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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希望過得幸福，但是，心中往往充塞著執著、乖戾、嫉妒、驕慢
等不良的種子。有的人一味的追求物質，追求享受。其實，快樂的人生，不
在山珍海味，而在清和淡雅；不在盲目追求，而在真誠相待；不在別人的施
捨，在自己的努力；不在遙遠的未來，在當下的獲得。所以快樂的根源是：

第一、身心的健康：身心都健康，是快樂最重要的條件，西諺云：「健康
生快樂，快樂生健康。」試想：你的身體四大不調，百骸不暢，臥病在床，
或者你的心中三毒熾盛，障門大開，起惑造業，能快樂嗎？有人說歡笑能補
腦，勝於服食藥物；每日笑口常開，身體自然能健康調和。

第二、仁慈的心念：有仁慈心腸的人，別人會喜歡接近他，他的仁慈行為
，也會讓人永銘於心。古代高僧大德的仁慈，如智嚴躬處癘坊、高庵看病如

己，甚至像智舜割耳救雉、僧群護鴨絕飲，他們悲憫眾生疾苦的精神，不但為時人所崇仰尊敬，也為後人立下仁慈愛物的楷模。

第三、虔誠的態度：《禮記‧大學》篇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對
人虔敬，可以鄰里和睦，興家旺國。宗教信仰上，對真理的追求，也須真心虔誠，方可體悟佛性真如。

第四、純淨的信仰：小孩子需要依靠父母，生命才得安全；老人需要依靠拐杖，走路才能安穩；黑夜中需要依靠明燈，行人才能看
清方向。信仰如同我們的依靠，純淨的信仰，能做人生的導航。生活有了信仰，就有勇氣面對困難與壓力；家庭有共同信仰，精神理
念相同，自然能和諧無爭。

　身體健康，什麼事都能做；心理健康，什麼事都能承擔。心地慈和的人，能普遍的接受一切；胸襟寬闊的人，會成就偉大的事業。
生活若能帶著虔誠恭敬的態度，則無往不利；生命若能有純淨的信仰，則所到之處，都會散播出真的、善的、美的，這些都是快樂的
根源。因此，要快樂必須具備這四點：

第一、身心的健康。

　　第二、仁慈的心念。

　　第三、虔誠的態度。

　　第四、純淨的信仰。

(選自：星雲法語10－歡喜滿人間 卷一 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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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快樂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但是每個人對快樂的感受卻截然不
同，有人以物質享受為樂，有人以親近大自然為樂，有人以精神上
的提升為樂。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快樂呢？只要轉化煩惱，快樂就
在當下。我們可以從以下四點找到快樂的根源：

第一、闊達的心胸：懂得包容，就不會錙銖較量。心胸豁達開朗
的人，凡事看得高遠，不會被眼前利益所蒙蔽；心量狹隘自私的人
，處處與人計較，往往無法成就大器。一如唐代詩人杜甫以「安得
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表現其一心為民的廣闊胸襟
。如果能以豁達的心胸包容一切，自然能看見最美好的世界。

第二、內在的寧靜：印度聖雄甘地，一生有大部分時間住在牢獄
裡。但是，他無時無刻不感到安穩自在，因為他內心永遠保持著寧
靜與淡泊。不論環境如何紛亂，我們每個人都要讓浮盪不安的思緒
，找到一個出口，從內在的寧靜中，尋得真正的快樂。

第三、物質的滿足：《圓悟佛果禪師語錄》記載：「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人的欲望
愈多，心愈容易變質。如果能甘於淡泊，則不會鎮日追逐物質而不得滿足，猶如清淡的白開水，無雜無染；淡泊中的快樂，才是長久
可靠的。

第四、主動的關懷：心懷慈悲的人，常會主動關懷別人，如觀世音菩薩常做「不請之友」，以三十二應化身尋聲救苦，故為眾生所
尊崇、信仰。從別人的給予中所帶來的快樂、滿足只是一時的，主動的布施關懷他人，帶來的心靈快樂，才是真實。

　孔子曾云：「仁者不憂」，即是對人生的窮通得失、成敗有無能夠不憂不拒。誠然，當我們拋卻世俗枷鎖，心胸自能闊達，內在自
得寧靜，對物質能滿足，更懂得主動關懷周遭的人事物，何愁人生不會自在快樂呢！

