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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燈法會� � � � � � 1.9.11
正逢�2�0�1�1年度第一次的上燈法會亦是佛陀成道日，住
持依宣法師帶領大家於佛前祈福祝禱，並讓與會者每

人各持燈燭一盞，於法會進行
中獻燈，計有�2�0�0多名參加法
會。住持依宣法師於開示中，
祈望大家能夠走向光明的前途
，在人生道路上不再遇到苦難
災害，也祈願大家能夠點亮心
靈的光明燈，點亮真理的光明

燈，燈燈相傳，希望每個人都有光明燦爛的未來。

會員大會� � � � � � 1.16.11
西方寺暨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於�1月�1�6日，於當
地金城餐廳召開第�1�9屆會員大會，共計有會員及貴賓
等�2�0�0多人出席。會中除了�2�0�1�0年會務報告、各分會
活動報告、新進會員的介紹、財務報告，新舊分會長
交接與授旗之外，還頒發�4位新任分會長證書，以及
�1�2位優秀會員獎狀，並宣讀大
會重要決議案。會長李治國致
詞對各種活動舉辦的順利及備
受肯定，特別感謝會員們的努
力與付出，期盼今年再接再勵
。佛光會指導法師依宣法師祝
福與會大眾吉祥如意，也再次
闡揚�2�0�1�0年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的主題「環保與心保」
的要義，在生活上應做到輕聲、軟語、整潔、禁菸、
禮讓、和諧、守法、守紀、節儉、踏實。

英文一日弘法� � � � � 1.21.11
妙藏法師於一月廿一日應邀前往Encinitas市Oak Crest 
Middle School，為該校七年級學生的宗教課程演講。
共有四百多位學生參加。妙藏
法師以電腦簡報圖片準備豐富
的課程，內容包含佛陀的生平
、佛教的歷史、佛教的宗派、
四聖諦、法會及日常的修行、
佛教如何影響亞洲人的文化、
歐美人士與亞洲人士對禪坐及
打坐技巧的不同看法。法師特別以食、衣、住、行，
日常生活中生動活潑的例子解說佛法，指導簡易禪修
，勸導孩子每日練習靜坐三分鐘，沉澱躁動不安的心
靈。對法師提出各種問題，青少年踴躍發表個人的見
解，課程生動有趣。法師並贈送四冊基本英文佛學套
書兩套予該校圖書館及社會科學教學組供學生借閱。

麥當勞之家� � � � � 1.28.11
佛光山西方寺暨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在住持依
宣法師、李治國會長的帶領下，特於�1月�2�8日來到聖
地牙哥兒童醫院麥當勞之家，以實踐佛光山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暨三好四給的精神，關
懷社會，為患有癌症的病童與其
家人，備辦晚餐聯歡會，期盼新
春的喜氣能帶給大家平安吉祥�!為
了讓大家共同感受中國年節溫馨
團圓的歡樂氣息，由佛光青年團

主辦，許雪惠分會長規劃精彩表演節目，節目包括西
方寺醒獅團表演祥獅獻瑞、財神賀歲、少年功夫團表

演中國功夫、兒童舞蹈團表演新疆民族
舞等，個個精彩，共兩百多人齊聚一堂
歡樂融融。

新春聯歡� � � � 1.30.11
佛光山聖地牙哥西方寺與國際佛光會聖
地牙哥協會於一月三十日下午舉辦一年一度的新春聯
歡活動，共計�2�0�0多人參與，邀請海外的遊子們同聚

一堂同慶中國的農曆新年。住持
依宣法師講述了今年新春賀辭「
巧智慧心」的意義。共計十個多
元化的節目，包括功夫，獨唱，
搖滾樂演奏，
國樂演奏，相

聲，舞蹈，青少年三好運動手語
等。由廖珮君女士及其女兒劉潔
潁搭檔擔任主持人，母女以一身
喜氣洋洋紅色的套裝亮眼全場。
這場活動不僅僅是慶祝新年，更是一場文化的饗宴，
中國人文化與歷史的深度也得到了體現。

禮拜千佛� � � � � � 2.3.11
大年初一許多佛光會員、信徒、各國中外人士等，一
大早就到西方寺佛殿上香禮佛，寺院準備香、花、燈
、塗、茶、果、珠寶等十多種供養品，展現十全十美
，同時也裝飾設置有大顆祈願樹，供大家在新的一年

，能為自己與家人祈願祝禱。
住持依宣法師以三好等特色，
向大家傳達大師人間佛教的理
念及實踐方法，並鼓勵大家要
莊嚴自己內在的財富，期許在
新的一年，大家能從自我反省
、修正檢討中，讓自己身心更

健康，生命更亮麗燦爛。今日從一大早到晚上法會結
束，計有�8�0�0多人蒞臨道塲，接受佛陀智慧慈悲的護
佑加持。

心定和尚講演� � � � � 2.4.11
大年初二心定和尚接受聖地牙哥佛光協會的邀約做了
一場開春的佛學講座，為大家講演修行禪定的功德，

更是增添過年的節慶喜氣。儘管
室外天氣猶如歲末寒冬一樣，西
方寺大殿中齊聚了�1�2�0多人在此
聆聽這位幽默風趣法師的演講。
心定和尚說：福報與智慧是人人
都想要的，平常大家做義工為大

眾服務是修福報，但禪定是能幫助我們了生脫死能得
智慧的。法師陸續講演修行禪定的功德和方法，並一
一介紹修行禪定的次第和境界。除了身心輕安、殊勝
見解、能得無漏功德等等之外，
法師還幽默的譬喩由於進步的科
技，讓現代人猶如得了天眼通一
樣。但心定法師強調得神通不是
最終目的，能夠消除內心的妄念
，體驗空的境界，能明心見性才
是最大的功用。最後法師祝福大家，努力修行然後開
悟證果，同登彼岸進入湼槃；同時與會大眾也鼓掌歡
送並感謝心定和尚精彩的講演。

