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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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佛 光 山 西 方 寺 近 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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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親報恩
梁皇寶懺法會

禪淨共修10:00am

 崇信禪師出家後，隨侍於道悟和尚座下。
 某日，崇信對道悟和尚說：「我自
從跟隨師父出家以來，從來沒有聽到您給
我指示禪法心要？」
 道悟回答說：「自從你來到這裡，
我隨時都在為你指示心要啊！」
 崇信聽了，感覺很詫異，便問道：
「師父何時指示過我？」
 道悟說：「你送茶來，我接受了。你拿飯來，我也吃了
。你頂禮時，我便點頭。什麼地方沒有指示心要啊？」
 崇信，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低頭想了很久。
道悟便說：「若能見道，直下便見，若用腦袋思考，就會出現
偏差。」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
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
         --馬祖道一禪師
 人類物質文明的建構，強調「工具理性」，訴諸量化、
物化，影響所及，使得人們的心靈愈益遲鈍，不再能感知生命
的整體之美。吾人身心本與大地渾然天成，但頭腦總習於機巧
、造作，長此以往，遂和整體、真實、融豁的生命底蘊──『
道』，漸行漸遠，終致喪卻本源，不復自在。然而，真正的問
題不在於物質文明，而在我們的「心」！所有物質、器械最後
總須復歸自然，但我們冥頑不靈的心卻往往在習氣造作的無明
輪迴裡載浮載沉，不得解脫。因此，放下不必要的算計、機巧
，寬坦無為，才能與道相應啊。

活動

 梁皇懺法﹝即慈悲道場懺法﹞為寶誌禪師與
高僧等十人所集。肇始於梁武帝，故俗稱梁皇寶懺
。武帝篤信佛教，建寺設法會，一生精研佛教教理
，固持戒律，所以有「皇帝菩薩」之稱。武帝之原
配郗夫人妒忌側室，動心發口有如毒蛇，三十歲時
，忽然夭亡。夫人生前心懷瞋毒，致死後墮變蟒蛇
。然而，郗氏靈性不昧，知其業因，至帝登基之次
年，一晚現形宮中。夫人向帝解釋為何得蟒蛇之身
，並訴其苦狀及所作諸惡業，
求帝救拔離苦。武帝遂請寶誌
禪師等，依經律懺罪要義，製
懺文十卷，為夫人懺悔。法會
方畢，忽見一人，娥冠赤服，
對帝謝曰：「我蒙佛力，得脫
蟒蛇之身，生往忉利天，故來謝禮」，言訖不見。
由此可見，懺悔功德不可思議。
 梁皇懺為佛教中懺悔滅罪之懺王，亦是經懺
中生亡兩利之寶典。如懺文所載：「以此消災，災
消吉至，因茲滅罪，罪滅福生，真救病之良藥，乃
破暗之明燈，恩沾九有，德被四方。」茲將法會功
德項目列錄於后：
 會  主：全家入疏〈消災、超薦〉
 壇  主：全家入疏〈消災、超薦〉
 副壇主：全家入疏〈消災、超薦〉
 發起人：一人入疏〈消災、超薦〉
 消災祿位/超薦先亡：隨喜功德
 供    齋/結    緣：隨喜功德
 本寺為發揚孝親報恩之美德，謹定於2010年8
月8日至8月15日啟建「孝親報恩梁皇寶懺法會」，以
此功德迴向眾善信徒增福增慧、平安吉祥，並以此
功德迴向社會安和樂利。

     各位讀者，大家吉祥！
         電話裡，聽到傳來朋友久違的聲音
     ，我們會說：「想念得很！」收到遠方
     親戚寄來的特產，我們也會專函致上「
     無限感謝」。感謝、想念，這是人與人
     之間最美好的互動。假如每天都能收到
     「想念得很」的電話，每天都能收到「
無限感謝」的信箋，我們每天都會過得無比快樂。
 別人對我們的感謝、想念，我們也要對別人
感謝、想念。我們要感念什麼呢？

