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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揀擇就是分別。雖然佛教提倡無分
別、無分別智，但是我們學道的人，在智慧尚未顯發、真理尚未體悟時，仍應學習
從分別處揀擇真的、善的、美的，然後才慢慢做到不揀擇、不分別。我們要學習揀
擇四點：

第一、書必揀擇而讀，則開卷有益：雖然古人說「開卷有益」，但是讀書仍要有
所選擇，有益的書才讀，無益的書讀了沒有意義，也得不到知識與啟發。現在這個
社會有很多不好的書，讓人開卷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像前陣子一本《完全自殺手
冊》，帶起了自殺風潮，使得很多家庭破散，社會也為此付出極大成本，所以書必
須揀擇而讀，才能開卷有益。

第二、人必揀擇而交，則近賢希聖：每一個人都需要朋友，但是我們交朋友也須經過選擇。古人說：「友為五倫之一，慎於擇友，
懼其損也」，好的朋友可以患難同當，不時給我們忠言，不當的朋友是酒肉朋友，只想利用我們，甚至出賣、背叛我們。孔子說：「
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我們所交的朋友，應該是有知識、有道德、有人格、有慈悲心；選擇這樣的朋友，才能不受傷害
且「近芝蘭，則氣味日馨」呢。

第三、言必揀擇而聽，則是非明白：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聽話也是如此，對於別人說的話，不能每一句都當真的，必須有所
揀擇、能分別判斷，對人生大眾有用的，對國家、民族、社會關懷的、正確的，我們才聽。不當聽者不聽、中傷毀謗者不聽、是非煩
惱不聽、色情八卦不聽、讒言諂媚不聽。總之，須分辨是非，才能明白說者的居心用意。

第四、地必揀擇而到，則行無危險：雖然大丈夫志在四方，但是不論想到什麼地方去，還是必須先選擇。危險暴亂的地方不能去，
聲色場所不要去，有些藉宗教之名而行邪道、魔道之處，更不能去，因為去了不但種下邪知邪見的種子，還會破財失身，毀了一生。

　佛教修行次第「七覺支」當中的「擇法覺支」，即是告訴我們用智慧觀察諸法，才能善別真偽，而不取虛偽之法。所以一個人，無
論讀書、交朋友、說話、到什麼地方去，都必須審慎的揀擇，都要清明分別，才不會在游移漂流的生命長河中，空費草鞋錢。

第一、書必揀擇而讀，則開卷有益。

　　第二、人必揀擇而交，則近賢希聖。

　　第三、言必揀擇而聽，則是非明白。

　　第四、地必揀擇而到，則行無危險。

(選自：星雲法語4－如何度難關 卷三 智慧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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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以來，由於社會講求道德的聲音低落、價值觀念的偏差，導致現今
亂象叢生，上下、同儕、群我等倫理人際關係失序。生存在這紛亂無序的
世間，應該本著什麼樣的心念做人處世呢？有以下四點：

第一、對世間不望益我：現代社會大多以利為導向，養成利益薰心，貪
求欲望的習氣，許多人念念只想父母、朋友、別人能給我什麼，而不想自
己能給人家什麼？一味只想別人給我，就是表示自身的貧窮。《寶王三昧
論》說：「見利不求爭分，利爭分則癡心妄動」，假如對世間不望益我，
對得失不希不求，你就不會患得患失，隨著世間紛擾起舞。

第二、對他人不妒人有：佛陀曾開示：「不嫉妒他人，即能擁有大威德
。」對於他人獲益，存著「不妒人有」的心，為他祝福、為他歡喜，甚至
為他助成，自然會增長福德因緣。反之，凡事只會比較、計較、嫉妒，身心不但倍受煎熬，也容易引起人事的不和。因此懂得隨喜功
德，以欣賞、讚歎的角度，看待他人的榮耀與成就，必能從中擴大自己的涵養與氣度。

第三、對事業不怕艱苦：想成功立業，出人頭地，就要不怕艱難困苦。古人成就功名，沒有不經過一番寒窗苦讀；要一技在身，也
需要多年拜師學藝、苦練功夫。反觀今日，許多人禁不起一點挫折、打罵、批評，只有一事無成。要想成就大事，就要有「佛道無上
誓願成」、「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大勇氣與大願力，對學業、事業，不畏艱苦、不求速成，不把難字掛嘴邊，那麼，再艱難困苦
的事也能成功。