從災難中學習
� 幾天來，全世界都關注著日本地震和海嘯的
重大事件，從發生事情開始，新聞從早到晚重複播
放各地的災情；然而，當台灣媒體不斷的用恐慌的
語言、標題來回應這場天災時，我在網路上，卻透
過日本友人傳回來的訊息，真實的感受到日本面對
天災時的應變措施。
� 舉例來說吧！當所有人面臨地震威脅，全都
充滿恐懼、人心惶惶之時，日本各地的廣播不斷以
「冷靜行動，加油！」的口號來鼓勵大家；而電視
主播、記者在報導各地災情時，也都以平靜的口吻
來傳遞真實訊息，不多加渲染或悲情的內容；政府
、民間機構也立即應變，提供救災、收容、通訊等
服務。
� 此外，當全東京電話都斷線，只剩網路時，
所有人都走路回家。走累了，就到學校、超市等避
難中心休息；渴了，路邊就有販賣機或便利商店提
供免費飲水；日本的�7�-�1�1和全家也在第一時間宣布
免費提供食物。所有需要的人都遵守秩序，安靜的
在商店門外排隊進入。最難能可貴的是，當地震發
生時，避震廣場上沒人抽菸，服務人員和男人忙著
提供各種婦幼協助，等到危險解除，所有人散去，
地上也沒有一點垃圾。
� 沒多久，台灣又充斥著核電廠爆炸的新聞，
但日本媒體和首相本人，其實在第一時間就提供給
人民正確的訊息……當我在網路上看到這些非災難
，而是日方媒體所拍攝到的照片、訊息時，真的能
感受到日本人高度的民族意識與道德觀念。
� 一位朋友告訴我，地震發生當晚，他和兒子
吃完晚飯，就坐在電視機前關注最新消息；才不過
一個小時，他就發現台灣的新聞媒體如出一轍，都
是聳動的標題，同樣的幾個畫面，而且，最後都以
目前死傷人數作為結尾。他的兒子一邊聽著地震、
海嘯、死亡人數等字眼；一邊觀看滿目瘡痍、火災
肆虐的畫面，還不時的問媽媽發生了什麼事情？這
讓他非常難受。
� 因此，朋友上網搜尋了一些最新的訊息與照
片，透過一張一張的照片，他終於可以比較完整的
告訴孩子，日本現在正遭遇什麼樣的天災，而他們
又是如何處變不驚的面對災難。他也趁機告訴孩子
，日本從幼稚園開始就不斷的進行地震防災演習，
危險來臨的時候，就立刻把坐墊放在頭上當安全帽
，迅速的躲到桌下，等到地震停止了再趕快離開，
到空地避難。
� 朋友說：「兒子專心的從照片裡看到各種災
難，雖然還無法感同身受，可是至少他看到了東京
的日本人在遇到災難時，仍排隊打電話、領取食物
、互相幫助，以及安靜的坐在避震廣場等待危機解
除的景象。」
� 我想，面對未知的環境變遷，正確的防災觀
念，也的確是下一代孩子必備的知識。孩子或許仍

舊無法了解天災的恐怖，但是透過媽
媽的解說，他至少能清楚的了解到，
當危險來臨的時候，如果能冷靜、理
智的應對，就能降低更多的傷亡與災
害。

戒菸好處多� 藥效不打折
� 最近氣候異常變化大，醫療院所呼吸道、心
血管疾病患者增多，服藥的病患也增加。對癮君子
來說，天氣一冷來根菸，一來可去除寒意，二來可

解菸癮。如果併發上述症狀時要
特別當心，因為香菸中的成分會
與藥品產生交互作用，致使藥效
可能降低，也可能促使藥品在體
內的血中濃度增加，間接的副作

用相繼產生，不得不小心。
� 抽菸對人體器官均會產生損害，香菸已成為
繼高血壓之後的第二號隱形殺手。據世界衛生組織
統計，全球目前抽菸人口約十三億，每年有五百萬
人死於與吸菸有關的疾病。
� 近來，常有患者因服用慢性病藥品，頻頻向
醫師反映藥效不佳、無效，更甚者要求換藥，究其
原因是患者有抽菸的習慣。醫師建議戒菸或少抽菸
但仍無法克制抽了起來，致使藥效未達到預期的效
果。
� 在此，建議癮君子，如有服用藥物請務必告
知，讓醫師協助轉介戒菸門診，及藥物用量上的調
整與規畫，盡可能戒菸或減菸，如果不方便，也可
以就近到社區的藥局求助藥師轉介或諮詢。
� 另外，家中若有癮君子，病人也有拒吸二手
菸的權利，避免影響身體健康與服藥之藥效。
� 吸菸容易上癮，與吸二手菸都會導致「死亡
、疾病和喪失機能」，提醒呼吸道疾病、慢性病患
者及有菸害纏身者，應有所警惕，只要有心戒菸，
一定會成功。

材料：
小顆南瓜半顆、木耳�2朵、
小黃瓜�1小條、金針菇�1小把
調味料：
黑龍白蔭油�2�0�m�l�.、香油�1小匙
作法：
�1�.南瓜削皮去子後切絲、金針菇去蒂切段，小黃瓜
� � 與木耳皆切絲備用。
�2�.將南瓜、金針菇、小黃瓜、木耳汆燙後立即撈起
� � ，瀝乾水分。
�3�.再以冷開水將汆燙過的材料浸涼並瀝乾，拌入所
� � 有調味料，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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