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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灑淨� � � � � 1.13.12
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第四分會會長許雪惠師姐於今日
邀請西方寺法師及佛光會師兄師姐
們，蒞臨女兒侑璇新居歡喜同慶，
灑淨祝福。新居位於聖地牙哥市� 
�U�n�i�v�e�r�s�i�t�y� �H�e�i�g�h�t，佈置典雅且
具現代感。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
妙轉法師、滿願法師帶領大家誦經祈福祝禱宅第平安
，龍天護佑，闔家福慧增長。

藝術中心舞蹈表演� � � � 1.15.12
�1月�1�5日晚上七點第七屆加州國際音樂藝術節於聖地
牙哥地區伯威市�(�P�o�w�a�y�)市立藝術表演中心熱烈展開

。西方寺青少年舞蹈演出精彩獲得
如雷掌聲。住持依宣法師、妙轉法
師率佛光會員蒞臨觀賞。表演配合
亮麗之清朝古典妝扮、一致有神的
動作及歡欣愉悅之表情，為中國傳

統文化在西方社會寫下另人印象深刻篇章。

兒童醫院麥當勞之家� � 1.20.12
佛光山西方寺住持依宣法師率同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
協會會長李治國及第三、四、五分會會長、副會長、
佛光青年、香積菩薩們，於�1月�2�0日中國新年前，至
聖地牙哥兒童醫院麥當勞之家，為患有癌症之病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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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醫院麥當勞之
家總務長�S�a�n�d�y� �C�a�m�a�r�i�l�l�o特別親
臨致意，感謝我們提供豐富的晚
餐及精彩的節目，讓病童與其家
屬能感受到溫暖與歡樂。

除夕圍爐� � 1.22.12
新年大除夕適逢星期日，上午金剛寶懺法會之後，下
午依宣法師帶領金剛師兄與香積師姐為除夕晚上圍爐
及延生普佛而佈置。傍晚陸陸續續每個家庭端來拿手
好菜，大眾與法師們共享年
夜圍爐吃團圓飯。晚上八時
延生普佛並誦讀大師除夕祈
願文為往年惡習懺悔並發願
善心萌芽。依宣法師以春聯
常見”積善之家有餘慶”期
勉大眾行三好。十一時燒頭香，來來往往的信徒紛紛
獻上各種香花果供養，感恩諸佛龍天護祐一切順利平
安。佛光會特別禮請三寶文化舞獅團舞龍舞獅，盛況
空前，人天歡喜。

電視台錄影慶新年� 1.23.12
大年初一，福斯�(�F�O�X�)電視台為報導華人慶祝農曆新

年，西方寺舞蹈團及西方寺護
法金剛� �F�r�a�n�k� �D�u� 所領導訓練
的舞獅團三寶文化藝術團受邀
為今日早晨新聞特報錄影表演
。七點鐘準時抵達錄影地點�-華
人中心歷史博物館，依宣法師

也親臨現場。當鳳陽花鼓輕快的音樂響
起，主播記者讚不絕口特別訪問臉上一
直帶著歡喜笑容的葉欣如� �S�t�e�p�h�a�n�i�e� 
�Y�e�h� 小菩薩。接著由勤練武功身手矯健
的青少年團義工發安� �(�A�l�i� �V�i�e�t�t�r�y�)� 
表演詠春扇拳配合舞獅團。

越南寺院參訪西方寺� � �  1.28.12
下午來自� �S�a�n�t�a� �A�n�a� 般若寺由� �T�r�i�c�h� �C�h�n�o� �H�o�a� 法師
帶領�4�7位信眾前來西方寺禮佛。西方寺法師及國際佛

光會會長、副會長及十多位會員
配合�U�C�S�D學生組成的舞獅團列隊
歡迎。首先由越南�T�r�i�c�h法師上香
並帶領信眾
佛前祝禱祈

福，妙轉法師代表致歡迎詞。接
著來自�S�a�n� �G�a�b�r�i�e�l� 妙法寺約
�4�0�0人，由圓成法師帶領前來禮
佛供養三寶，並致詞祝禱。妙轉法師代表住持依宣法
師呈送星雲大師著作書籍及龍天護佑春聯、紅包袋與
大眾結緣。

