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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大樂
� 佛陀住世時，有五個國王互為鄰國，常有往
來。在這五個王之中，最大而且最有品行人格的是普
安王。有一天，五王開會時，普安王對四王問道：「
在你們人生之中，認為什麼最快樂呢？」
� 「在百花燦爛的花園中遊玩，我覺得最快樂
。」第一位大王回答。
� 「我覺得戴著王冠，跨騎銀鞍的白馬，住在
金殿玉樓，接受文武百官與全國人民高呼萬歲的時候
，最為快樂。」第二位大王回答。� 
� 「我認為得到花顏窈窕的美人與聰明伶俐的
兒子最快樂。」第三位大王回答。� 
� 「我覺得能與父母共長命，和妻子眷屬在一
堂，身著綾羅錦繡的美服，口吃山珍海味最為歡樂。
」第四位大王回答。� 
� 輪到普安王時，他開口道：「你們說的都不
錯，那些的確也很快樂，但那些快樂並不長久。我以
為不生、不滅、不苦、不惱、不寒、不暑，所謂解脫
的快樂最快樂。」� 
� 四王聽到普安王如此說，奇怪的齊聲問道：
「你為什麼有這種快樂？哪裡能得到？請你教示我們
。」� 
� 「好吧！我告訴各位，現在在祇園精舍對大
眾說法的佛陀，就教示我們這樣的法門。」� 
� 五王即時來到祇園精舍禮拜佛陀，請佛陀教
示。佛陀慈悲的對五王說法道：「五王！眾生暗愚，
沒有正智，所以愛著目前暫時的快樂，不知道其中隱
藏許多的罪禍。要求永久的快樂，快樂中沒有罪禍，
就必須修學正道。」� 
� 接著，佛陀教示了很多修學正道的方法，五
王聽後，了悟這娑婆世界是五濁充滿，不能求得永久
的快樂，希望永遠的解脫與快樂，只有學佛修行，一
心求解脫。
� 五王從此廣布德政，感化國內人民奉行佛法
，人人都安樂和順。

生死如大雨� 
� 一年一度的雨季又來臨了，大雨日夜不停地
下著，到處災害頻傳。佛陀和弟子們在精舍用功辦
道，看著外面的大雨，弟子們憂心忡忡地發表意見
，表達他們對眾生的關懷。
� 優波離說：「現在正是雨季，
大雨連綿，這樣的天災不知傷害多少
生靈！」� 
� 富樓那走到門口，看著嘩啦嘩
啦的大雨說：「眾生無始以來一直在
六道輪迴受苦，猶如大雨那萬馬奔騰
的氣勢，不是人力可以抵擋的。」� 
� 舍利弗也發表意見：「大雨所到之處，沖毀
路面，造成積水，行人舉步維艱，到處是水鄉澤國
，真是悽慘萬狀呀！」� 
� 佛陀見弟子們議論紛紛，藉機開示弟子：「
眾生無始生死以來，長夜輪轉，不知道苦的根本，

譬如天降豪雨，氾濫成災。東、西、
南、北方無數生命財產被毀壞，都是
因為沒有徹底做好防災的準備，屢次
的教訓，人們仍然不知道痛改前非，
任由天災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
與眾生長夜輪轉於六道是同樣的道理。所以，比丘
們！斷惡要儘速，行善不猶豫。」� 
佛陀於是說了一首偈語：� 
弓匠調角，水人調船，巧匠調木，智者調身。� 
� 弟子們聽了佛陀的一番話，攝心正念，希望
以智慧來渡過生死的河流。