第一、闊達的心胸。

　　第二、內在的寧靜。

　　第三、物質的滿足。

　　第四、主動的關懷。

(選自：星雲法語10－歡喜滿人間 卷一 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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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要經過勤勞努力，才能獲得，沒有犧牲奉獻的精神與實踐，是無法體會真正的快樂。
而快樂的根源，來自內心的平靜和充實，最後四點提供給大家：

第一、不斷的教育：一個人能不斷的求進步，不斷的教育自己，就是一種幸福快樂。《禮
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現在社會提倡「終身學習」，可知學習是一輩子
的事，也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平時我們可以從生活教育、人格教育，以及知識、科技等教育
，來提升自我並啟發思想。

第二、願望的實現：願，是一種理想；有理想，還必須去實踐，兩者相輔相成，才能有豐
碩的收穫。我曾說過：「只要有願心，世界無遠近；只要肯發心，人間無苦樂。」一個人如
果能不斷的發願，不斷的發心，進而實踐自己的願望，也是一種快樂。

第三、共事的和諧：與人相處共事，能和諧無爭，互相尊重，互相包容，這是最美滿、最
快樂的事。團體的每個份子都很重要，不要妄自菲薄，也不可看輕他人。與人相處，若能抱
持「你對我錯」、「你大我小」的老二理念，必能和諧共事，發揮最大的力量與效率。

第四、真理的徹悟：人生在世，能明白真理，是非常幸福快樂的。我們信奉佛教，主要的
即是享受真理的快樂。世俗上的娛樂短暫易逝，法樂裡的歡喜卻深廣無限。世學有漏，佛法無邊；知識變易，真理常新。釋迦牟尼佛
未成道時，貴為一國的太子，享受無比的歡樂，得到萬民的景仰。但是他不以皇宮的生活為滿足，不甘願做個庸碌的凡夫，於是捨棄
一切的榮華富貴、親族情愛，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最後不僅自己徹悟，也為眾生開創正覺幸福的人生。

　所以幸福快樂從哪裡來？對自己要有理想、有願心，並且努力求進步，不停的自我教育。還有，將周圍的人皆視為善知識，相互學
習、相互尊重，一起追求真理，共同沐浴在法樂中，我想就是人間最大的快樂了。

第一、不斷的教育。

　　第二、願望的實現。

　　第三、共事的和諧。

　　第四、真理的徹悟。

(選自：星雲法語10－歡喜滿人間 卷一 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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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晚上，中天寺與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聯合舉辦，洛根市政府贊助之除夕辭歲暨迎新年多元文化活動隆重
揭幕，春節平安燈高掛喜氣洋洋，紅磚步道有星雲大師新年墨寶「花開四季耕耘心田」，圓通寶殿舉行辭歲獻燈祈
福法會、 多元文化表演、素食區、建寺簽瓦、書法、守歲等一系列精彩的慶祝活動，吸引民眾近3千多人同歡慶。

晚上8點30分，獻燈祈福法會迎接2021農曆新年的到來，住持滿望法師、諸位法師帶領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理事、
分會會長及會員信眾等一起獻燈，恭讀星雲大師〈除夕祈願文〉。接著，住持帶領大眾向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及佛光山住持心保
和尚等辭歲，然後向大眾賀年。滿望法師開示說：我們即將迎來了牛年，牛年象徵著勤奮、努力向上、積極進取的一年，今年星雲大
師送給我們「花開四季耕耘心田」的祝福，非常適合澳洲這片寬廣的土地，在這片寬廣的福田裡，需要我們每一個人
辛勤的耕種，就像我們的色身也需要照顧，適當的運動、調理，身做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心。智慧的福田也需要耕耘，學習正面
的知識和佛法。希望來年要更加圓滿，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平安幸福。

