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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有「談災色變」的老話，現在二十一世紀雖然科學昌明，
但災難的發生依然令人「談災色變」。

　說到災難，自然界造成的災難，有颱風、地震、海嘯、旱災、水災
、熱浪、火山爆發、沙塵暴、龍捲風、森林大火等。另有人為的災難
，如：戰爭、搶劫、綁票、車禍、情殺、仇殺、冤獄、代災受難等。
甚至政府專橫，製造白色恐怖，乃至經濟風暴，造成供需失調，市面
產品缺貨，糧食不足等，這些災難可以說無時無刻不環伺在我們的
生活裡。

　除了以上這許多外來的災難以外，自己內心製造的災難，也是為數
不少，諸如瞋恨、嫉妒、欲望、自私、謊言、造假、偽裝等。可以說
，人生處處有災難，時時有災難，每一個人的身心所觸之處，好像隨
時都有地雷、手榴彈，只要一不小心觸及機關，就會受災受難。

　災難的處理，用政治來預防，用經濟來解決，用科學來消除，還是不夠。災難一旦發生的時候，已經是一個結果，只在「結果」上
計較，為時已晚。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災難發生的「原因」，從「因」的上面去處理、去預防；「因」是根，根本的原因不存在，後面
又怎麼會有不好的「結果」呢？

　例如，房屋倒塌，必定是基礎不良，或是由於偷工減料；你能從「因」上去預防，房屋怎麼會倒塌呢？車禍很可怕，你能在平時保
養好車輛，訓練好駕駛技術，開車時遵守交通規則，如此又怎麼會輕易發生車禍呢？刀槍血光之災，都是因為平時造下了仇恨；你不
去跟人結怨，怎麼會有被刀槍傷殺的結果呢？

　災難的造成，與人心有關，必需要改心換性，要重新修改自己的基因業力，積功德、結善緣、開智慧、明事理、起正見、消罪愆、
做善事，如果自力不能健全，要想消除那許多的災難，就比較困難了。

　其實，災難也不是太可怕，凡人吃了五穀雜糧，怎麼會不生病？處在多變的娑婆世界，怎麼可能沒有災難？如果真有災難發生時，
我們除了預防、遠避以外，有時面對災難，處變不驚，自然以歡喜心接受人間的災難，所謂「視死如歸」，建立「幸福是生活，災難
也是生活」的認知，你不必怕災難，災難可能因為你的泰然處之，自然就會遠你而去。

　災難知多少？災難之多，多如恆河沙數。我以不變應萬變，我以生死一如視之，我以安危同等之心處之，我又何必在乎什麼災難呢？

(選自：迷悟之間11－成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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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上什麼最可怕？天災人禍？三災八難？其實最可怕的應該是傳染病。

　號稱「世紀黑死病」的愛滋病，就是現在舉世國家，人人談滋色變的一大傳染病
。其他如登革熱、肺結核、肝炎、梅毒、瘧疾等，也都是具有重大傳染性的疾病。
相對於這些可怕的傳染病，感冒、香港腳雖然也會互相感染，但比之於上述，可說
是小巫見大巫了。

　傳染病不但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令人對他感到害怕、無奈。動物當中也有傳染病
，例如豬、馬、牛、羊的口蹄疫，雞、鴨、鵝的瘟疫，甚至植物也怕傳染病。綠野
林木，蒼翠茂盛；一旦感染病蟲害，可能一夕之間就會枝枯葉黃，殘敗凋萎。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世人最懼怕的就是核子戰爭、生化武器、恐怖分子等，其實
傳染病更為可怕。造成人類、動物、植物等遭受傳染病菌感染的媒介，大都由於空
氣、水質、土壤受到污染所致。

　在科技昌明的時代，這許多的傳染病媒原，乃至注射、輸血等所造成的感染，都有辦法加以防範、治療。但是有些蟲蟻、老鼠、蚊
蠅、蟑螂所造成的傳染病，卻讓人防不勝防。牠們無時無刻不潛伏在我們的家庭裡、廚房中等不易為人所看到的地方，悄悄的為人類
帶來災難。甚至人體本身的細胞也會發生病變，造成自體傷害，所以人類的敵人不在遠處，就在自己的身邊。

