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8

0122010.01 季刊聖地牙哥 笫012期
Buddha’s Light Newsletter of San Diego

佛 光 世 紀

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

BLIA San Diego
4536 Park Blvd.,
San Diego CA. 92116

To:

Address service requested

Buddha’s Light Newsletter of San Diego
4536 Park Blvd., San Diego, Ca. 92116    Tel: (619) 298-2800     Fax: (619) 298-4205    www.ibps.org/sdba  

012季刊聖地牙哥 笫0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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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近 期 活 動

01

2010.01

星期 時間

 

2009年
光明燈圓燈法會

生日報恩法會
除舊迎新聯歡會

 

  8:30pm
11:00pm

10:00am
  2:00pm

2010年
光明燈上燈法會

〈上接第3頁〉
免捐贈稅，「佛光山南華寺」由此取代「南非佛教協會IBASA」
寺廟運作；中天寺及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分別獲得洛根市政
府多元文化團體獎及洛根市教育獎……。
 四月，南屏別院落成啟用，奧地利維
也納佛光山道場舉行安基典禮；十月，墨爾
本博士山佛光緣舉行安基典禮；芝加哥禪淨
中心、西班牙佛光山道場也相繼落成啟用。
一年殘冬一年春，冬天過去，春暖花開，「
人間福報」即將屆滿十周年，在新的一年，
我也將持續以「一筆字」與有緣人共勉，而
「百萬心經入法身」活動，仍然熱烈進行著
……。總之，法輪常轉是佛弟子夙夜匪懈的
使命。由於二○一○年歲次屬「虎」，我為
檀施寫下「威德福海」春聯，祈願人間祥和
如沐慈光福海之中；眾生和諧共存，彼此互
惠，盡未來際。祝福大家！      

     合十
     二○一○年元月一日

活動

各位佛光人、護法信徒、
朋友們：大家吉祥！
 新的一年即將到來，感謝大家
的護持，成就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
會與佛光山西方寺能在眾緣合和之下
，做更多為大眾服務的事情，舉凡美
化人生講座、健康講座、生活講座、
佛學講座、讀書會、青少年活動、長者松鶴營、會
員聯誼活動、家庭普照、佛化婚禮、慈善賑災、友
愛關懷、佛誕節慶祝活動---等等。所辦的各種活動
，都希望能成就大眾得度學佛的因緣，希望能夠增
進家庭幸福美滿。
 大師開示我們以「人間佛教」是「家庭和順
、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四點，勉勵大
家要肩負起接引青年、護持佛法、淨化世界和廣度
眾生的使命，發揚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
的、歡喜的、快樂的、安全的，能夠增加人類幸福
的「人間佛教」，讓普世人類也可以來共同分享。
 在新的一年，雖然卸下聖地牙哥會長的身分
，但是西方寺還是會繼續與聖地牙哥協會配合、協
助辦理各項活動，讓所有佛光人都能從各種法會活
動之中，有不同的學習，廣結善緣。祈願我們每一
個家庭生活美滿、眷屬和諧，事業順利、身心健康
；祈願在個人修持方面，能福慧雙修、道業增長，
祈願佛教興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
敬祝大家新的一年諸願成就、威德福海！                                                                       
         依宣合十 2009/12

大師致護法朋友的一封信
  各位護法、朋友們，大家吉祥！
      時光荏苒，又是臘盡春回時，祈
  祝檀那信施新春平安！
      在時光的煙雲中，人間萬象永遠
  都是悲喜交疊。和往年一樣，二○○
  九年我依然沒有停下雲水的腳步，學
  習佛陀行化人間的精神。所不同的是
  ，為佛教大事也，無暇顧及色身，雖
然視力大幅衰退，我總想著不能辜負信施的發心護
持，而更加緊弘法的腳步，卻因此覺得心眼愈加明
亮，這也算是另一種收穫了。
 檢視二○○九年，有令人振奮的一頁歷史，
也有教人悲慟的人間一面；八月八日，莫拉克颱風
毫不留情地肆虐，台灣發生了五十年來最慘重的風
災，僅僅三天時間，就使得南台灣數十個鄉鎮陷入