第四、對辦事不諉過失：無論我們智慧多高、能力多強，做事總免不了有過失的時候，如何能「不諉過失」呢？子貢以為：「君子
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一旦有了錯誤，要能自我承擔，懂得改進，切勿推托、講理，如此不
但為人詬病，自己更無法進步。所謂「靜坐常思己過」日常生活、做事，時時刻刻反省、懺悔，才能顯現無遺，為人敬佩。

　行走世間，不論對人、對事，能不望益我、不妒人有、不怕艱苦、不諉過失，還怕不能成就完美的人生嗎？

第一、對世間不望益我。

　　第二、對他人不妒人有。

　　第三、對事業不怕艱苦。

　　第四、對辦事不諉過失。

(選自：星雲法語4－如何度難關 卷三 智慧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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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中天寺收到洛根市政府寄來的表揚證書並附有一封洛根市市長Darren Power的認可信函。

表揚證書上說：「向中天寺裡協助舉辦慶祝華人新年活動的1500國際佛光會義工表達感謝之意，儘管今年COVID19還未停止肆虐。中
天寺是洛根市轄區裡了不起的資產及觀光地標，我們為新年活動的成功圓滿感到驕傲。」洛根市市長的認可信函則說明這張表揚證書
是市議員Cr. Lisa Bradley在市政會議中提出申請的，並指出洛根市政府相當肯定中天寺突出的表現。

中天寺自三十年前在洛根市建立，一路上發揚佛光山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
人心」，舉辦英文佛學、禪修、茶道、太極拳等社區文化教育課程，捐助各個慈善單位並參與各級政府相關活動，每年不但有慶祝農
曆新年及敦親睦鄰日活動，一年一度在南岸公園舉行的佛誕節慶典還成為昆士蘭州重點活動之一。中天寺不但吸引各界人士及學校師
生來參訪學習，也受到從州政府到布里斯本及洛根市政府中各級官員的支持與表揚。今天收到洛根市政府的表揚證書，是對中天寺這
些年的耕耘的另一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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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上午，黃金海岸Gold Coast Dragons龍舟隊特別邀請中天寺法師在Varsity Lakes湖岸邊的運動俱樂部為一艘新龍舟開光
點睛及祈福祝禱。

黃金海岸的Gold Coast Dragons龍舟隊成立於1996年，距今已有25年歷史了，可算是昆士蘭州最早成立的龍舟隊，現有43位隊員。
平常每週固定訓練三次，參加比賽前則會加強訓練，達到每週六次，因此25年來已贏得多次的冠軍，可說是國內外龍舟賽的常勝軍。

當日是由永定法師與妙信法師帶領昆士蘭協會督導吳金明、曾慧貞伉儷及黃金海岸分會會長王芸芳等會員前往，共有9位龍舟隊員
和來賓參加儀式。永定法師首先帶領大眾唱頌〈楊枝淨水讚〉與《大悲咒》，接著在風光明媚的湖畔為龍舟灑淨點睛，虔誠的一起祈
福祝禱。最後，妙信法師簡要的開示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預祝Gold Coast Dragons龍舟隊參加比賽都能持續贏得勝利，接著大家
歡喜的來張大合照，也圓滿了龍舟開光點睛祈福儀式。

Gold Coast Dragons龍舟隊負責人Ms. Kim Meade非常感謝中天寺法師及佛光人前來為新龍舟灑淨祈福，也為有這麼多佛光會員
的熱心參與而感到驚訝，希望在接下來的龍舟競賽中隊員們信心增長，繼續努力，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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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中天寺主導的「佛誕節」慶典於1997年首次在南岸公園舉行，為期一
天，共吸引五千名市民參加。經過20多年不懈的努力，為期三天的佛誕節慶典
活動能吸引了20萬名遊客，現已成為昆士蘭州的標誌性活動，是布里斯本三大
標誌性活動之一。2020年中天寺佛誕節因為疫情於線上舉行，今年配合昆士蘭
州政府的一系列管控制度，在中天寺法師與昆士蘭協會及佛誕節籌備委員會幹
部的帶領下，5月14日至16日的佛誕節慶祝活動將首次在中天寺舉辦。一如既往
，布里斯本市政府繼續贊助中天寺佛誕節慶典活動。4月21日早上在風景如畫的
南岸公園展開了佛誕節的宣傳布置，由一個6個承包商組成的團隊協助安裝，如

