國旗、佛

光會會旗，在一片旗海中，展現佛光普照

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弘法成果，活

動最後在眾人熱烈掌聲中圓滿畫下句點。

參與的貴賓雲集，包括有佛光山長老心

培和尚、中華人間佛教聯合總會主席明光

法師、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佛光

山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佛光山慈善院院

長依來法師、國際佛光會祕書長覺培法師

、台北道場住持滿謙法師、佛光山中區總

住持覺居法師、艋舺龍山寺董事長黃書瑋

、前台肥董事長鍾榮吉、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副總會長趙翠慧、佛光山功德主羅李

阿昭、格致中學校長鄭經綸、中華福報生

活推廣協會理事長楊政達等都蒞臨現場。

佛光會30歲 音樂饗宴

扌「佛光會三十．音樂饗宴」在台北國父

念館舉行，表演者重現68年前星雲大師以銅

鑼敲響：「咱的佛祖來了！」

➡全台北中南合唱團，接力演出人間音緣

歌曲，宛如大型佛教史詩。

� 圖／人間社記者吳新傳

【人間社記者心奉洛杉磯報導】落實本

土化弘法，佛光山西來寺1月30日舉行英

文線上一日精進修持，禮請西來寺住持慧

東法師、佛光山香雲寺監寺覺繼法師授課

，規畫禪修、專題授課、小組討論等課程

，共30人參加。

覺繼法師以「重新洗牌」（Reshuffle 

Life）為專題題目，開宗明義表示人生即

使萬般艱難，但只要肯重新開始，勇往直

前，必能把危機變成轉機。覺繼法師分享

佛陀決意出家的故事，將人生「重新洗牌

」，最終趨向佛道的過程，亦闡述星雲大

師如何在一次又一次「重新洗牌」下，將

人間佛教傳播五大洲。

法師又以「我現在就行動」（I will do it 

right here and now），鼓勵學員重新思考

人生價值，設定目標，以實際行動將生活

「重新洗牌」， 讓生命邁向更光明的未

來。

慧東法師從各種觀點解答「在嚴峻的疫

情下，對於不肯採取防護措施的群眾，應

如何回應與面對」、「如何讓家人正觀生

死」、「如何在不安的環境中升起對未來

的希望」等問題，傳遞人間佛教的佛法生

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理念，勉勵學員以正

面積極態度面對生活裡的挑戰。

學員Gregg Astoorian表示，禪修帶給自

己很多的收穫，未來將繼續學習禪修。

Thuy Le分享，從課程中獲得很好的啟發

，感謝西來寺舉辦線上修持。

【人間社記者廖麗珠、倪永苓連線報導

】佛光山人間通訊社1月28日在台北《人

間福報》總部，開辦線上北美洲人間新聞

培訓營「新聞寫作輕鬆學」，邀請國際佛

光會檀講師鄧淑明主持，《人間福報》社

長妙熙法師、人間通訊社台灣中區採訪主

任江俊亮雲端面授新聞寫作機宜，近250

位學員透過視訊平台Zoom精進。

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表示，新聞寫作非

常重要，透過新聞報導，能宣揚佛光人在

世界各地有利社會的慈善、弘法活動。感

謝人間通訊社安排中區主任江俊亮授課，

希望未來學員能寫出感動人心的好新聞。

「寫文章沒有捷徑，老師只能教烹飪，

學員自己要下廚房！」江俊亮開場表示，

新聞寫作不是速食文化，需要一步一腳印

，先放下我執，不把自己放進去、不加入

自己的想法，因為記者代表讀者，所見所

聞要如實報導；所有事情要有因、有緣，

必須有重點，不能記流水帳，切記「字字

有根據、句句有來歷」原則，時下習慣用

語容易積非成是，鼓勵大家盡量避免，否

則就是加上引號。

江俊亮以胡適的名言──我手寫我口，

勉眾少用艱澀難懂的文字撰稿，因為讀者

不會邊看新聞邊查字典；掌握「信、達、

雅」要領，平實、不賣弄、如實地報導發

生的事件；一則好的新聞稿，應具有故事

性、有血、有淚，不同宗教皆有真善美的

故事，都是人間新聞報導的題材。

妙熙法師感謝西來寺給予因緣，促成人

間社數位化發展速度，「未來線上的各位

，都是我們在當地的新聞眼及新聞筆」。

最後，妙熙法師勉眾，善的循環會影響全

世界，期許從事文化工作者，皆能持之以

恆，努力不懈，永不退轉。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88歲台灣

第一代國寶級漫畫家劉興欽，自1954

年開始畫漫畫，作品包括《阿三哥與

大嬸婆》、《機器人與阿金》、《小

聰明》等；尤其以他以自己和母親為

藍本的代表作《阿三哥與大嬸婆》系

列，從農村價值觀反思都市人的生活

百態，發人深省，更是受到歡迎。

他認為漫畫家要有使命感，「漫畫

對年輕朋友影響非常大，作品要有內

容，不能為了賺錢戕害小朋友身心健

康，要有改變社會風氣的精神，才會

受到歡迎。」

然而，劉興欽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傳

奇是，他為台灣擁有最多專利的發明

家，1970年開始，7年間取得130多種

專利，例如雨傘雨水收集套、自來免

削鉛筆、曬衣夾等都出自他的發明。

劉興欽踏入發明領域，來自小書迷

的一句話。原來他畫科幻漫畫《機器

人》時，有位小朋友說：「你很會吹

牛，世界上怎麼可能會有像你漫畫中

那種機器人。」讓劉興欽決定發明機

器人，這款「機器人自學機」獲美國

公司要求授權改良，至今熱賣40年。

1991年劉興欽舉家移民美國，在華

僑邀請之下，重拾最愛的畫筆。劉興

欽晚年寄情於民俗畫，返台後更以漫

畫回饋故鄉，獲獎不計其數，包括榮

獲客委會頒發「終身貢獻獎」，以及

第一屆金漫獎「終身成就獎」。

佛光山西來寺舉行英文線上一日精進修持

，落實本土化弘法。�圖／佛光山西來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