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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生日壽星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月份生日壽星

月份生日壽星12
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近� 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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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時間

 

生日報恩法會
藥師法會

� 有一位吳敦夫居士，偶然間讀到唐朝鄧隱峰禪師的傳記
，其中提到隱峰禪師，竟能倒立羽化
，而且衣服還順著身體方向，沒有倒
褪。於是內心便起了疑問：「禪師倒
立而化，已經很神奇了，但是衣服為
何能順身體下垂？」
� 吳居士以這個問題問黃龍祖心
，黃龍反問：「你現在的衣服也是順
著身體垂下，你覺得奇怪嗎？」
� 吳居士回答：「不奇怪。」
� 黃龍又說：「既然不覺得奇怪，隱峰禪師倒立而化，衣
服也是順著身體下垂，又有何疑問呢。」
� � 最是平常最神奇，說出懸空人不知；
� � 好笑紛紛學道者，意中疑是又疑非。
� � � � � � � � 古德
� 初初學佛，對於修行、解脫總有一種童話式的浪漫想像
，彷彿達到某種「境界」後，所有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似的。
然而，真實的生命永遠在當下、此時此地！除非我們能夠一個
片刻接著一個片刻地品味生命，否則修行將永遠像水中撈月，
可望不可及。唐‧趙州禪師問南泉大師「如何是道？」，南泉
回以「平常心」，趙州進一步問「如何達到？」，南泉當即棒
喝：「起心思唯，即與『道』背離！」──讓我們遠離頭腦的
遊戲，活在當下吧。

活動

� 經典記載，佛陀涅槃後，有三顆佛牙舍利傳
世，其中一顆原供奉於印度。十三世紀時，回教進
入印度，佛牙舍利遂被秘密帶往西藏，供奉在薩迦
遮楚秋的「囊極拉齋寺」。�1�9�6�8年文化大革命，拉
齋寺被毀，佛牙舍利被貢噶仁波切拾獲，潛送回印
度。
� 三十年後，貢噶多傑仁波切自感年事已高，
欲將保護多年的佛牙舍利託付值得信賴之人；時值
�1�9�9�8年，佛光山開山
宗長星雲大師赴印度
傳授三壇大戒，他相
信，以大師長期推展
佛教的努力和貢獻，
必能將佛牙舍利做最
妥善的安排，於是藉此機緣，表達將佛牙舍利託付
予大師的意願。
� 同年四月，貢噶多傑仁波切捐贈，經薩迦派
的廷勤法王、寧瑪派的頂果欽哲法王、覺吉體欽仁
波切等高僧認證無疑，並由密教四大派十二位仁波
切聯名簽署下，大師率眾經由尼泊爾、泰國，將佛
牙舍利恭迎回台灣。
� 佛牙舍利駕臨台灣當日，大雨滂沱，就在抵
達台北松山火車站前時，大雨驟停，現場有萬千信
眾、弟子夾道恭迎，氣氛祥和莊嚴，而松隆路面上
竟如黃金舖地一般金光燦爛。主持現場轉播的資深
傳播人趙寧博士，不禁驚呼：「真是佛光大道。」
在海內外多家媒體實況直播下，此不可思議的殊勝
景像，透過螢光幕，舉世信眾同步親眼目睹，震撼
全球。
� 大師深感佛世難逢，佛陀舍利乃宇宙稀有之
寶，決意建塔供奉，多年來心心念念為圓滿此事而
奔走。爰於佛陀真身舍利乃全球佛教共有的珍寶，
於茲邀約台灣及世界各地近千家寺院、名剎道場、
百萬人士，共同興建「佛陀紀念館」，至今歷時十
二載。
� 佛陀紀念館占地達一百公頃，左倚靈山，右
環恆河，除面積四千坪的本館，四周有四座塔代表
四大菩薩「悲、智、願、行」、「四弘誓願」以及

八座代表「八正道」之塔，本館後方，為一○八公
尺高大佛，乃全世界最高之銅
鑄大佛。另有四十八座地宮，
珍藏人類文明演進過程的代表
性文物和各種佛教文物。完成
後，將成為一座融合古今、展
現傳統與現代、具備教化功能，也是首座以建築演
繹佛法的建築。
� 今助成此一大事因緣者，悉將寺院德號、捐
資芳名鐫刻於功德石上，與佛陀紀念館萬古長存。
願有志者，藉此良緣，共成盛事。並此厚望，曷興
乎來。

� 萬人廣修戒定慧，千家長明日月燈；
� 消災延壽常歡慶，增福進德大地春。
� 欣逢藥師如來聖誕之期，佛光山西方寺謹訂
於�2�0�1�0年�1�1月�5日至�1�1月�7日�(星期五�-日�)，啟建護
國祈安、燃燈供佛藥師法會，此次法會特別準備藥
師經手抄本，供大眾發心抄經，培養心靈專注，長
養般若智慧，法會期間將恭抄的藥師經供於佛前，
並以此功德回向世界和平，護法檀那消災增福增慧
，家庭圓滿，吉祥如意！
法會時間：
� 十一月五、六日�(週五�-六�)
� � �7�:�3�0�p�m� 延生普佛
� � � � � � 十一月六日�(週六�)至十一月七日�(週日�)
� � 每日� �6�:�3�0�a�m� 禮誦藥師經
� 十一月六日�(週六�)
� � �1�0�:�0�0�a�m� �&� �5�:�0�0�p�m� 禮誦藥師經
� � �7�:�3�0�p�m� 延生普佛
� 十一月七日�(週日�)
� � �1�0�:�0�0�a�m� �&� �1�2�:�3�0�p�m� 禮誦藥師經、
� � 上佛供、總回向
法會功德項目：
� 點燈供佛：圓滿燈、大願燈、藥師燈、琉璃
� � 燈�(隨喜功德�)
� 供齋結緣：十人齋、百人齋、隨緣隨份、十
� � 人齋以上入文疏