接著是大家期待的祥獅獻瑞，多元文化表演邀請了漢服社、功夫表演、民樂演奏、歌曲等節目，為我們的除夕夜增添了許多樂趣。
晚上11時，住持滿望法師帶領大眾參加早課誦經，一起燒年香供佛，迎新拜年，發紅包。凌晨12點整，法師們帶領大眾排長龍一起倒
數跨年，敲響吉祥平安鐘歡迎牛年，祝福大家行三好，花開四季、耕耘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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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農曆新年初二，中天寺圓通寶殿及線上同步啟建新年禮千佛法會
，上午10時30分，住持滿望法師與諸位法師帶領200位信眾諷誦《般若波羅
蜜多心經》，禮拜千佛，並在三皈依之後，進行上供程序。今天又是2021
年中天文藝季開幕典禮於圓通寶殿舉行，住持滿望法師帶領貴賓及大眾唱
誦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並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年祈願文〉，與會嘉賓
獻燈祈福，祈願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歡迎嘉賓並致詞感謝洛根市市長和市政府對中天
寺的持續支持，及贊助農曆新年活動，並感謝洛根市政府在推動中天寺成
為和平、和諧與啟蒙的教育場所以及列為當地主要旅遊景點之一。洛根市
長Cr. Darren Power致詞說農曆新年活動是洛根是最大的慶祝活動之一，
農曆新年活動不僅對華人社區非常重要，而且對很多參訪者也很重要，吸
引了幾千人來參加。洛根市很榮幸與中天寺十多年的合作，很期待看到中
天寺二期工程建設完成。昆士蘭州能源部長暨公共工程與採購部長Mick de
Brenni MP、聯邦議員Jim Chalmers MP、布里斯本市議員Cr Kim Marx等
貴賓分別致詞，而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吳允仁組長也代表處長出席並致詞。

住持滿望法師開示說：歡迎大家，並感謝您參加我們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感謝洛根市政府贊助我們的農曆新年文藝季，在洛根市
政府的支持下及佛光人的努力之下，該活動現已成為昆士蘭州最大的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之一。我也正式歡迎Cr. Darren Power市長來

到中天寺，這是您成為洛根市市長以來的首次訪問，我們期待著將來
與您見面。也感謝您今天活動的慷慨支持。感謝所有與會嘉賓一如既
往的支持和鼓勵。最後，我要感謝劉宗澤會長，2021年農曆新年文藝
季活動總幹事Linda Chang和數百名義工，他們為籌備農曆新年慶祝
活動付出了創造力，和不懈的努力。星雲大師今年的新年賀詞是要
培育一顆四季盛開的心，在我們邁入2021年的過程中，隨著我們在這
個世界的旅程培養自己的內心。牛群具有的韌性，勤奮和忠誠，都是
良好的特徵。在座的每個人，我希望您走上幸福之路，走向和平、繁
榮與智慧。新年快樂！

台上致詞的貴賓們手握紅綢帶，拉出彩球，代表著2021年新春文藝
季開幕了。典禮之後，所有嘉賓至海會堂圍爐聯誼，享用常住準備的
素食，餐後政府官員們及警官都去簽瓦區簽瓦，寫下新年的祝福與星
雲大師的法語。中天寺農曆新年活動又一次與十方大眾結下了善緣，
為社會留下了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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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大年初十，是今年農曆新年文藝季的最後一天活動，在總幹事Linda Chang及幹部們的精心策畫下，安排設計了一系列跨越
兩周慶祝農曆新年的文藝季活動，今天的敦親睦鄰活動就是藉由周末假日開放給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共同慶祝新年。

早上9點剛過，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就絡繹不絶的來到中天寺，共同感受和體會佛教文化和獨特的中華傳統文明。今天的「敦親睦鄰
日」活動內容豐富多彩，有素食園遊會、祥獅獻瑞、傳統的太極武術表演、小廚師烹飪教學、茶禪、摺氣球、抄經。上午11點在圓通
寶殿更舉行了佛光寶寶祝福禮，有近90為佛光寶寶與200多位家長於圓通寶殿現場及禪堂同步視訊參加典禮。下午1點，還有55位學生
與70為佛光童子軍在圓通寶殿參加了學生祈福典禮，在佛菩薩的加持下、中天寺法師的祝福與大眾的見證下，祝福所有的孩子、學生
、青年們健康聰明、福慧圓滿!