水災的困境，千百戶人家骨肉失散、家園傾毁，「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世人何忍哉？
 我在國外獲悉消息，心知救災不能等，即刻
打電話回佛光山，指示成立佛光山救災中心，全球
道場同步設立超薦及消災牌位，並在第一時間捐出
一千萬元給內政部，做為賑災專款使用。其後中華
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和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分別捐款人
民幣五百萬元，指定由我代為轉交內政部。
 我人雖不在台灣，但心繫災民，一時也無法
安心作息，乃撰寫「為莫拉克颱風水災災情祈願文
」以為祝禱。佛光山福慧家園及旗山禪淨中心，在
高雄縣政府的屬意下，設立了讓災民備感溫馨的安
置所。此外，普門中學提供大樓校舍讓那瑪夏鄉的
學生能順利開學；南華大學招募學生擔任義工，前
往災區協助整理校園；佛光山各別分院號召所有信
眾，無論是提供便當、物資、人力、捐血、醫療、
心靈輔導等等，無不是秉持「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的同理心，如同在幫助父母手足一樣，不計付出
地去做。
 我常說，只要事情能圓滿，成功不必在我！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做為佛光山護法、佛光會會員
的大家，在這次的救災中都做到了。八月三十日，
高雄縣政府舉行一場「八八水災高雄縣各大宗教聯
合祈福祝禱大會」，單國璽樞機主教、各宗教人士
，和朝野兩黨的指導長官，以及參與其中的佛光會
員們，萬人雲集鳯山衛武營，以各自的宗教信仰虔
心為災民默哀、祝禱。一場大會，宗教慈心憫眾與
和諧精神顯露無遺，讓世人矚目。
 陽春三月，另一個令世界擊節讚賞的宗教盛
會──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由中國佛教協會、中
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國際佛光會、香港佛教聯合
會共同主辦，於江蘇無錫開幕、在台北閉幕。計有
漢傳、南傳、藏傳等六十個國家，上千位佛教領袖
、學者與大德居士參加。五天的會議，以「和諧世
界，眾緣和合」為主的十六個議題，分別在無錫靈
山與台灣各寺院道場進行分組研討。
 主辦者之一的國際佛光會，在這次活動中，
負責台灣的主要行政規劃，發揮了純熟的活動能力
，讓來台的七百多位貴賓，對台灣佛教高水準的軟
實力刮目相看。我在機場迎接大家到台灣進行後半
我在機場迎接大家到台灣進行後半場論壇，與每位
貴賓一一握手當中，感受每個人臉上溢於言表的欣
喜之情，我知道：這次論壇的成功，在相互「尊重
」、「對等」的原則下，不只創下兩岸宗教首次直
航包機的歷史，更是推進了兩岸與世界和平的腳程
。      〈下轉第2頁〉

1月 2月 3月

1

11:00am
  7:30pm

10

周美英    顏宏洋    陳佩霓    梁潤聘    陳秋秀   劉莊中瑛

胡梵        謝長澄    何慧宜    張維德    張基祥    侯加盛

顏淑媛    李文德    鄭來光    黃秀瓊    蔡雪鈺    周美玲

馮凱欣    劉瓊蓮    鄭愛群    陶潔        陳瑞鵬    王錦波

陳馥笙    陳炳文    徐艷梅    謝孟庭    徐愷浡    陳俊安

姚文森    李政賢    陳鳳桂    馮詠芬    陳慶道    秦泳淇

鮑廣斌    周淑美    鄭卓安    鄭天國    秦采晴    龍熙航

溫陽        蘇偉民    吳楊蚐    歐陽秋月    宋立英

Robert Schauble   William Tsueng    Jeremy Bach    Ninh Dao

Joe Cross     Alexander Avis     Vivienne Wu      Kevin Wang

Linda Lee      William H. Lee      Joann Pember       Scott Lin

02
李震台    傅淑貞    祝佳年    譚碧霞    黃良驊    胡林卻

胡觀輝    劉家麟    劉潔穎    陳元和    陳元祥    曾昭中

許瑞蘭      田豐      李炳志    林靜如      俞源      詹家良

馬清鸝    周世聖    林麗玉    廖慧珍    沈東華   大原慧子

朱祝平    蔡炳松    劉美惠    劉錦英    袁炳坤    蔡英樑

李經華    黃姿端    李小亮    鮑怡碩    唐修敏    李亦珍

郎寶寶    方崇光    廖玉蓁    梁仍利    鄧寶珠   林謝依賢

范正    James Comeau      Marco Moreno      Boris Ahumada

Kenneth Bach      Rob Jordan       George Tosio Johnson

Marie Wierzbic     Sheehuat Chow     

劉炎明    黃碧珠    許曉妮    謝國基    許振雄    許依蓮

王永鍵    鄧國昇    趙質熙    許富富    許興興   林陳淑怡

王麗琳    黃雅莉      王琳      喬愛仙    黃文義   羅曾秀蘭

白美玲    Claudia Lean    Anna A. Johnson    Krissy Lovering

Richard K. Chapman     Eric Mcdaniels      Tonya Warren  

Sarah  Bouscaren    Anh Trang     Levar Johnson    John Toth

Teresa Shum

佛光山西方寺課程表
 

日
上供

禮拜千佛

五

日

生日報恩法會

念佛二永日
生日報恩

六-日

日

除夕延生普佛
年初一燒頭香

10:00am

14

六

10:00am

歡喜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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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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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00am

7 日

2-3

13

光明燈消災法會14 日 10:00am

 6:30am

阿彌陀經21 日 10:00am2117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28 日   9:00am2824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佛光青年團成立大會
日

10:00am
11:30am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