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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生日壽星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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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星期 時間

 

大悲懺及
生日報恩法會

生日報恩法會

 

明珠一顆

10:00am

10:00am

光明燈消災法會

� �"衣珠喻�"是《法華經》七喻
之一，大意是說從前有一個貧困的
窮人到一位富有的親戚家作客，親
戚為了想幫助窮人，便趁他喝醉酒
時將一顆寶珠縫在他的衣服中，希
望他能藉此改變生活，但經過數年
兩人再相遇，富有的親戚見窮人依
然困苦落魄，便驚奇的詢問窮人，為何縫在衣服中的寶珠沒有
改善他的生活？窮人聽了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身懷寶珠
但卻不知道，於是便將寶珠取出改善生活。
� 「明珠」，象徵每一個人本具的光明佛性，代表我們都
有解脫煩惱、活得自在的成長空間。換一個方式說：眾生皆有
趨樂避苦的本能，這就預示了解脫煩惱纏縛、追求永恆快樂的
可能性，只不過，眾生往往是以錯誤方式來獲取快樂，未能洞
悉世間苦樂的無常性，以致更加貪執、放不下。其實，真實的
安樂永遠來自解脫貪瞋癡後的內心寂靜，清淨光明的佛性則是
我們解脫自在的源頭活水。雖然這顆明珠暫時被各式煩惱塵勞
所遮掩，卻絲毫不減它圓潤無瑕的本質，只待「塵盡光生」，
照破山河萬朵！

活動

一時千載，千載一時。
每人虔誠抄寫一部心經，
集百萬人的寫經
奉納於佛陀紀念館佛像內，
以此功德祈求
世界和平，國家安樂，
闔家平安，所求滿願。� � � � 

緣起：
� � � � 一九九八年西藏貢葛多傑仁波切有感於佛光山
開山星雲大師為佛教顯密融合的貢獻，將其珍藏的
世界上僅存的三顆佛牙之一，送給佛光山。而星雲
大師多年來，一直希望能為佛教建一座可以傳揚千
秋萬世的文化藝術館，逢此佛陀真身舍利的殊勝因
緣，遂發起興建佛陀紀念館。同時為使更多信眾參
與此千載一時的興建工程，因而發起「百萬心經入
法身」全球信眾抄經活動。

活動內容：� 
一、發起每人抄寫一部心經，預計集百萬人的寫經
� � � � ，奉納於佛陀紀念館大佛像中。� 
二、擇期舉辦「佛陀紀念館百萬心經入法身」奉納
� � � � 法會，將十方大眾所寫的經文，正式奉納入佛
� � � � 像中。� 

活動訴求：� 
一、與佛結緣：今日虔誠抄經，奉納經文入佛陀紀
� � � � 念館的大佛像中，與佛結緣功德殊勝難得。� 
二、難遭難遇：此生雖未值佛世，但得遇佛陀紀念
� � � � 塔的興建，能將經文奉納於館內的大佛像中，
� � � � 真所謂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因緣。� 
三、實踐修行：抄寫經典是個人修行的具體紀錄，
� � � � 推廣抄經即實踐修行。� 
四、抄經祈願：透過抄寫心經發願，祈求世界和平
� � � � 、人民安樂、家庭幸福。� 

「佛陀紀念館」的規劃過程
　　「佛陀紀念館」的主體，以「偉大」與「崇高
」為理念，基座廣大呈四方形，象徵佛陀演說人間
實相的「四聖諦」；周圍八座副塔，表示做人的基
本修行「八正道」，七層寶塔代表「七覺知」；中
央主塔高二十層樓高，呈袈裟形式，猶如佛陀矗立
人間，慈眼視眾生，佛牙舍利即供奉在最高層樓。
　　塔座內有可容納萬人的大會堂、展覽館、博物
館，以及三百六十度�3�D立體動畫電影院，讓佛陀當
初在印度扥缽乞食、靈山說法、持戒禪定等教化眾
生的事蹟，透過科技傳達給現代人；並將佛教從印
度傳到中國四大名山，開演出八大宗派，再法傳台
灣，乃至由台灣傳播到全世界「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盛況，和有關宗教、教育、
文化、信仰等佛法，帶給現代人心淨化和安定。
　� 「佛陀紀念館」外有容納五萬人的大廣場；後
面有靈鳩山；左邊是恆河、竹林精舍；右面有正覺
山、祇園精舍等歷史石窟，雕塑陳列淨化人心的佛
教故事，讓人深刻體會佛教教育、文化、藝術之精
神內涵，是一座融合古今與中外、傳統與現代化的
建築物，未來將是全世界人類的精神指標。　「佛
陀紀念館」為人間注入慈善真心，帶來社會安定、
秩序和諧、道德提昇的宗旨。