�1�0月 �1�1月 �1�2月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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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蓮    周菁菊    呂洪君    李國璽    簡惠薰    吳國新

固立志    林世昌    馮慧玲    李政雄    謝宜芳    王俊文

陳奕靜    陳家瑜    何邦楨    黃阿文    夏仁強   陳汪麗珠

張賀吉    林光餘    李中興    陳輝明    曾銀妹    林六妹

吳淑華    許嘉發    胡佩君    葉佐勝    潘啟文    陳秀美

彭秀琴      鄭卓      李淑女    謝孟倫    謝金壽    譚凱莉

陳昱豪    蘇麗芬    吳建華    張廣祥    吳璇璇    唐衍榕

許桂菊    韓潤豐    錢筠霓    石光明    邱宇宣    李佩芳

潘廷佳    郎恒元    游秋桂    張國慶    蘇先熙      斯文

陳品鳳    陳良圭    吳定恭    林煥嘉    吳清水      陳儉

Peter Durland    Chris Coolidge    Gary Freigo    Paul Lean

Fang-Lan Williams   Su Chen   Allen Dunn   Nguon Chau

Tran Lisa    Lam Mui Luc   Sheila Moss   Chen Shiow Meei

Anh Thuc Tran    Christina Tieu    Tony Camara   Andre Klein

George Har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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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淑清    莊翠霞    李維哲    劉達衛    馬國俊   鄭陳秀英

林世峰    吳振威    張祐榮    賴偉君      王蓉      吳瓊蓉

陳英彥    呂化陽      俞平      王家強    余建強    鄭定昌

蔡振明    林宜萱    葉治延    許瑞祥    韋梅芳    沈一海

譚瑋仁    許桃轉    何秀慧    張庭輝    董昱利   大原茂浩

楊拓翰    潘慧玲    卓秀英    林麗麗    楊坤杰    朱伯平

郭雲霞    莊雲奎    馮芝偉    陳綺玲    葉淑貞    韓志華

王海華    梁裕寧    譚樹濃    羅鳳嬌    陳祖芬  Tom Steele

Addie Steele   Sheree Lovering   Yun-Sha Chang  Hua Chuyen 

Samantha Chong   Jennifer Hsu   Nancy Davis   Juliette S. Vo 

Faeth Anderson   Nicole Anders   Guadalupe Liwanag      

劉俞均    鄧婉嫻    林世正    林素珍    朱無忌    巫麗霞     

  吳勇      蔡庭坤    胡聖彤      王蘅      王耀黎   程葉郁寧

廖泉裕    王和青    徐利祥    王可莉    鄭承文   謝武海芸

司徒光    王瓊玉    張美琪    林隆豐      霍紅      葉恩如

林五妹    葉恩欣    鄭來忠    鄭炳章    崔彩鳳   大原珠莉

謝志成    徐艷梅    譚屹芬    楊智光    曾偉金    林國棟

張淑卿    劉淑華    蔡春好    蔡紹興    賴宗毅    歐德明

黃愛蓮    Courtney Jones   Holly Sandy   Mei Fong Trainham   

Irene Cheng    Jonathan Lee   Amanda Cross   Dennis Cheng    

Michael Allen   Jonathan Yeng   Gwendol Yn Harbert   Ted Lin

Wayne Day  Marion Brandt   Donarld Pember   Ray Lovering   

佛光山西方寺課程表

 
五�-日

阿彌陀經

光明燈消災法會日

六�-日

光明燈圓燈法會

10:00am

12

日

千家寺院．百萬人士，共建佛陀紀念館

1

周二� �1�0�:�0�0�-�1�2�:�0�0� 西方讀書會
週三� �1�0�:�0�0�-�1�2�:�0�0� 北郡佛光緣讀書會
� �1�7�:�3�0�-�1�8�:�4�5� 健康瑜珈
週五� �1�9�:�0�0�-�2�1�:�0�0� 經典導讀
� � � ﹝西方寺每逢雙週﹞
週六� �1�4�:�3�0�-�1�5�:�3�0� 兒童舞蹈班
� � � ﹝一、三、五週﹞
週日� �1�0�:�0�0�-�1�2�:�0�0� 善童學園
� �1�3�:�3�0�-�1�5�:�0�0� 男童佛教武術班
� �1�3�:�3�0�-�1�4�:�3�0� 成人中文班
� �1�4�:�3�0�-�1�5�:�3�0� 英文佛學班
� �1�5�:�3�0�-�1�6�:�3�0� 英文禪修
� �1�4�:�0�0�-�1�6�:�0�0� 粵語經典導讀班

5

日

威德福海佛學講座
人間佛教的戒定慧

日 10:00am

 10:00am

31

2117

18-19

奇中奇

生日報恩法會3 日 9:30am

26

佛光山西方寺藥師法會

人間音緣歌唱比賽日5  3:00pm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9:00am日

10:00am

彌陀法會

 10:00am

14

2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