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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一切好事，從我本身做起； 

一切好言，從我口中說出； 

一切善心，從我內心開發； 

一切善人，從我至誠禮敬。

勘破虛實
文／星雲大師

星雲禪話

時間 活動名稱

佛光山西來寺暫停開放

3／14
（日）

兒童少年佛學班開課
（線上視訊，11：00am）

佛光鼓樂團開課
（線上視訊，2：00pm）

3／20
（六）

佛光西來書院開課

3／27
（六）

光明燈法會
（線上視訊，10：00am）

3／30
（二） 2021佛光山線上皈依三寶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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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名禪僧在石霜慶諸禪師的座下

參學一段時期後，又到溈山靈祐禪師

的道場參學。他們住下來之後，每天

隨眾早晚課誦、出坡作務、擔柴運水

，卻沒見到有人進入禪堂，也沒有人

說法。

這兩個參訪者最後忍耐不住，就批

評說：「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溈山靈祐

道場，原來沒有一個禪人！」

溈山靈祐禪師的門下弟子仰山慧寂

禪師聽到了，決定做出回應。

當這兩個人各擔了一綑樹枝，疲倦

地坐在山坡上休息的時候，仰山慧寂

突然上前，掏出火柴，對著他們說：

「請道一句，不然，我就燒了你們的

木柴。」

這兩名遊方僧被仰山慧寂禪師突如

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不知所措。

仰山慧寂禪師看他們一副驚慌的模

樣，即刻說：「把這綑柴挑回去，常

住不燒這些無明火。」

這兩名僧人終於知道溈山靈祐的禪

風不能隨便低估、批評，只好各自將

一擔的木柴挑回去。

當天，仰山慧寂便把此事向溈山禪

師報告：「我今天勘破了兩個雲水僧

。」

溈山靈祐禪師，問他：「你是怎麼

勘破他們的？」

仰山慧寂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向溈

山禪師說了，溈山靈祐禪師大笑說：

「你給我勘破了也！」

悟道的功夫，只要你一開口，就知

道有沒有。這兩個遊方僧還沒有了解

溈山靈祐的禪風就隨意批評，但在高

手的前面，你是躲避不過的。高手隨

便的一問，就能讓你不知如何回應。

禪，也不是隨便信口胡說，它有規

律、它有順序、它有所指，一切都有

來龍去脈，不是依樣畫葫蘆就能矇騙

的。溈山靈祐和仰山慧寂他們是真正

的悟道者，所以才能真正的勘破啊！

體驗營般若劇場 帶領學員親近佛法

邁阿密佛光山贈口罩 學校、地方政府受惠

人間社攝影研習 捕捉善美瞬間

畫出幸福樂
小藝術家分享愛

【人間社記者許貞慧嘉義報導】佛光山

人間通訊社為增進義工記者攝影能力，捕

捉善美瞬間，3月6、7日於佛光山百萬人

興學紀念館──南華大學館舉行今年首場

研習營，邀請中正大學教授黃俊儒剖析「

新聞中的偽科學」、《人間福報》副總經

理陳世晉講授「數位媒材製作」，並請中

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常務理事王呈玉、

TPGA協會攝影鍾豐榮和專業講師洪夙慶

傳授近百位學員基礎攝影、體育攝影及專

題攝影拍攝技巧。

文化工作 靜默耕心田

圓福寺住持覺禹法師在開營典禮提到，

《人間福報》是媒體清流，走入校園、實

踐三好，透過學員的手和眼報導人間善美

新聞，成為文化弘法推動助力。南華大學

校長林聰明致詞指出，歡迎大家來到世界

百大綠色大學，秉持創辦人星雲大師的理

念，讓生命教育成為典範，感謝學員對百

萬人興學的護持。

《人間福報》社長妙熙法師表示，走進