往年在人行道懸掛平安燈，並張貼15張大型宣傳海報。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昆士蘭協會督導薛華亭、張榮基、總幹事林淑珠、市
場行銷經理Ralph Smith等前往現場關心。

平安燈將作為節日的象徵高掛在南岸公園，並將展出一個月，與燈籠一起的一些大型海報，展示了過去24年的活動照片，以及星雲
大師、佛光山和中天寺的相關照片。燈籠啟動儀式也在4月28日舉行，為期3天的「佛誕節」慶典活動，其中包括浴佛、600多名學生
參觀活動、佛光寶寶祝福禮、禪修課程、太極、茶禪、佛學講座、多元文化表演、素食園遊攤位、獻供等精彩活動。懸掛的紅色平安
燈已經吸引了很多民眾的興趣，並將帶來有力的宣傳效果。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沿著南岸公園散步，都會有機會停下來閲讀有關佛
誕節的信息，平安燈的布置不僅宣傳中天寺佛誕節活動，也為更莊嚴美好的南岸公園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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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傍晚，昆士蘭州總督His Excellency the Honourable Paul de Jersey AC閣下在位於布里斯本市Paddington區的總督府，
為皇家布里斯本與婦女醫院基金會(RBWH Foundation)成立35周年舉辦慶祝茶會。應邀嘉賓為基金會主要捐助機構與個人、皇家醫院
主要幹部與專家、以及基金會部分理事與工作人員共85人。佛光山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代表中天寺與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督導長盧
姝錦、RBWH Foundation籌款經理楊弘也受邀出席了慶祝活動。

皇家布里斯本與婦女醫院之前身為昆州第一家公立醫院摩頓灣醫院，成立於1849年，於1856年改名為布里斯本醫院。歷經150多年
的歷史變革，皇家布里斯本與婦女醫院成爲一個集治療、教育和研究爲一體，是具有一流國際水準昆士蘭最大的政府醫院。該醫院現
擁有近千張病床，除了爲昆士蘭患者提供醫療服務外，還爲來自新南威爾士北部、澳洲北領地、以及南太平洋上一些島國和地區的居
民提供醫療服務。

皇家醫院擁有優良的傳統，即無論何時，其醫護人總是孜孜不倦地堅持臨床研究，爲提高醫療效果，救治病患不懈努力。Honourable
Paul de Jersey AC總督閣下在致辭中高度評價了基金會在過去35年裡為該醫院的各項臨床研究籌募了逾5千萬澳元的經費，並表揚
與會嘉賓們為此所做出的傑出貢獻。總督閣下還特別提及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澳洲傳播之初，基金會迅速行動，在基金會理事、
亦是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顧問傅裕峰先生的發起與贊助下，成立了一個專門針對新冠肺炎病患治療的基金，在全澳、乃至海外為對
抗新冠肺炎的一系列治療臨床試驗積極籌募資金。

秉承星雲大師開創人間佛教的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
以教育培育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净化人心」，在
中天寺歷任住持的帶領下，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的會員與
友愛服務隊，自1997年始即踴躍為皇家醫院捐輸善款，鼎力
支持多項臨床醫療研究。這些研究，不僅使昆州人受益，更
爲提高醫療水平，促進人類健康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在
茶會中，滿望法師代表中天寺及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向
總督閣下贈送了一副星雲大師為2021年新春祝詞「花開四季
耕耘心田」卷軸。總督閣下滿懷興致地聼取了滿望法師的介
紹，他表示將會在總督府尋找合適的地方懸挂此卷軸。最後
與會所有嘉賓在總督府前合影留念，皇家布里斯本婦女醫院
基金會(RBWH Foundation)成立35周年慶祝茶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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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陶令文處長抵任履新，4月23日上午，陶令文處長在陳淑芳主任、林淑美、陳秋燕僑務委員
、黃素珍僑務咨詢委員一行人陪同下拜訪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僑務委員盧淑媛顧問、世界總會楊史邦理事、薛華亭副督導長及張
榮基督導等歡迎接待，當天參加讀書會的30多位友愛服務隊隊友們也列隊，以「歡迎歌」歡迎陶處長及貴賓們蒞臨參訪。