一、感念別人的善美：同事說話這麼有禮貌，朋友
    寫信如此情真意切，真是善美。我們感念對方
    的說話、書信，尤其感念他們為人的慈悲、和
    善、勤勞、寬宏等。甚至不只感念，還要記住
    他們的美德，隨時隨口都可以說出對方的十件
    好事。平時能經常記住別人的優點，別人的善
    美，在吾人的心地上、觀念裡，必然也能不斷
    昇華。
二、感念別人的誇讚：我們與人交往，有時候對方
    誇讚我們憂時憂事、愛家愛國，誇獎我們聰明
    能幹、熱心公益。我們對別人的讚歎，也不要
    自我陶醉，因為即使別人是真心的讚美，我們
    仍應該謙卑、虛心、慚愧，要懂得更加低調，
    更加發心，來為社會做更多服務，為人群做更
    大奉獻。
三、感念別人的情義：人是感情的動物，父母兄弟
    有親情，朋友同事有友情，夫妻之間有愛情。
    人要懂得感念別人的情義，例如朋友說過我的
    好話，同事為我做過好事，我固然要感念；有
    時候別人對社會的貢獻，對大眾的義舉，也要
    衷心感念。感念別人的情義，自己必然也是一
    個有情有義的人。最怕的是，別人的情義，我
    一點也不記得，只記得別人的過失，這裡不對
    ，那裡不好。別人縱有過失，應該要知道：人
    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能用寬恕、厚道的心
    懷，原諒別人的過失，感念別人的有情有義，
    如此自己也會跟著成為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四、感念別人的德行：佛教要人念佛，念佛可以成
    佛；感念別人的有道有德，也會增加自己的道
    德觀念。假如對方實在不是一個真正有道有德
    之人，我們也要存有善念，凡事朝好處想，說
    好話、存好心。只要能對人如此感念，縱使對
    方有諸多的不是，但是我們已經自我健全了。
五、感念別人的恩惠：人類有個劣根性，就是念仇
    不念恩，總是計較別人的缺失，不去欣賞他人
    的優點。念仇不念恩的人，經常一再把仇恨提
    出來訴說，把別人的恩惠拋諸腦後，這就是自
    己修養上的缺陷，不能不加以改正。古人說：
   「滴水之恩，湧泉以報」，感念別人的恩情，
    心思報答，自己就是一個富有的人。因為人能
    擁有，才肯報恩；如果貧窮，只會貪得無厭，
    還談什麼報恩呢？
 感念是惠而不費的好習慣，能建立感念的好
習慣，就是富貴而又高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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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楊柱    鄭惠仁    王星星    洪敏修    顏意婕    李季頻

黎健輝    陳財基    朱嘉禎    李明靜    王美娥    郭建宏

林務旋    劉美玉    林月英    林昱辰    簡秀華    何慧珠

林潔儀    林隆福    周冠生    林隆成    胡國炳    楊倩倩

葉慕蘭    周照桂    白麗虹    朱永宏    林宗群    陳俊寶

蘇麗珠      唐揚      韋慧齡    林勤經    黃英豪    林凡鈴

徐漢鐘    黃復興    錢昭榮    許俊煌    吳玲琪    續易行

蔡路凱    黃嘉明    郎龍龍    陳兆洪    龍熙平    廖華玲

姚婉平      胡荷      葉松翠    陳鳳嬌    劉惠玲    陳碧雲

梁石獅     Justin Li     祥 Coolidge     Thanh Nguyen Kim

Claudia R. Alvarez    Patrica Harman Mills    Lilliawe Biolley

Ron Deming   John Bennett   Katic Woodard   James Slo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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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細女    周祥根    鄭國華    李家綺    方麗娜   全林翠芳

黃美珍    黃聖淵    吳肇栩    朱美嵐    余詩吟    李重輝

蔡佩書    朱雲澤    王靜秋    陳朝海    方藹美    卓玉霞

葉治江    張良治    林宣昭    王玉愛    劉紹平    胡映瑜

馬燕姍    白志雄    馬美娟    陳國泉      陳瑩      韓志榮

林美香    蔡孟軒    林佳琪    呂白雪    黃韻樺    高如峰

袁卓豪    林鈺庭    吳綺婷    陳美雪      劉柳     葉楊淑珍

郭氏梅    陳遠裕    何思穎    陳炤瑜    陳國樑    鄭惠婷

徐自健    黃惠湘    徐珮瑜    李惠貞    方勇升   廖陳寶貴

龍熙皓    廖為誠    李佩恩    吳宗勳    高麗麗    陳瑞貞

林安祿    吳麗如    陳麗珠    黎煥強    李明賢    吳瑞智

Frederick 錢  Charles A. Johnson  Trecia Lovering  Minh Ton

Phung Tieu   Chin Yeh Chapman   Asad Dehgham   Karen Lau  

Geoffery Johnson   Pearl H.Lee   Josh Mongeau  Burke Bonnie

李美嬅    蔣嘉華    楊錦恒    藍石嶙    郭韋廷    朱遠寬

程龍光    李凰仙      呂妙      張祖華    廖朝平   許吳善花

夏子強    謝鴻志    韓寶清    王國耀    蕭杏光    余人順

王麗燕      梁明      全錦美    許潤龍    陳雪嬌    顧家瑜

張月玲    李元明    林根枝    歐陽平    沈蘇珊   大原吉惠

周玉燕    林鈺翔    楊卓緯      廖得      黃蕙菁   譚葉愛雪

葉欣惠    鮑湘婕    秦定紳    方俊雄    簡炎光     陳超子

蔡文娟    楊開越    黃昱齡    簡肇良    吳侑璇     龔沃華

李美瑩   Da-Thao Beckee   Robert Simpson   Adrienne Moore

Alida Cervantes   Steven Huang   Alan H. Lee   Rob Healey

Jimmy Pember   Gregory Pitzen

佛光山西方寺課程表

 

日-日

日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

光明燈消災法會日

日

英文一日禪

9:00am

12

六

孝親報恩梁皇寶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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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pm

日

19

禪淨共修

26

日 10:00am

 10:00am

29

2225

22

禪法心要

生日報恩法會4 日 9:30am

31

《人間萬事》感念

禪淨共修日5  10:00am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
生日報恩法會

9:00am日

9:30am

※周五經典導讀8月與9月暫時停課

社區活動
清掃Balboa Park

六10

社會福利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