華人新年園遊會� � �  1.29.12
�1月�2�8�/�2�9日聖地牙哥華人中心舉辦第�3�0屆中國新年美
食文化節。園遊會位於市中心華人歷史博物館附近街
區，有五十多個美食及民俗攤位，精彩節目編排得非
常緊湊。佛光會長李治國帶領秘書長林勤經、洪美珠
等會員蒞臨參與。西方寺護法金剛� �F�r�a�n�k� �D�u� 訓練指
導的三寶文化舞獅團，帶領中
心會員提燈籠遊行附近街區，
武術協會表演氣功，加州大學
學生演奏簫、竹笛、古箏等中
國古樂器。西方寺女童舞蹈團
由指導老師許雪惠率領，鳳陽
花鼓敲得鼕鼕響，加上孩子們歡喜的笑容，早已成為
觀眾最期待觀賞的節目。青少年團員發安配合舞獅表
演詠春扇拳，扇子在他手裡被耍得颯颯有聲，剛柔並
濟，也獲得許多讚賞。

越南寺院參訪西方寺� � � � 1.29.12
�1月�2�9日下午來自� �S�a�n�t�a� �A�n�a� 華嚴寺約�2�3�0人信眾，
由� �H�o�a� �N�g�h�i�e�m� �M�o�n�a�r�t�e�r�y� 住持帶領下前來西方寺禮
佛祝禱。華嚴寺住持法師帶領信眾佛前祝禱祈福並開

示。緊接著� �R�i�v�e�r�s�i�d�e� 的�P�h�a�t� �T�u�e
寺，由� �T�h�i�c�h� �Q�u�a�n�g� �T�r�i� 法師帶領
�5�6位信眾一輛
巴士，前來上
香禮佛誦經祝

禱。緊接著是來自� �S�a�n� �G�a�b�r�i�e�l
妙法寺第二梯次約�4�0�0人。今天
由越南籍明慧法師等三位法師
前來領眾上香禮佛誦經祝禱。以上三個團體皆由妙轉
法師代表住持依宣法師獻上星雲大師著作書籍及龍天
護佑春聯與法師及大眾們結緣。

愛孩子？� 還是愛面子？
文／王瑞琪（心理諮商師）
� � 我曾經應邀參加公共電
視〈爸媽囧很大〉某一集節目
的錄影，探討「爸媽愛比較；
愛孩子？還是愛面子？」
� � 這個主題是要聊些什麼
呢？製作單位的構想是：「父

母都喜歡把自己的孩子當成炫耀的工具，想要讓自
己和� 子女顯得高人一等。父母的愛，總在高期望
下，出現了『比較』，也因為有了比較，孩子總是
苦苦追尋著那個父母心中的高標準，如果不小心失
敗了，父母的比較、責難，就變成孩子心中無止盡
的自責。」（以上摘自該集錄影腳本）
� 錄影當天，五十個「爸媽」和五十個「孩子
」坐在攝影棚裡，由主持人李四端引導，分享著自
己的經驗。非常有趣的是，「爸媽」那邊幾乎都不
認為自己曾經拿孩子來炫耀過，而「孩子」那邊都
說父母會拿他們跟別人比較，或者炫耀。
�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距呢？後來有些「爸媽
」說，之所以拿自己的孩子跟別人「比較」，是為
了要激勵自己的孩子，他們的出發點和動機都是出
自善意；而「孩子」這邊則紛紛表示，這樣的激勵
是沒有效的，他（她）們並不覺得受到鼓勵，只覺
得壓力很大。
� 節目中有一位媽媽，每次評論女兒都要加上
一句：「她是比較不會念書啦，功課不好……」連
最後應主持人要求稱讚女兒，都要說：「雖然你沒
給我惹過什麼麻煩，� 只是功課比較不好……」我
在旁邊聽了直搖頭。忍不住插嘴：「可不可以不要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行行都能出狀元啊
，為什麼只用『功課』這個標準來衡量孩子呢？」
� 當天在錄影現場，我可是相當「用力」地表
達了我的意見，儘管因為眼睛要看著攝影機、不能
亂瞄，但好幾次我用眼角餘光看見，當我為孩子們
「請命」的時候，不少年輕人頻頻點頭哩！假如可
以藉此釐清一些親職教育觀念，讓父母和孩子們都
減少一點壓力，那就功德無量了啊！� 