　一個人的情緒不穩，時常憂愁、悲傷、煩惱等，也可以感染給家人、朋友，這也是一種傳染病。有一些人的思想不正，邪見無明、
聽信謠言，不但成為人體的傳染病，更成為社會大眾受害的傳染病毒。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不當的流行，如染髮、紋身、鼻孔穿洞、嗑藥等，這跟古代的裹小腳一樣，都是自我虐待，都是不好的傳染病。
一些沒有正知正見的人士，受到了傳染，自毀毀人，還不知道覺悟呢！

　曹雪芹在《紅樓夢》裡說：雀兒往旺處飛！同樣的，傳染病也總是專門找落後的地區肆虐。現在一些先進國家，甚至全世界的國家
政府，為了對治傳染疾病，莫不投資大量經費、人力，積極研製各種新藥物，乃至淨化空氣、整頓環境等，可以說都是煞費苦心。

　身體上的疾病固然要加以防範，但是有一些傳播媒體，不斷報導一些燒殺劫掠、色情煽動等染污人心的新聞，這些不良的傳媒，就
如同謠言、邪說一樣可怕。所以，我們希望維護人體的健康，要防治傳染疾病的發生；我們要保障社會的健全，也應該防治傳播媒體
不肯自律之病。

(選自：迷悟之間10－管理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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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生，所有遭遇，有的時候是福，有的時候是禍。總之，人生不是福，就是禍；
不是禍，便是福。

　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每一個人莫不希望「求福遠禍」。但是，禍福都
有緣由，所謂「禍福有因，自作自受」；一切禍福，都是我人造作後的「自食其果」。
所以，有的人「福至心靈」，有的人「禍從口出」；有的人「因禍得福」，有的人「禍
起蕭牆」；有的人「福星高照」，有的人「飛來橫禍」。

　吾人都希望「趨吉避凶、求福遠禍」；然而世事多變，一切都不能盡如人意。所謂「
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當禍福已經成形，等於火勢蔓延，不易撲滅。所以吾人平時應
該要注意所行所為，要培養福德因緣，如此自能消災免禍。

　當一個人在遇到財物損失、家人不幸、自身災難時，不要完全怨天尤人，因為這都有
其必然的「前因後果」。所謂「禍福都是因果的寫照，因果都是禍福的定律」；每個人對禍福的看法，都應該知道「禍福無門，唯人
自招」。吾人的「是福是禍」，就如「煩惱與菩提」，往往糾纏不清。例如，有時候本來是「福德因緣」，由於心念不正，所以「福
報變禍兆」；有的時候是禍事，由於用心純正，所以禍患反而成了福報。

　《淮南子》一書有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說一位老翁，失去一馬，心中非常懊惱。但不日後，失去的老馬反而帶回一匹駿
馬，老翁因失馬而得馬，心中非常高興。但不久其子因為不諳馬性，騎馬被摔，負傷在床，因此他又覺得得馬是禍。可是當時正逢戰
爭，國家徵召壯丁赴沙場，其子因傷，得免入伍，終而保得一命。所以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語云：「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依」；人在得意的時候，往往已埋下了「驕恣必敗」的種子，有時候遭逢逆境，只要心存慈悲、正
直，禍患反而變為成功的「逆增上緣」。

　老子說：「禍莫大於不知足」；佛法說：「禍莫大於有『三毒』」。三毒就是貪、瞋、癡。《菜根譚》也說：「福莫福於少事，禍
莫禍於多心。」假如吾人想要避禍求福，應該自我修身養性，例如「閉門思過」、「躬自反省」、「多結善緣」、「少有貪念」、「
增長慈心」、「去除恚恨」等。所謂正知正見，無有自私邪執，如此，管它「禍兮福兮」，必然能夠得福而遠禍矣！

(選自：迷悟之間3－無常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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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就有希望。信仰如手，能執取眾寶；信仰如杖，能給人依靠；信仰如根，能
長養善法；信仰如船，能得渡彼岸；信仰如力，能突破萬難；信仰如財，能生出智慧
。信仰帶給人無窮的希望，信仰的好處有四點：

第一、能確定目標：有的人常常感到自己沒有信心，不能確立心中的目標，這是因
為他沒有信仰。內心有信仰，信仰一種宗教，信仰一種理論，信仰某種主義，都可以
讓生活有個目標。好比泥水匠蓋房子，用水把砂、石、水泥混凝在一起，築砌成一棟
堅固的大樓，有了信仰，可以融攝我們紛亂徬徨的心念，讓自己活出自信，確定人生
的目標。