住持滿望法師與佛光會幹部們先引領陶處長一行人至貴賓室會談，先恭喜陶處長新任就職，滿望法師特別說明中天寺建寺緣起與二
期工程進展，希望未來雙方有更多的合作。陶處長表示，特別感佩星雲大師與佛光山中天寺在昆士蘭深耕人間佛教造福大眾。陶處長
又談到自己是在澳洲雪梨出生，同星雲大師一樣，都是祖籍江蘇，布里斯本是他第六個外派的城市，最近剛從加拿大渥太華來到布里
斯本上任，感受到布里斯本溫暖宜人的氣候，也深切感受到僑胞的熱情，這次來到中天寺倍感親切和熟悉。滿望法師提到中天寺與佛
光會在昆士蘭重視推展文化教育，歷年的佛誕節已經舉辦24屆，深獲澳洲當地政府與僑社的肯定與支持，雙方相談甚歡，並互贈紀念
品與合影留念，過程溫馨圓滿。

接著帶領陶處長鳴鐘祈福，祈願國泰民安，世界和平。又至圓通寶殿點燈祈福，隨後參觀佛教文物館，還特別至禪園簽瓦，為中天
寺二期工程添磚加瓦，祝福二期工程如期圓滿完工。11點30分，滿望法師、盧淑媛顧問、世界總會楊史邦理事、薛華亭及張榮基督導
陪同陶令文處長一行人進入海會堂，為友愛服務隊精進研讀自我成長給予肯定和鼓勵。盧委員也向大家介紹了陶令文處長在各地照顧
僑民的政績，陶處長也深深表達了他初訪中天寺的感動。與會的所有友愛隊友們以掌聲歡迎陶處長，期許他馬到成功，功績卓著。

中午，常住於滴水坊安排了素食餐宴招待陶處長及貴賓，在交流過程中陶處長進一步了解人間佛教的內涵，及佛光人廣結善緣、慈
悲喜捨的精神，首次參訪，對中天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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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南二分會曾瑞華會長帶領會員們前往資深會員施國熾師兄和陳永美師姐伉儷府上普照。當天一共有32位會員參加，包括王
光漢、歐景興和杜素珍3位督導，輔導法師妙來法師也在下午特別前來與會員相聚。

施師兄居住在郊區碧草如茵的大莊園。會員們中午時分到達，首先參觀了陳列著上百幅畫作的大廳堂，所有作品是由陳永美師姐和
婆婆近二三十年來的繪畫，觀賞繪畫讓會員們打開了眼界。接著會員們圍桌享用由南二分會鄭金雀會員精心烹飪的盒飯，接著會員們
享用施師兄專業泡製的咖啡和點心，加上歡樂的卡拉OK，展現南二分會會員之間和諧的氣氛。

妙來法師於午飯後到達，帶領會員們在諾大莊園跑香，一一觀賞莊園裡的各式各樣的蔬菜果樹，分享施師兄和陳師姐伉儷辛勤耕作
的成果。法師以大師的教導「耕耘致富」來肯定施師兄伉儷的勤作成果，也鼓勵會員們平日努力「耕耘心田」，才得以「花開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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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昆士蘭佛光青年團於中天寺舉行2021年「籌備佛誕節一日培訓活動」，為今年5月在中天寺舉辦的佛誕節做好準備。有青
年團一團長Vin Son Wong、青年團二團長Henry Liao，副團長Michelle Kwok及 副團長Tina Wu等23名青年參與此次培訓，並邀請
了當家妙湧法師、覺堂法師、妙信法師、昆士蘭協會理事Claudia Hii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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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隊輔的熱情帶領下，青年們一下子就熱絡起來了。為使青
年深入理解禪修內涵，覺堂法師在禪堂教導青年們跑香、靜坐、太極等修持，讓大家放下萬緣，照顧身心。昆士蘭協會理事Claudia
Hii於海會堂為青年們講解擔任義工的重要性。Claudia向青年分享星雲大師對義工的開示，「義工」是有情有義的，做義工正如耕耘
福田，同時又耕耘心田，讓我們的福德智慧花果四季常開。做義工，完全發自內心的歡喜，要做到不比較、不計較，培養慈悲喜捨，
做義工不只做事，還要從中學習佛法真理等等。勉勵義工用「無我」的心情，在工作中不斷自我充實，實踐佛法。