校園見到盛開的黃花風鈴木，吸收花的能

量及爆發力，不論有沒有人欣賞，仍然嬌

豔盛開，「這就如文化工作，雖不易被看

見，依舊默默地耕耘心田」。在疫情下開

辦記者研習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感恩有好

因緣在大師念茲在茲的校園內學習，就像

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學校，放下萬緣當

學生，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黃俊儒以具備「媒體素養及科學素養」

重要性，教導學員以智慧杜絕傳播假新聞

；《Science》雜誌在2018年發布一項調查

，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散播速度比真相

快六倍，觸及的人數也更多。所以，當網

路資訊無科學驗證，會成為傳播謬誤造成

民眾認知錯誤；因此，在刊登新聞便宜行

事，或對單一來源不查證造成的錯誤，必

須以科學素養謹慎判斷。

人間社攝影研習提升學員實拍技能，為

人間真善美留下瞬間紀錄。

� 圖╱人間社記者鍾豐榮

陳世晉以「數位關鍵字與新聞擴散力」

呼籲學員網路文章慎訂標題，才能達到宣

傳功效，提升能見度，擴散文章力量；以

手機編輯App，教導影片製作的基礎概念

，引導學員學習「數位手機影片製作」。

體育攝影專題班講師鍾豐榮，以相片輔

助說明國際體育賽事如奧運、世大運等攝

影技巧。他提到，動態攝影「按快門」瞬

間，是非常重要關鍵，「長鏡頭」是必備

工具；拍攝時建議攝影模式調到「Ｍ」，

快門至少要500分之1秒、搭配光圈，才能

在動態攝影中捕捉到完美畫面。

實戰演練 累積真功夫

課程中安排南華大學巴西之子足球隊、

榮獲大專盃國術錦標賽太極拳金牌古琳湘

，擔任攝影Model，讓大家實戰演練；鍾

豐榮再講評大家的作品，提升攝影技巧。

專題班講師洪夙慶表示，新聞報導有「

文字、照片、美編及印刷出版」四要角，

攝影基本色彩運用「色相、明度、彩度及

冷暖色調」，加上攝影者的專注觀察，利

用拍照技巧，呈現感人畫面。養成班講師

王呈玉提到，攝影最重要的就是「多拍、

多練習」，攝影前需先構思主題素材，除

去多餘畫面，提升主題重點；透過實際拍

攝，以透視原理，體會空間、場景、全景

，拍攝出不同面向的真善美。

「利他的工作，沒有失望的權利。」妙

熙法師於綜合座談表示，欣喜聽到學員滿

滿的收穫感動，勉勵大家任何事業都是培

養自己的德業、志業，累積道業。南華大

學終身學習院院長知賢法師分享，數位媒

體傳播寫作是未來弘法重點，願將所學傳

授給終身學習學生，以文化弘揚佛法。

帶領11位學員參與培訓、佛光山屏東講

堂文宣組組長江素麗說，發願為培養筆耕

真善美新聞的人才而努力。

【人間社記者妙涵、張安琪邁阿密報導

】在邁阿密佛光山住持永瀚法師的指導下

，國際佛光會邁阿密協會自1月下旬經多

方聯繫，於2月16、2月24日再次捐贈2萬

4000個口罩給學校、經費困難的地方政府

等單位團體。

邁阿密佛光人2月16日捐贈8000個口

罩，予千禧年中學（Millennium 6-12 

Collegiate Academy），由校長助理Gloria 

Mathis Robinson接受捐贈；當天，挑戰者

小學（Challenger elementary school）校長

Tara Zdanowicz，也接受80個迪士尼圖案

的口罩，她表示，感謝常住對師生的關心

，希望疫情盡早日結束，可以再帶大家來

參訪。

永瀚法師致贈兩校教職員結緣品，並介

紹佛光山「以教育培養人才」宗旨，表達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對教育的重視。

2月24日，經由佛州棕櫚灘縣學校董事

Marcia Andrew的安排，邁阿密協會督導趙

廣隆送口罩至City of Pahokee、Sough Bay

、City of Belle Glade等3個城市；同時，捐

