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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物 贈 送 ， 歡 迎 索 取 ， 歡 迎 贊 助 

月份生日壽星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月份生日壽星

月份生日壽星06
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近 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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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

星期 時間

 

孝親報恩清明法會
生日報恩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
爸爸烹飪比賽

 

10:00am

浴佛法會
請媽媽吃素齋園遊會

 新建禪師向來不收弟子，某日一位來拜訪他的僧人好奇
的問道：「老師父年紀這麼大了，為何不收個弟子來服侍你呢
？」
新建禪師聽了，平靜的回答：
「如果有瞎眼耳聾口啞的人，就幫我找
一個來吧！」
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
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
謂之袪褪六賊。
 眼、耳、鼻、舌、身、意──這是我們接觸外境的六個
管道﹝六根﹞。在正常情況下，外界的訊息一個個接踵而來，
這六根一一識別，善盡其接收訊息的責任。然而，我們內心的
好惡卻時時在這原本自然流動的訊息網絡裡挑三揀四，遇見不
順心的就起瞋、碰到順境就貪戀不捨……。於是乎，就好像原
是平緩流動的河水，在畸石牽引下顯得破碎而醜陋；我們的心
也是如此，本是無礙順暢的訊息接收過程，卻因著好惡而變得
窒礙難行，在其間起貪起瞋。「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
香，舌不嘗味」並不意味我們須當個木頭人，而是，當這些色
、聲、香、味湧進六根的時候，就只是讓它們「如是來、如是
去」，保持自然流動狀態，那麼，我們的心將不致因好惡習氣
而受苦。

活動

 約在世紀五百年前，人類的救
主，三界的導師，大覺大聖的釋迦牟
尼佛，降誕在印度的迦毘羅衛國。
 佛陀的父親淨飯大王，是迦毘
羅衛國的國主，母親摩耶夫人，是位
賢能的王妃。
 那是在春末夏交的四月八日，
藍毘尼花園裏的太陽分外光明，百花
分外芬芳，太子就在這裏誕生。那時，天空瀉下兩
條銀鍊似的淨水，地上涌出金盆來沐浴。
 太子誕生時，即能行走七步，每一步的腳下
都有一朵蓮花，並且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
：「這是我在人間最後的受生，我是為了成就佛陀
，才出生在人間的，我要覺證宇宙人生的真理，我
要廣度救濟一切眾生。」因為這是未來偉大崇高的
佛陀，所以才能作出這種獅子吼聲。
 有一位高齡已達百歲的阿私陀仙人，為太子
占相，也毫不猶豫的說出：「若是在家，一定是統
治世間的轉輪聖王，若是出家，一定是救世覺人的
佛陀。」
 淨飯大王為剛出生的稀有的太子召集了一次
大臣和學者們的會議，商量為太子取一個吉祥的名
字，決議以悉達多為名，悉達多，那是「一切義成
」的意思。
 恭逢佛陀聖誕紀念日，普天同慶，教界舉行
浴佛，歡騰鼓舞，中華民國訂佛誕節為國定假日，
為慶祝此一佳節本寺特於五月十六日上午十時舉辦
慶祝佛誕節浴佛法會、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特
於此日舉辦各地風味小吃素食園遊會，法會活動有
佛前獻供、誦經祈福、皈依三寶、浴佛、園遊會，
各項表演、懇邀您闔府蒞臨同霑法益！

《人間萬事》唱歌
     各位讀者，大家吉祥！
     唱歌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人類與生俱來
     的天賦本能，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會
     唱歌。唱歌也代表人一生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意義以及不同的人
     生，述說如下：
     一、兒歌是嬰兒的天堂：初生的嬰兒，
在母親的兒歌聲中，他會露出滿足的微笑，或在母
親的催眠曲中，安然入睡。嬰兒不會多想其他，只