第二、能解脫煩惱：人生旅途，總會遇到許多煩惱，有來自社會、家庭、感情、經
濟，以及身體的生老病死，心理的愚癡無明等等。世間上去除煩惱的方法很多，但不
如佛法的信仰來得究竟。譬如從佛法中，我們知道貪瞋癡的煩惱，可以用戒定慧來對治；慳吝的人，教他行布施；受到挫折，灰心喪
志，可以用因緣觀來對治……。對佛法不疑的信仰，好比病人相信醫生的診斷，而能安心服藥，藥到病除。

第三、能美化生活：信仰能夠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沒有信仰，生活便沒有立場，遇到問題，總是東問西問，甚至求神問卜，仍
然拿不定主意。有信仰的人，對於困難、折磨，會認為是莊嚴人生的必備要件，是邁向成功的礪石，即使被人欺侮，也不會生起瞋恨
心。因此，信仰使我們能篤定的生活，相信凡事總有辦法解決，這樣的生活自然歡喜美好。

第四、能安住身心：人生在世，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很重要。讀書的人，把身心安住在書本的知識上；做事業的人，把身心安頓
在事業的發展上。雖然如此，但有時內心還會感到茫茫然，若有所失。假如有了信仰，內心就能安穩，好比信佛的人，把身心安住在
觀世音菩薩、阿彌陀佛的信仰上，身心一旦獲得安住，遇到任何的困難也就不成為問題了。

　一個人出門在外，天色黑了，不知將往何處去，這種無家可歸，徘徊在十字街口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信仰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沒有信仰，生命就沒有依皈，有了信仰，如同有個家，使生命有所依靠。信仰的好處有四點：

第一、能確定目標。

　　第二、能解脫煩惱。

　　第三、能美化生活。

　　第四、能安住身心。

(選自：星雲法語3－身心的安住 卷一 佛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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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要向您訴說內心不平的現象：

我們居住的地球被摧殘生病了！

自然；這個大地之母，現在已經：

　花不飄香，鳥不歌唱，

　遠山不再含笑，流水不再清澈。

您看！

這裡濫砍濫伐，讓大地的髮絲漸禿漸黃；

那裡廢氣污染，弄髒了山川嬌嫩的容顏。

原本蓊鬱的森林，

　而今都變成人們的洋房豪宅，

　讓鳥獸沒有棲居安身的地方；

原本清澈的湖水，

　現在也到處受到污染，

　原本跳躍的魚蝦，也不再悠遊了。

我們天然的資源日益銳減，

　大家未來的子孫不知如何生存？

我們呼吸的空氣已經混濁，

　人體的健康已經受到威脅。

慈悲偉大的佛陀！

人類的眼、耳、鼻、舌、身五根，

人類的貪、瞋、癡、慢、疑五毒，

　即將摧毀了美麗的地球，

　即將瓦解了自然的生態。

多少的珍禽異獸，在人類的碗盤口邊消失了；

多少的山珍海味，在人類的槍聲刀下失蹤了！

慈悲偉大的佛陀！

讓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

能在星斗高掛的夜晚，與螢火蟲一起遊戲；

能在碧波海邊的沙灘，與大自然同歌共舞；

能在參天大樹的密林，享受清新的空氣；

能在一望無際的原野，與萬物共同成長。

這不只是為了自然生態，

　而是為了人類自己的家園；

這不只是為了地球生存，

　而是為了我們未來的子孫。

請您給我們柔軟的手掌，撫慰世間一切的有情；

請您給我們傾聽的雙耳，諦聽自然萬象的天籟；

請您給我們明亮的眼睛，發覺天地無盡的寶藏；

請您給我們慈悲的心意，保護地球寰宇的生態。

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們不能再讓山河變色，

　我們不能再讓大地嗚咽，

　我們不能再讓生物恐懼，

　我們不能再讓空氣污染。

我們要努力讓山河再顯蒼翠壯麗，

我們要努力讓大地重現美麗容顏，

我們要努力讓空氣恢復芬芳清新，

我們要努力讓自然回歸莊嚴淨土。

慈悲偉大的佛陀！

懇請您納受我衷心的祈願！

懇請您納受我衷心的祈願！

(選自：佛光祈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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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是澳洲清潔日，中天寺與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落實星雲大師推廣環保綠化及關愛地球的理念，發動200多位會員信眾響應
澳洲清潔日，積極走入社區，以行動推廣「環保與心保」。上午9時，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帶領佛光會員先誦經祈福祝禱，為清潔日
活動拉開序幕。住持感謝佛光人配合澳洲清潔日，以實際行動關愛大地，落實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作心靈之環保。