4000個口罩給Riviera Beach消防隊，由隊

長官John Curo接受。

【人間社記者唐恬台南報導】第13

屆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幸福樂」

2020兒童巡迴美展，3月6日在佛光山

南台別院開幕，這是世界巡迴展第3

站，其中有35幅台南地區的得獎作品

參與展出；特別是幼兒組、國中組、

高年級組的佛光獎都獎落台南市，台

南市成為這次國際比賽中得獎眾多的

佼佼者。

第13屆國際佛光緣小藝術家獎延續

上一屆的「幸福樂」，讓孩童繼續以

彩筆揮灑幸福，海內外有近萬件作品

參賽，有315名得獎者脫穎而出，年

齡層涵蓋幼兒至國中，無論是到佛光

山欣賞花燈、拔河比賽的同心協力、

木棉花盛開帶來的幸福、佛像店師傅

雕刻佛像的感動等主題作品，皆傳達

孩子們眼中的美好世界、心中的幸福

與感動。

佛光緣美術館台南館館長滿舟法師

表示，讓孩子感受到幸福一直在身邊

，就是這次活動的主要精神內涵，也

可以讓大人透過孩子的畫作中，去看

到他們心中的幸福是什麼。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獲獎作品中，

看到最多的主題是「洗澡」。在洗澡

的那幾分鐘當中，孩子能感受父母完

全屬於自己，是最親近的時候，爸媽

的陪伴是孩子最幸福期待的一件事，

有父母的陪伴，讓孩子感受到家的安

全、歸屬、支持感。

台南市大灣高中15歲的佛光獎得主

許安琪作品〈佛不分國界〉，希望把

佛教「存好心」的祝福，讓全世界都

知道，所以畫地球，畫作中下方的蓮

花和手是代表純潔無瑕。

13歲的小藝術家林可惟繪畫主題是

〈愛心送暖幸福樂〉，提醒大家要時

時關懷周遭的人，分享愛就是一種幸

福。

【人間社記者夏 洛杉磯報導】國際佛

光會洛杉磯佛光青年第二分團，2月27日

舉行線上「2021年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

，逾40位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青年參與。

經過2個多月的籌備，體驗營以「花開四

季．耕耘心田」為主題，且首次採用線上

話劇表演與學員結緣。

佛光山西來寺住持慧東法師開示雲水禪

心的意義，「雲水，如天上的雲和地上的

水，是因緣聚集和合而成的，無論風從哪

個方向來或地形如何，雲和水都會隨著風

與大地而流」，生活中的因緣也是如此，

能從生活中理解因緣，以及體悟生命的智

慧，便是禪心。慧東法師希望學員通過體

驗營，能對生活開始有不同的思惟，期勉

大家放下過去的見解，聆聽內心的佛性。

體驗營首創線上話劇表演，講述佛典內

容，呈現「般若劇場」；佛青克服時差，

合力完成編劇、選角、剪輯等過程，希望

藉由輕鬆的方式，接引學員親近佛教。

主題演講「花開四季．耕耘心田」，禮

請奧斯汀香雲寺覺繼法師為學員授課，分

享在疫情之下，如何開發自己的心田。覺

繼法師指出，困難、挫折是成長的資糧，

與其排斥，不如開發內心；外在田地耕種

收成易，但內在心田是需要願意散播善美

的種子、灌溉懺悔的法水、施予肥沃的養

分，才可以啟發本身心靈的智慧。

主辦單位禮請慧軒法師教授鼓與禪，以

音樂引導學員禪修。慧軒法師表示，天鼓

是一種和諧的樂器，沒有固定的曲譜，不

管怎麼敲擊它，皆可以創造優美旋律，就

如在生活中，讓自己以和諧的方式來面對

不同的人事物。禪與鼓的課程，不僅讓人

放鬆身心，同時將義理運用在生活中，開

發創造力和保持一顆平常心。

「心靈奇旅」探索遊戲，以音樂和旁白

，引導學員靜心回憶生活點滴，希望大家

找到自己內心的寶藏。許多學員表示，參

與線上生命體驗營，獲益良多，期許可以

點亮自己的心燈，等待疫情結束，有機會

參訪西來寺。

「2021年雲水禪心生命體驗營」線上舉行

，特別安排話劇表演，接引學員親近佛教。

� 圖／洛杉磯佛光青年第二分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