一年一度的「敦親睦鄰日」是中天寺的重要活動之一，其宗旨是敦睦鄰里、友愛相親，希望通過舉辦這樣的活動，增進不同地區和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相互瞭解、交流和聯誼，也進一步瞭解佛教和中華文明。到下午3點，來中天寺參加今年「敦親睦鄰日」的各界
人士和遊客已達近3000人，尤其是參加佛光寶寶、學生祝福禮人數空前，為未來的信仰傳承建立了良好的基礎。



9



10



11

2月21日上午，佛光山中天寺在圓通寶殿現場及禪堂同步視訊
舉行佛光寶寶祝福禮，住持滿望法師帶領覺常法師、妙來法師與
妙信法師，為90名佛光寶寶灑淨祈福，200百多名年輕家長及親
朋好友共同參與，期望每位小朋友獲得諸佛菩薩慈力庇祐、健康
成長。住持滿望法師於典禮上恭讀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為
佛光寶寶祈願文〉，祈求觀世音菩薩慈悲加被，讓孩子在挫敗的
時候有信心和勇氣，讓孩子在困頓的時候有智慧和力量。在稱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中，滿望法師為寶寶們及家人灑淨並贈送念
珠給佛光寶寶，祈願寶寶們健康成長。最後，法師頒發證書給佛
光寶寶，祝願所有寶寶平安健康，增福增慧，並帶領佛光寶寶發
願行三好，在人生旅途的起跑線上種下善美因緣的種子。

2月21日下午，佛光山中天寺在圓通寶殿為學生舉行祈福法會
，住持滿望法師、覺常法師、妙來法師與妙信法師與120位學生
，唱頌英文「三寶頌」，諷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並恭讀星
雲大師〈為考生祈願文〉，希望學生們以清淨身口意，建立用心
、專心、放心的學習態度。在「南無觀世音菩薩」聲中，住持滿
望法師為學生們灑净，希望菩薩能夠帶給大家信心和力量，啟發
學生內在的佛性、柔軟心和專注力。透過祈福法會的加持力，幫
助他們有堅強的耐力、善巧的智慧，獲得理想的成績。最後，法
師致贈星雲大師墨寶「耕耘心田、花開四季」吉祥紅包與每位學
生結緣，祝福他們考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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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70位不同年齡的昆士蘭佛光童軍團和45名家長聚集在中天寺圓通寶殿舉辦2021年首次童軍家長會。首先方月明團長歡迎
所有的童子軍和家長，並感謝家長讓孩子們參加佛光童軍團。方團長也向大家介紹了協助佛光童軍團活動的妙來法師、家長、委員會
幹部和成員，並向家長們提供關於佛光童軍團的信息資訊，包括運作方式，課程、費用和當日的活動流程。

下午，童軍團邀請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及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出席向昆士蘭州長The Hon. Annastacia Palaszczuk及州長團隊
贈送由4位幼童軍共同製作的繪畫及感謝卡儀式。主要是感謝在疫情期間州長和團隊們為保護民眾安全所付出的辛勞與危難中冷靜果
斷的智慧，由公共設施工程和採購部長Hon Mick de Brenni代表接受。方月明團長歡迎部長，小隊輔Clemance Lai代表佛光童軍
團致詞感謝昆士蘭州長和團隊維護大家的安全，這與星雲大師提倡的「三好」的意義相符合。由4位幼童軍畫了一幅澳洲無尾熊的畫
，並製作感謝卡以傳達感恩之心。這幅畫主要是由符號圖標製而成，他們畫了無尾熊，並以昆士蘭州的輪廓作為背景，畫中有童軍徽
章代表了全州的所有童軍，病毒畫在在昆士蘭州的輪廓外，畫兩隻手代表昆士蘭州已被保護免受COVID19的侵害。這幅畫的主要目的
是要感謝The Hon Anastacia Palaszczuk州長和她的團隊讓我們在疫情中遠離COVID19，平安無恙。Hon. Mick de Brenni部長感謝
幼童子軍在如此幼小的年齡就能製作出色的作品和愛心，在多次參加昆士蘭童軍團舉辦的活動和典禮中，這次贈畫儀式特別令人印象
深刻、令人感動。也見證了童軍團的積極正向的精神，給予兒童正能量的教育，為他們未來成為社會的棟樑打好基礎。與會大眾以熱
烈掌聲讚嘆童軍們的創意、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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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上午，在布里斯本Calamvale Community College中學任教的
南二分會曾瑞華會長帶了24位11年級的學生參訪中天寺做文化教學活動。
妙來法師歡迎師生們，接著由義工Lyna師姐帶著學生進入圓通寶殿禮佛，
Lyna師姐以生動活潑的英語為學生講佛教的歷史以及佛教和中國文化的關
係，還講解星雲大師如何將人間佛教傳揚於五大洲。Lyna又帶領學生在禪
堂進行15分鐘的禪坐，學生們體驗到禪坐後感覺輕鬆、壓力減少。妙信法
師為學生們講解茶禪的意義，並藉由泡茶的過程來講解茶禪行儀。佛教文
物館裡的佛教和中國文化紀念品讓學生流連忘返。中午時分結束了參訪活
動。師生們特別感謝今天義工的帶領和介紹，學生們覺得讚嘆短短兩個小
時的參訪，讓他們認識佛教的基本常識，也了解了中國文化，真可謂一舉
兩得，希望下次有因緣更多了解人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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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蘭州政府肯定華人對本地經濟文化推展之貢獻，每年於昆士蘭
州議會舉行慶祝農曆新年活動，2月24日晚上，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
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應州長Hon. Annastacia Palaszczuk
MP邀請前往參與盛會，有副州長Hon. Steven Miles MP、多元文化部長
Leanne Linard MP、政府内閤部長及州議會議員、布里斯本市政府
代表及各界華人社團代表等150人共同慶祝新年佳節。