中天分會、西區分會、南一分會、洛根分會、黃金海岸分會、教師分會及青年團等，配合布里斯本市政府，分別前往Underwood
Park、Rocks Riverside Park、Les Atkinson Park、Henderson Park等社區公園，清潔環境。各分會會長先在各清潔區域，細心
為會員說明安全守則、填寫義工保險名單、成立緊急救護站、針筒處理小組等，接著大家帶起手套、長柄夾及垃圾袋，在公園廣場及
各角落撿廢紙、寶特瓶等不同垃圾，進行環境淨化，並分類為資源回收及普通垃圾。佛光童子軍與家長也有88人參加，以具體行動表
現童軍關懷地球環境，並藉由該活動與社會接軌。社區民眾Mary看到中天寺網頁資訊，帶著3個孩子歡喜參加活動，自小培養孩子環
保愛地球的好觀念。許多佛光會員帶著孩子、孫子，三代同堂一起進行清潔大地，走入社區服務，心中充滿歡喜。

協會會長劉宗澤感謝佛光人把假日寶貴的時間奉獻出來，藉由今天的環境打掃，也掃除我們心裡的污垢，淨化我們的心靈。大家歡
聚一堂，擔任社會大眾之義工，歡喜菩薩行，發揮菩薩濟世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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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上午，中天書院英文佛學禪修班2020年第一學期開學，有80位澳洲學員報名初級到四級的課程，分別在6個週日上課。

妙來法師為新學員講說禪修的意義及方法，並示範指導毘盧七支禪修坐法。英文佛學老師Sharon Corbett為初級學員介紹佛陀的
一生及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於世界五大洲的宏願，及秉持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
共修淨化人心的佛光山弘法四大宗旨。佛光山並以推廣三好運動，引導大眾在生活中如何去除貪瞋痴，淨化心靈。

英文佛學老師Brian Kemp則為二級學員解說基本佛學：四聖諦就是指苦、集、滅、道四種真理。其他佛學課程由John Cartwright
、Gary Zikking等依星雲大師的英文佛學著作《The Core Teachings》、《The Core Idea》、《八大人覺經》為學員們授課。
澳洲學員踴躍報名參加英文佛學禪坐課程，對佛法充滿學習的興趣。大家藉由佛學與禪修課程體悟佛法，解答心中的疑惑，建立幸福
安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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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下午，佛光山中天學校2020年度教師會報假茶禪堂舉行，有校長滿望法師、蔡金靜副校長、徐秀美副校長、及葉燕萍主任
、陳俊吉主任等教職員、昆士蘭協會陳秋燕理事、藝術家莊雅棟賢伉儷共20人出席。

校長滿望法師開示中提到，今年開學遇到一些挑戰，延遲了2週才開學，不過相信我們如同今年是鼠年一樣都有老鼠的精神，遇到
困境時總會找到第三條路的。接著滿望法師引用星雲大師的現代教育的4個重點來鼓勵大家：1) 生活重於知識，2) 道德重於功利，3)
普濟重於個人，4)自覺重於接受。接下來由校長滿望法師頒發聘書及結緣品給教職員們，楊史邦校務委員和徐秀美副校長也特別
準備由依空法師所著作的《不只中國文學家》來與大家結緣。接著邀請藝術家莊雅棟老師來分享他創作的過程，以及葉燕萍主任跟大
家分享這次回台參加教師生命教育禪修營的研習心得，葉主任也鼓勵老師們有機會回台灣參加此類的活動，相信一定會有很好的收穫
。最後還討論佛誕節文化廣場的教學活動，大家一面茶敘聯誼，一面熱烈的討論佛誕節文化廣場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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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6日，36名青年團成員聚集在中天寺參加一年一度的昆士蘭青年團迎新日活動。今年，團一副團長Wendy
Tang擔任活動總幹事，團一團長Belinda Hsueh，團二團長Henry Liao，團三團長Jennifer Wang帶領各團青年大力支持。半天的活動
主要在向新成員介紹青年團的運作以及青年團如何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幫助青年成長，並安排一些團康活動和溝通技巧的課程。

住持滿望法師開示說：「作為青年，我們可以通過三個簡單的方法來實現任何目標：傾聽，思考和練習。這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實
現：通過青年團建立親密關係，通過佛法獲得知識，這將扎根在我們心中，為我們提供堅實的基礎並因此擁有信仰，還有通過在實踐
中幫助更多的人懂得這些道理。」