擦淨心中的灰塵
文／本禪（寺務管理系）
� 感謝學院老師與及常住安排禪修，自己又有
第二次進禪堂的機會。
� 這次進禪堂很法喜，好幾位法師為我們開示
，每位都講得很精采，從不同角度分享他們的經驗
，讓我受益非淺！這次也支援行堂，在禪期之間為
大眾服務，能福慧雙修是一件很歡喜的事。
� 入堂前，妙南老師叮嚀我們，要找回自己本
來清淨的真如本性：從麻木不仁到有感覺，從染雜
到清淨，從沒有修養到有修養、有道氣。很感謝老
師的叮嚀，自己真的應該好好反省，調正心態。因
此，我下定決心要認真的用心去參，觀照好自己的
起心動念。
� 培和尚曾開示�:「進禪堂是想修嗎？」他說
，要常常問自己這句話，才會有力量。所以，我試
著問自己：「釋本禪進禪堂真的想修嗎？」「想！
」這麼難得的因緣還不珍惜，不好好修，還想做什
麼？要發呆、睡覺、浪費時間，一大堆妄想、分別
執著，一大堆的放不下，起煩惱貪瞋痴嗎？如果跟
這些相應，對得起誰？別忘了成就自己的大眾，別
辜負了他們；更不能辜負自己是個出家修道的人。
老老實實修，老老實實用心參吧！感謝培和尚，讓
我生起了精進的心。
� 坐禪第一天，心還沒有安住下來，所以有些
妄想昏沉，被監香師父用香板點了一下；我告訴自
己：不行！提起精神來！但妄想還是一直進來，後
來，我以念佛對治，從第二天到出堂就都沒有昏沉
了。
� 七天坐下來感覺很舒服，能察覺自己的舉動
是重是輕。佛說：「當知行，當知住，當知坐，當
知臥。」一舉一動都去覺知它，時時觀照自己的起
心動念。班首師父每次提醒，要時時善護清淨心，
常覺不住。清淨心要怎麼修？從六根門下手。時時
收攝好六根，不被六塵迷惑。
� 維那師父提醒的「提起正念」、「扣住所緣
」這些話頭，只要聽進去，用心、無住的去參，收
穫就不一樣，肯定法喜充滿。
� 七天感覺很短暫，好像什麼都還沒做就要出
堂了，但在這次過程中，我已懂得怎樣對治身心。
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再進禪堂，相信自己一定坐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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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法會及佛誕節� � � � 5.20.12 
�5月�2�0日佛光山西方寺與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於
寺舉行「佛誕節慶祝典禮」。浴佛法會由�4�8人所組成
獻供隊伍揭開序幕，住持依宣法師帶領眾人誦經並讀
誦星雲大師〈佛誕節祈願文〉。當日特別舉辦「甘露

灌頂皈依三寶典禮」，共有
�1�4人發心皈依，其中有鄭先
生全家四人與�H�u�y�n�h先生全
家五人共同皈依，成為正信
佛教徒。依宣法師並開示皈
依與浴佛意義，常住贈送香
湯予浴佛者結緣。法會後，

「園遊會」正式開始，多種各國可口素食小吃、冷飲
冰品，吸引大批人潮。主辦單位精心製作大型中英文
看板海報，分為教育、文化、慈善、共修四大宗旨，
佛誕節由來與國際佛光會簡介，豐富的圖文照片，吸
引許多人佇足觀看。「民俗藝術表演節目」前，由依
宣法師與共同贊助熊貓快餐經理� �L�i�n�g� �H�u�a�n�g� 女士頒
發獎狀與獎學金予� �R�o�o�s�e�v�e�l�t� �M�i�d�d�l�e� �S�c�h�o�o�l� 中學
與� �J�e�f�f�e�r�s�o�n� �E�l�e�m�e�n�t�a�r�y� 
�S�c�h�o�o�l小學共�1�2名品學兼
優學生；隨後頒發「母親
節烹飪比賽」得獎名次與
獎狀，由� �S�t�e�p�h�e�n� �L�e�e� 等
多人獲得。節目表演有：
弘武功夫太極學院功夫及
太極表演、印度舞、魔術表演、三寶文化藝術團武藝
表演、張華樂團國樂樂器演奏、西方寺青少年國術團
演出、�N�a�r�u�w�a�n� �T�a�i�k�o� 那魯灣太鼓、韻律舞蹈與非洲
舞，老少同歡，贏得與會觀眾讚賞。