善用小家電� 衣物抗潮一級棒
《摘自阿芬後花園家事生活網站》
� 連日陰雨，讓空氣中充滿了濕氣，整個環境
的感覺也是濕漉漉的，在這樣的天候裡，除濕去黴
很重要，這不僅關係著生活的舒適度，而且對身體
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影響。
� 潮濕的天氣裡，光是從穿衣服、穿襪子這種
簡單的日常活動中，就會讓我們的皮膚感受到濕度
的變化，衣物的濕度如果太高，容易在皮膚上產生
潮濕的環境，進而造成黴菌的感染等問題。但是，
天氣就是這麼潮濕，怎麼辦呢？
� 沒關係！只要善用家中的幾樣小家電，就可
以讓衣物變得乾爽舒適，讓我們穿得更健康、更舒
服喔！

一、吹風機
適用物──內衣褲、襪子、小配件及
其他可熨燙的衣物。
方法：以熱風輕吹
（�1）以熱風隔三至八公分直接輕吹
內衣褲，直到乾燥沒潮濕感。平常洗完澡後，如果
直接穿上濕氣太重的內衣褲，不僅會感到不舒適，
而且內褲的潮氣，對個人衛生也會有不良影響。所
以我們可以在洗完澡後，用吹風機把內衣褲吹一吹
，便可以讓衣服迅速變得乾爽。
（�2）以熱風隔三至八公分輕吹襪子，直到摸起來
乾燥沒潮濕感。通常我們穿上襪子之後，就會直接
穿鞋子，而鞋子大多也是不通風，再加上腳會排出
的水分，所以腳部便很容易成為黴菌的溫床。因此
在穿上襪子之前，我們可以先用吹風機以熱風把襪
子吹一吹，等把襪子上的濕氣徹底去除之後，再將
乾爽的襪子穿上腳，既舒適又有助於健康。
心得分享：� 
（�1）吹風機的體積雖小，但仍可快速達到高溫，
所以在使用的過程中，要一手拿吹風機，一手拿好
衣物，中間要有間隔，務必要全程監控注意，避免
衣物因高溫而受損。
（�2）吹風機體積小，方便攜帶，若是住宿飯店也
都會提供，而且拿來加熱衣物時大部分的材質都適
用，是一個很方便的衣物除潮器。
（�3）若衣物不適合高溫熱風直吹時，用冷風及溫
風也可以有除潮的效果，但所需時間較久，而且效
果可能也不及熱風。
二、熨斗
適用物──內衣褲、襪子、小
配件及其他可熨燙的棉質衣物
方法：關掉蒸氣乾燙，來回一
、二次即可
（�1）熨斗的溫度相當高，使用時要特別注意，尤
其是沒有蒸氣時，便很容易忽略熨斗的高溫，所以
要特別注意。
（�2）因為熨斗溫度很高，所以可以迅速除去衣物
上的濕氣，但也因而使衣物的溫度變得很高，所以
燙好後不要馬上穿上身。
（�3）衣物上若綴有蕾絲等化學纖維製品的話，這
部分千萬不可熨燙，以免造成變形、融化等損傷，
若不易避開時，可在上面墊一塊棉質的燙布來區隔
保護。
三、燈泡檯燈：
適用物──內衣褲、襪子、手帕等小衣物� 
方法：放在檯燈下面，隔二十公分以上直接照射
（�1）燈泡會產生熱能，我們也可利用這部分的熱
能來烘烤衣物，幫忙散發潮氣，不過所需時間較吹
風機和電風扇久，所以要多花一點時間。
（�2）千萬不可將衣物直接搭放在檯燈上面，以免
因為溫度過高而引起燃燒的危險� 。
只要善用手邊已有的小家電，在潮濕的季節裡，仍
然可以讓我們穿得乾爽，而且不用另外花大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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