要奶餵飽了，睡在搖籃裡有歌聲為伴，那就是嬰兒
的天堂了。
二、山歌是工作的調劑：過去農業時代，一些採茶
的姑娘，一面採茶，一面唱著山歌，這就是工作的
調劑。我們也看到，農田裡插秧的農夫，一面插秧
，一面唱歌，以歌聲調劑工作的辛勞。在大陸的黃
河、長江，因為逆水行舟，必須有縴夫拉縴，工作
中他們也會大聲唱歌，不但增加力量，也會忘記辛
苦。中國的勞苦大眾，靠歌聲娛樂，靠歌聲舒解壓
力，可以讓我們了解到歌聲的重要。
三、情歌是情感的表達：在各類歌曲中，以情歌的
流行最為普遍，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歌聲就是感
情的流露。中國民間的一首「小放牛」，形容牧童
和村姑的戀情，風靡全國；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十
八相送」，至今膾炙人口。現代青年男女的同學會
、惜別會、餐敘聚會，也都會高歌一曲，可以說也
都與感情有關。因為青年時期，釋放感情，唱情歌
是他們的拿手本領。
四、悲歌是英雄的末路：儘管情歌動人，但是人生
也會有唱悲歌的時候。楚霸王項羽，在烏江與虞姬
一別，〈霸王別姬〉唱出英雄末路的悲歌。蘇東坡
的〈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
人物」，淋漓盡致的道出了壯志未酬、人生如夢的
感慨。甚至曹孟德在得意時，也會高唱「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這種英雄氣短的悲歌，在在說明了
世間的無常，人生的苦短，何其無奈！
五、輓歌是老年的終結：人生經常要為別人唱輓歌
，但總有一次，也會讓別人為自己唱誦輓歌。我們
每在告別奠禮時，聽著哀戚的輓歌響起，或是送葬
隊伍的進行曲聲聲入耳之際，總會深切體會到，人
生要把握時光，應該做的事情要及時完成，否則等
到輓歌響起，再想做什麼都來不及了。
六、佛歌是和諧的感動：佛教的音樂，稱為「梵唄
」。梵唄是用清淨的曲調來讚頌十方諸佛菩薩的功
德，它的音韻典雅、清淨、莊嚴、肅穆，能夠讓人
在寧靜安詳的梵音中，擴大自己、昇華自己。尤其
中國傳統梵唄海潮音的唱腔，蘊涵優雅莊嚴的氣氛
，有一股深切的感動力量，讓人聽聞之後，可以使
身心清淨，提升宗教情操。所以佛教的梵唄，唱出
了人生的意義，唱出了心靈的和諧，唱出了悠揚輕
快，唱出了至情至性。由於梵唄深奧，現代也有改
以歌曲方式來呈現，以期佛法大眾化，讓佛教音樂
能雅俗共賞。佛光山多年來提倡的「人間音緣」，
就是這個意義。

4月 5月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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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愛英    鄭植輝    林永富    陳文英    顏瑞豊    陳美蘭

童中梅    劉瀚升    王美芳      夏競      林淑芳    王玉愛

郭德香    林莉瑾    林本榮      鄧均      蔡素琴    黃蘇女

全錦玉    李治國      胡鴻      蘇清香    陳俊達    許俊煌

洪翊宸    陳怡良    黃柏元    楊凱旋    廖麗釵    許俊昭

胡靜波    鄭功椿    葉玉枝    李沛民    黃維德    李文惠

胡佩珊    吳榮輝    朱亞非    譚栩儀    詹斯揚    曹清艷

賴櫻丹    梁中柏    

Tod Pelly   Mariza Levario   Jenny Tran    Sage Johnson

Gloria Zawbrauo    Lee He Herline   Andrew Wu 

Christina Ma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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瀧雷門    陳敏雄    陳佐銘    賴惟悅    何立揚    李健榕

吳佳燕    謝美月    朱苑謠    蔡玉財    黃金芳    林子熙

張維廉    王和永    陳聰益    張有容    倪楚泉   黃譚玉意

曹伍梅     李卿      全錦蕙     江柏霖    鮑子潔    林桂屏 

莊恆昌  譚興寧

Raul Cantu     Bettina Heitmann     Carl Ewig    Rick Li  

周祥光    黃瑞君    方綺華    黃小珖    陳玫伶     謝地

羅偉榮    雷培義    周冠成    馮金銓      彭才    鄭文若樨

劉敏子    郭玉霞    鄭卓琳    王素楨    蘇莉淇    袁令翹

  丁佳      吳昭敏    陳柔安    董碧惠    林子熙    許桃卿

黃展興    黃裕傑    秦沛緹    黃麗紅    李銘良    林汀瀅

許雪惠    李潔玉    吳清溪    吳盛興    朱建翰   大原弘義

林佳俞    張信章    張雙星    陳楚俊    楊薰瑤   譚翁春英

黃光仁    黃裕翔    章寓棋    方吳萍    龍熙旭    陳韻如

徐桂金    何建英    李愛薇    林慧雪    吳瑞琪 

David Harrison    George W. Johnson     Robbin Ng 

Willie Harbert    Jack Miller    Lei Ying Bin     Kenneth Wade  

佛光山西方寺課程表
 

日

日

日

光明燈消災法會

生日報恩法會日

日

阿彌陀經

10:00am13

日

9:30am

慶祝佛誕節浴佛法會

1

周二 10:00-12:00 西方讀書會
週三 10:00-12:00 北郡佛光緣讀書會
 17:30-18:45 健康瑜珈
週五 19:00-21:00 經典導讀﹝西方寺﹞
   ﹝每逢雙週﹞
週六 14:30-15:30 兒童舞蹈班
   ﹝一、三、五週﹞
週日 10:00-12:00 善童學園
 14:30-15:30 英文佛學班
 15:30-16:30 英文禪修
 14:00-16:00 粵語經典導讀班

2

10:00am

6

日

9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20

日 10:00am

 10:00am

30

16

18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27   9:00am2325

眼瞎耳聾

Balboa Park社區活動3 六 9:00am

10:00am

日
聖地牙哥佛光協會

幹部講習會
2:00-4:00pm25

六-日 兒童夏令營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