供養佛陀真身舍利的功德
　　佛陀真身舍利與一般凡夫俗子的遺骨是有根本
區別的，由於他的形成原因，既非生理上的關係，
也非食物的結晶，而是日積月累的長年修持，功德
昭著的成就標誌，是戒、定、慧三學薰修的成果，
如《金光明經》卷四「捨身品」云：「舍利者，是
戒定慧之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
　　佛經記載，供養舍利可得遠離八難，不墮三塗
；生生世世出生富貴家庭；可增長福慧，證得阿羅
漢果；精進修行，往生有分；值遇諸佛，令出離生
死等功德。因此，啟建佛陀紀念館是為一切眾生的
長久利益所做的偉大教育、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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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新    固立志    林世昌    馮慧玲    吳淑華    李政雄
謝宜芳    王俊文    陳奕靜    陳家瑜    何邦楨   陳汪麗珠
黃阿文    夏仁強    張賀吉    陳淑敏    林六妹    陳輝明
曾銀妹    許嘉發    胡佩君    張小傑    葉佐勝    潘啟文
陳秀美    鄭卓慎    李淑女    謝孟倫    謝金壽    呂洪君
譚凱莉    陳昱豪    吳建華    蘇麗芬    張廣祥    陳品鳳
吳璇璇    許桂菊    韓潤豐    錢筠霓    邱宇宣    石光明
李佩芳    郎恒元    游秋桂    張國慶    蘇先熙    陳良圭
林煥嘉    吳定恭    陳儉     Tony Camara     AndreE Klein
Fang-Lan Williams    Gary Freigo    Paul Lean    Nguon Chau
Chris Coolidge    Sheila Moss    George Harbert 

�1�1
余淑清    劉達衛    莊翠霞    林世峰    張祐榮   鄭陳秀英
黎瑞強    吳振威    賴偉君    吳瓊蓉    陳英彥    俞平
呂化陽    余建強    王家強    鄭定昌    蔡振明    葉治延
許瑞祥    韋梅芳    沈一海    譚瑋仁    許桃轉   大原茂浩
何秀慧    張庭輝    董昱利    楊拓翰    潘慧玲    卓秀英
林麗麗    楊坤杰    朱伯平    郭雲霞     莊雲奎   葉淑貞
韓志華    王海華    羅鳳嬌    陳祖芬    Sheree Lovering
Nancy Davis     Faeth Anderson    Addie Steele    Tom Steele
Juliette S. Vo      Nicole Anders     Guadalupe Liwanag
Jennifer Hsu   Samantha Chong

劉俞均    林世正    林素珍    朱無忌    吳勇        蔡庭坤
王耀黎    廖泉裕    王和青    王可莉    徐利祥   程葉郁寧
鄭承文    王瓊玉    司徒光    麥正源    張美琪   謝武海芸
林隆豐    張小威    林五妹    葉恩欣    鄭來忠    鄭炳章
崔彩鳳    謝志成    譚屹芬    曾偉金    林國棟   大原珠莉
張淑卿    何睿哲    張雅筑    秦心瑜    劉淑華    蔡春好
蔡紹興    賴宗毅    歐德明   Donald Pember   Ray Lovering
Marion Brandt      Holly Sandy     Jonathan Lee     Ted Lin
Michelle Dyanne   Amanda Cross   Michael Allen  Wayne Day
Gwendol Yn Harbert

佛光山西方寺課程表
 

日 金剛寶懺消災法會

日

日

藥師法會
�(�6日於�7�:�3�0�p�m開始�)

松鶴營六

日

20 阿彌陀經法會

10:00am

22

日

9:30am

百萬心經入法身

1

週三� �1�0�:�0�0�-�1�2�:�0�0� 北郡佛光緣讀書會
� �1�7�:�3�0�-�1�8�:�4�5� 健康瑜珈
週五� �1�9�:�0�0�-�2�1�:�0�0� 經典導讀
� � � ﹝每逢雙週﹞
週六� �1�4�:�3�0�-�1�5�:�3�0� 兒童舞蹈班
� � � ﹝一、三、五週﹞
週日� �1�0�:�0�0�-�1�2�:�0�0� 善童學園
� �1�3�:�0�0�-�1�4�:�3�0� 成人中文班
� �1�4�:�3�0�-�1�5�:�3�0� 英文佛學班
� �1�5�:�3�0�-�1�6�:�3�0� 英文禪修
� �1�4�:�0�0�-�1�6�:�0�0� 粵語經典導讀班

4 6

10:00am13

18

6-8 五�-日

27

�1�0�/�4�/�2�0�0�9� � �(日�)� � 理事選舉及中秋聯誼
�1�/�1�/�2�0�1�0� � � �(五�)� � 光明燈圓燈法會
�1�/�2�/�2�0�1�0� �&� �1�/�3�/�2�0�1�0� � 八關齋戒及念佛二永日
�1�/�1�0�/�2�0�1�0� � �(日�)� � 光明燈上燈法會

5

15

八十八佛大懺悔文29 日 10:00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