透過各種活動，青年們瞭解到，儘管成長經歷和經驗不同，但都能找到共同點並建立默契。總結過去的經驗，通過和諧地合作去完
成一項任務，將使青年團員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活動最後是由妙信法師帶領青年禪修靜坐，法師提醒大家在生活中當以正念做任何
事。活動結束後全體青年與法師合影留念，為今天的活動留下寶貴記憶。青年團員感謝中天寺法師給予的支持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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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下午，第11屆第1次理事暨督導委員聯席會議在中天寺海會堂舉行，由昆士蘭協會會長劉宗澤、督導、理事等多人出席，紐
澳總住持暨國際佛光會大洋洲副秘書長滿可法師、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列席指導。

議案討論：1)2020年世界會員代表大會暨第七屆第二次理事會議謹訂於2020年10月3至8日，假台灣高雄佛光山寺舉行。2)2020佛光
盃大學籃球邀請賽將於2020年7月14日至19日在高雄巨蛋體育館舉行。3)鼓勵及贊助昆士蘭青年團參加從7月19到23日在台灣
佛光山寺舉辦的「國際青年會議」。4)永續推動「信仰與傳承」案。5)《星雲大師全集》推廣案。6)2020大洋洲聯誼會謹訂於2020年
6月26至6月28日，假紐西蘭北島佛光山寺舉行。7)「贊助南天大學及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案」。8)鼓勵青年參加墨爾本青年團舉辦的
2020年ANZBYC。9)「人間佛教座談會」謹定於2020年10月16~18日，假臥龍崗南天大學舉行。10)確認2020年度協會行事曆案。11)確
認2020年預算案。12)籌備2020中天文藝節謹訂於3月22日舉行。13)昆士蘭協會幹部講習會延緩。14)2020年佛誕節慶祝大會籌備議案。

紐澳總住持滿可法師開示說：人間佛教有這麼多的道場，在未來發展和國際合作方面，希望我們做的活動有效益性、有連貫性，不
要浪費資源。我們讓調查研究公司去研究現在的青年和少年最關心的是什麼，發現他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空氣污染、天氣變暖而帶來
的天災人禍，他們也非常關心這些問題未來可能對他們的生活造成的影響。人間佛教就是為了讓人間變得更美好，現在的計畫就是為
了更廣泛、運用更多的管道把我們的想法落實到實際行動，落實到行三好。我們的主題是信仰與傳承，環保與心保，行三好。我們需
要做出一些事情來，為大眾的生活謀福利，心動和行動需要結合在一起。師父的理念非常好，現在我們的平臺也非常多元化，可以利
用網路的因緣大家互相交流，做出一些本土的創意，生根信仰的活動，去認知生命價值的活動，讓我們的佛光人生活更美好。星雲大
師的人間淨土是需要大家去
實踐的，可以看一下《人間
佛教》第25期裡有一篇師父
寫的文章非常好，師父講「
幸福快樂照五洲、幸福快樂
照佛光人、幸福快樂照我們
生活的世界」。我們現在做
的事情對整個社會都是非常
有意義的，感謝各位理事、
各位幹部的發心，讓我們共
同創造人間淨土。



12

2月23日，本年度第一學期中天青年書院開學，有Belinda Hsueh、Linda Chang、Henry Liao等13位青年參加。上午10時，
住持滿望法師於中天圖書館教授宗門思想，介紹佛法僧三寶、皈依三寶的意義：佛寶是2500年前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廣義的說是
佛陀的智慧和慈悲以及報身和化身佛的功德，即每個人皆是未來佛；法寶是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和證法；僧寶意譯為「和合眾」，即指
信奉佛陀教義，修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亦指奉行「六和敬」的僧團。又簡介星雲大師的一生，及大師提倡的三好、四給引領我們弘
揚、實踐人間佛教。上午11時妙信法師講解「信仰」說，邪見不如不信，不信不如迷信，迷信不如正信。正確的信仰可以讓我們獲得
無比的利益。我們要信仰正信的宗教，我們每個人最好都要建立對自己的信心，都要信仰自己。每個人都應該認為我能做好人，我可
以成佛，這樣的決心，心胸開闊。信仰可以幫助我們成為好人，成就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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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大學建築系研究所因為將成立茶禪中心而舉辦茶禪學習活動，
於3月3日，該系教授及研究生一行22人，抵達中天寺學習茶禪文化，禮請法
師指導茶禪，並參訪寺院，藉由茶禪學習，提升心靈的涵養。