佛教徒的情義人生� � � 5.27.12
佛光會舉行生活講座，邀請國際佛光會洛杉磯恊會陳
居督導主講「佛教徒的情義人生」，從佛光山、佛教

徒、佛光人、佛光會而織畫
成一幅藍圖，區分各個角色
扮演，從點、線、面，從過
去現在到未來，把人與人之
間情義，因因緣和合而交錯
成網，發揮不同功用。陳居
督導幽默風趣，不時引來大

眾哈哈大笑，並引經譬喩並分享不同經驗，讓與會大
眾心有靈犀獲益無窮。

原始點療法� � � 6.3.12
聖地牙哥佛光協會特別邀請洛杉磯張家寧中醫師於�6
月�3日講解「原始點療法」，共有會員及僑界�1�5�0人參
與。張家寧醫師畢業於臺灣
陽明醫學院，曾任職中山附
設醫院核子醫學科。現為加
州執照針灸師，東方醫學博
士。歷經十數年診療病人和
中醫經典的學習，了解自己
身體所發出的訊號，不要過

度依賴儀器檢查和數據，用最正確的觀
念，做自己最好的醫生。受張釗漢醫師
濟世救人的大願感動，也體悟到原始點
療法在醫學上的突破，遂決定一同幫助
推廣原始點療法，利益眾生。原始點是
身上一系列已被確定的固定部位；在這些部位找到較
痛的點，稱為原始痛點，亦稱筋傷。筋傷可從一條脊
椎（頸部、上背部、下背部、薦椎部）加上七處（頭
部、肩胛部、臀部、踝部、足背部、肘部、手背部）
原始痛點處理。原始點可用手肘法、豆狀骨法、食指
法、拇指法、拳頭法等方法治療。另外寒性體質是致
病的重要因素，更要做好身體保健，喝薑湯，多運動
，心情愉悅及適當休息長保健康。

兒童夏令營� � � � � � 6.16-6.17.12
�6月�1�6�-�1�7日聖地牙哥西方寺舉辦兒童夏令營，共�4�7位
小朋友參加，今年主題為「心保與護生」。短短兩天
多彩多姿的課程安排，孩
子們學到了藝術，音樂，
工藝，戲劇，健康與獨立
，並且可以幫助父母發掘
孩子學習的樂趣。第一天
早上，由住持依宣法師向
兒童介紹了四大菩薩；妙
轉法師則教導孩童們佛門禮儀。此外，更讓孩童們畫
佛陀相來感受佛陀的莊嚴。啟智遊戲方面，則請孩子
們口含著筆在紙上畫畫，讓孩子們感受到殘障者之不
便與辛苦。在工藝方面，教導孩子們發揮想像力，設
計父親節的相框。在團體康樂活動方面，藉著破冰，
尋寶，戶外運動競賽等活動，讓孩童們學習到友愛，

合群，讚美，尊重以及包
容之美德。晚飯後即開始
教導孩子們如何愛護地球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
實際行動來愛護地球。第
二天下午三時，舉行成果
表演與結營典禮，在大哥

哥大姐姐的帶領下，每組小朋友分別依序演出既活潑
又可愛的舞蹈節目。隨後，又由輔導員表演頗具教育
意義的短劇�-小螞蟻，教導孩子們愛護所有小動物� � 
。短短兩天學員們學習良多，雖有⅓已參加多次，還
是相約明年再來。

英文佛學院� � � � 6.24.12
英文佛學班期待每月一次與僧伽互動聽經聞法，今日
妙藏法師開示八正道與四正勤的修行。一對已生之惡
為除斷，而勤精進。二對未生之
惡，更為使不生而勤精進。三對
未生之善為生而勤精進。四對已
生之善為使增長而勤精進。」學
員熱烈討論如何思惟意念並理智
精進不懈怠並在感情與執著貪求
之間取得中道與平衡。課程討論之後學員與法師同至
佛堂大殿修習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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