活動是由多元文化部長Leanne Linard MP主持。州長Hon Annastacia
Palaszczuk MP致詞說：很榮幸今年又能舉辦慶祝農曆新年招待會，
因為昆士蘭人民在疫情中表現優秀，遵守政府法令，做好了最佳的防
疫措施，因此我們共同度過難關。雖然未來有更長的路等待著我們，
今年是牛年，勤奮努力是牛年的重要特徵，希望我們在新的一年共同

努力，再接再勵。州長對華人在當地經濟社會及對昆州多元文
化的推動之貢獻表示肯定。

招待會中州長向所有的華人賀年，並與大家合影留念，住持
滿望法師贈送今年大師墨寶「花開四季耕耘心田」卷軸予州長
為新年禮物，共祝新年。昆士蘭州的法律事務暨安全委員會主
任Peter Russo向滿望法師介紹副州長Hon. Steven Miles MP，
並讚嘆中天寺如何在昆士蘭弘揚人間佛教的事蹟，落實本土化
。滿望法師也向副州長介紹中天寺如何在推廣「三好」，將「
三好」的理念為社會注入一股清流，並教副州長用代表佛光人
的蓮花手印問候。中天寺二期工程正順利進行，歡迎各位來中
天寺參加活動，促進交流。大家合影留念，整個場面洋溢著一
片歡喜融合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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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恩

西區不僅山青水綠，人文薈萃，更是一個溫情滿溢的好地方！現在的中天寺住持滿
望法師在二十多年前，曾擔任昆士蘭協會西區分會的輔導法師，與西區分會大眾結下
了深刻的因緣。

1月28日，滿望法師以住持身份首次回到西區，在友愛服務隊暨西區分會的安排下，
與覺常法師一起前往關懷身體不適的戴向東居士和其同修楊果立師姐；同時順道安排
了龍又麟與雍嘉鳳伉儷的家庭普照。

戴居士先後於南天寺與中天寺10多年的義工歲月裡，為常住和學校做過許多無畏施
的奉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1年的水災，積極帶領金剛隊友們熱心協助西區受災
戶善後。平日寺裡也經常可見其於大熱天下汗流夾背，默默整理庭院的身影。他行事
謙沖低調，奉持六度波羅蜜，精進修持之餘，更歡喜和眾生結緣，並且對淨土法門頗
有心得。當日住持和隨行關懷的師兄姐們皆給予其極高肯定，並送上祝福，祈願其吉祥平安，早日康復。

雍嘉鳳師姐於1993年協助滿望法師創設西區中
文學校，宋珮蓮、霍穗蘭老師和簡媽媽及薛督導全
家都是當時一起打拼的將才，大家為辦學而攜手合
作，眾志成城的這股精神和情誼迄今記憶猶新。家
庭普照中，滿望法師親切和大家敘舊，點點滴滴、
百感交集！雖然昔景不再，但是中文學校在人間佛
教「以教育培養人才」的基礎上，所發揮的功能與
影響卻是有目共睹。它曾引領許多家庭接觸佛法，
走入中天寺和佛光會，也改善了親子、人際等關係
。並且還為許多移民家庭提供了健康和樂的價值方
向，尤其同修是空中飛人的雍師姐家庭感念最
為深刻。