妙信法師先為學員講說茶禪活動流程，帶領靜坐禪修以收攝煩躁的心。說
明喝茶有助於身體健康，提神醒腦，通過泡茶、品茶體會「禪」的意境，更
可以提升到茶禪的境界，禪與茶就是自然、放下，展現平等心、慈悲心、感
恩心。接著，方凱雄、雍嘉鳳等茶禪行者介紹茶業種類、茶具的名稱，講解
賞茶、溫壺、泡茶、奉茶、品茶的流程。學員對於茶葉的許多新知識，例如
烏龍茶經過採摘、炒青、揉撚、烘焙等程序技巧，可製作出品質優異的茶類
等，聽得津津有味，認真的勤作筆記。然後學員分組進行茶道練習，學習沖
泡不同的茶葉，認真地學習取茶、賞茶、品茶等每個步驟，學習如何冷靜平
和地飲茶，在聞、看、聽中感受到茶道有益於專注力的培養。

有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研究生說，第一次品嘗烏龍茶，感覺香氣非常馥郁芬芳，有別於常喝的紅茶及咖啡，來到中天寺感覺環境清
靜，主體建築風格充滿中國之特色，非常喜歡來到這裡的感覺。「茶禪」結束後，學員依序巡禮圓通寶殿、美術館等處，以愉快的心
情感受佛教文化、藝術氣息，圓滿這場茶禪研習之心靈饗宴。



最近，coronavirus疫情日增，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將至，3月7日上午，中天寺於圓通寶殿首次以網路直播上線啟建大悲懺法會。

住持滿望法師與諸位法師帶領84位信眾於圓通寶殿及100多位信眾居家通過網路依大悲懺儀軌，隨著經文迎請、發願、持咒、懺悔、
宣讀文疏等，以身禮拜、口念誦、意觀想來進行懺悔。大眾還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祈求觀世音菩
薩的慈悲加被，讓我們具備勇氣與智慧，面對疫情，能夠處變不驚，面對疾病，能夠冷靜寬心。讓生病的人儘快痊癒，恢復健康，不
幸往生者蒙佛接引，安心歸去，讓社會淨化遠離疫情，讓普羅大眾平安吉祥。接著，在稱念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中，為信眾們灑淨；
大眾藉著大悲懺的殊勝因緣，一起精進修持，透過禮拜佛菩薩和持誦大悲咒，以止息妄念，消除業障，開發般若智慧。

住持滿望法師開示解說佛教的「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是佛法的根本大綱，不僅說明宇宙人生生滅變化
的現象，也詮釋諸佛寂滅無為的解脫境界。我們明白世間的無常變化，信仰是我們的健康路，是我們的吉祥路，我們面對肺炎疫情蔓
延，要明白世間無常，放下自我，要守法、謹慎不恐慌，並且要有密行，如誦經、抄經、跑香、禪坐等修行，安定自己的身心靈，就
能夠涅槃寂靜。今天是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大悲懺法會，藉由大眾誦經的力量，激發廣大菩提心，救護一切眾生，讓社會淨化遠離
疫情，讓普羅大眾平安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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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下午，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佛光會昆士蘭協會會長劉宗澤、2020年佛誕節總幹事Judy Lin、昆士蘭協會督導長盧姝錦
、佛誕節市場行銷Ralph Smith等人前往布里斯本南岸公園，與公園活動管理部執行長Ms Tasha Petrie、Mr Jeremy Effron進行會談
，討論有關佛誕節籌備工作。

最近面臨武漢肺炎疫情的發展，及疫情影響所遇到的困難，佛誕節主辦單位表示：1)募款遭受影響；2)疫情對400位表演者健康安
全影響；3)很多義工不能來幫忙等問題，今年的佛誕節活動將不在南岸公園舉辦。經過雙方溝通交流，執行長Mr Jeremy Effron、Ms
Tasha Petrie表示認同主辦單位所關心的問題之原因，願意配合並全力支持中天寺與昆士蘭協會有關佛誕節的對外宣傳，而且會將
正面的信息發布給大眾。

住持滿望法師與佛光會團隊感謝活動管理部執行長的理解與支持，贈送大師書籍《366 Days with Wisdom》與2位執行長結緣。
明年將慶祝佛誕節25周年，希望在這一年裡做好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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