滿望法師為大家開示，並分享近日的讀書心得
，蓮花妙語如醍醐灌頂般讓大家收穫豐盛。感恩之
餘，我們更期盼住持能經常來訪西區分會和會員們
互動，為大家帶來善緣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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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上午，黃金海岸佛光緣舉行藥師祈願圓燈法會，由中
天寺住持滿望法師與覺堂法師帶領大家恭誦《藥師如來本願功德
經》、藥師讚、藥師偈、念佛拜願、功德回向，並恭讀星雲大師
〈向藥師如來祈願文〉及上供程序。法會結束後 滿望法師也藉
此法會代表常住頒贈結緣品，祈福大家農曆新年平安健康，一切
如意。圓燈法會共有29位會員信眾參加。

住持滿望法師開示說：由於疫情的關係，今年農曆新年有很多
團體單位或購物中心的慶祝活動都取消或縮小了，讓我們深深感
受到疫情的影響。也因此，星雲大師特別用「花開四季，耕耘心
田」來勉勵大家迎向新的一年，要播種，要灌溉，更要用心耕耘
才能有成。一件對的事堅持做一年或三年都不稀奇，若能持續做
三十年才真的是不容易，期望大家能堅持信仰，提升自己的生命
價值，讓人生更豐富美好。滿望法師舉例黃師兄移居澳洲的因緣
，說明人要把握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開創美好的未來。最後，
祝福大家順順利利，開開心心，平安吉祥。

2月25日上午，黃金海岸佛光緣舉行藥師祈願上燈法會，由中
天寺住持滿望法師與覺堂法師帶領大家恭誦《藥師如來本願功德
經》、藥師讚、藥師偈、念佛拜願、功德回向，並恭讀師父上人
〈向藥師如來祈願文〉及上供程序。法會結束後，滿望法師代表
常住頒贈吉祥的佛光香，祈福大家永保健康，平安如意。共有3
4位會員與信徒大眾參加，亦有多位師兄姐遠從布里斯本專程來
參與，讓上燈法會更加殊勝。

滿望法師開示時舉例自己應昆士蘭州長的邀請，參加州政府舉
辦的農曆新年慶祝晚會而帶出我們要有「守時，守份，守道，守
住容忍之心」的好習慣。做事不能全然為己，守住自己的本份，
該做的事就要盡一己本份去完成。最後，祝福大家闔家平安吉祥
。午齋後，秋鶴師姐一如往常帶領大家伸展懶人氣功等健康操，
隨著音樂師兄姐跟著手足舞動，活絡全身筋骨，常保身心愉
悅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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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昆士蘭佛光青年團舉行年度迎新會活動，以接引青年了解青年團，提供機會讓青年幹部們與新團員互相認識，並成為朋
友。由總幹事團一副團長Wendy Tang協助策劃，青年團一團長Vin Son Wong、青年團二團長Henry Liao、副團長Valerie Tan、
副團長Michelle Kwok、副團長Olivia Liu、副團長Tina Wu及團員們共27名青年參與了此次活動。

上午10點，青年們聚集在丹墀，開始破冰活動，讓青年相互認識了解。然後分組活動以認識昆士蘭青年團目標、佛教義理等。在中
天寺午齋後，進行活動挑戰，青年們還閱讀了一篇星雲大師寫的文章〈畫師作畫〉，並分享讀後感想，從中找出能在生活中運用到的
關鍵語句。住持滿望法師以英文《佛法真義》開示「放下」對青年的重要性。當我們了解因緣法，要先將自我放下，在承擔事情的因
緣中不斷成長。滿望法師看到青年團推動人間佛教本土化的成果及精彩的弘法創意，以簡單易懂的表達，讓人了解佛法真義。滿望法
師也讚嘆青年們為常住的服務奉獻，在行菩薩道中耕耘心田，福報無限永綿長。並勉勵佛光青年：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給人方便，能如此人間才會更美好。青年團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大家互相學習，提升正能量。

妙信法師在禪堂教導青年們禪坐，讓青年們體驗身心沉靜的感受，了解把握當下的意義。妙信法師並向青年們介紹即將開課的線上
讀書會課程，鼓勵青年參加。青年團迎新會活動不僅是歡迎新團員，更是讓佛光青年在這一天歡聚一堂，共同展望佛光青年美好的未
來。2021年昆士佛光青年分團迎新會圓滿結束，青年們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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