最後，青年團一團長Vin Son Wong及、副團長Tina Wu，藉由推廣佛誕節青年素食義賣，鼓勵大眾支持「蔬食A計劃」的活動。
這次的培訓活動，不但向青年們再次介紹佛誕節的意義，而且又接引新團員，為佛誕節增加了年輕的生力軍，真是一舉兩得。最後，
青年團還發起贊助中天寺二期工程認領儲蓄筒創意活動，有10位青年報名，捧著象徵牛年的可愛儲蓄筒，發願在這一年裡節省零用錢
，投入儲蓄筒，為建寺奉獻力量。昆士蘭佛光青年分團籌備佛誕節一日培訓活動在歡喜的大合照中圓滿結束。



12

4月8日，黃金海岸分會在佛光緣舉行共修法會， 覺堂法師帶
領大家恭誦《藥師琉璃光本願功德經》，藥師讚，藥師偈，拜願
，三皈依，恭讀〈向藥師如來祈願文〉及功德回向，共有27位會
員與信徒參加，法會圓滿殊勝。

覺堂法師開示說明大家誦讀《阿彌陀經》，發願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雖然是很好，但是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堅定的信心，
觀察自己能否做到一心不亂，才能保證在最關鍵時刻如願前往，
圓滿心願。最後，覺堂法師勉勵大家要在佛道上持續精進用功，
更要在學佛過程中互相提攜，互相成就。

午齋時，大家為當月的壽星會員唱誦「祝您無量壽佛」慶生，
壽星們也共同切開由分會準備的生日蛋糕。覺堂法師代表常住頒
發結緣品給壽星們，並祝福他們闔家一切平安如意，福慧圓滿。

4月14日下午，為了使南二分會在佛誕節的工作能順利推動，
曾瑞華會長帶領8位幹部召開臨時幹部會議討論佛誕節事宜，由
南二分會王光漢督導蒞臨指導。

首先曾會長說明了近期分會的人事異動，包括劉香蘭師姐卸下
了10多年來友愛窗口的工作，目前有曾瑞華會長暫代；另外南二
分會這一兩年增加了20多位年輕的會員，特請朱丹卉師姐擔任小
組長來帶領新會員。接著針對2021年佛誕節各項細節討論，包括
：持續募款、推廣園遊券、彌勒佛佈置和輪值以及食物攤位販售
食物種類以及義工輪值等等。另外曾會長也說明南二分會使用了
四年的爆米花機將轉贈給青年團，青年團也很樂意以後他們可以
繼續將爆米花的香味瀰漫在道場裡的各項活動慶典裡。

曾會長一再感謝幹部和小組長們這幾年來的支持，有了他們
的支持會務才得以順利推動。王督導說今年佛誕節在寺裡舉辦是
一項新挑戰，為了呈現給十方大眾殊勝的佛誕節慶典，期許所有
幹部和會員們再度發揮團隊精神配合道場和協會的佛誕節慶
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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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黃金海岸分會在佛光緣舉行共修法會，由覺堂法師
帶領大家恭誦《藥師琉璃光本願功德經》，藥師讚，藥師偈，唱
誦藥師佛號，拜願，三皈依，恭讀〈向藥師如來祈願文〉及回向
，共有18位會員信眾參加，法會進行圓滿殊勝。

覺堂法師開示時引用星雲大師在《星雲法語》中提醒我們如何
增廣福報的十種方法，大師說：「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福德因緣深
厚，因為有時候增加財富，財富不一定是我們的，增加物質、財
產有時反而是個累贅。唯有福報是真的，到哪裡都享用不完」。
那如何增加福報呢？一、少貪多捨，二、少聚多散，三、少執多
放，四、少傲多謙，五、少私多公，六、少憂多喜，七、少愛多
慈，八、少色多德，九、少自多他，十、少拒多容。最後，覺堂
法師鼓勵大家隨時隨地要依此十種方法精進修行，自我要求，方
能增廣福德善緣，利人利己。

4月29日，黃金海岸分會在佛光緣舉辦香積讀書會，延請陳煉
師兄教導兩種甜點與素水晶包的製作，共有15位會員大眾參加。

陳煉師兄特別用心的準備了包括蘑菇造型的芝麻包、刺蝟造
型的紅豆沙包與素水晶包等三道拿手點心的教學。一早，他就將
備妥的餡、麵皮等各項食材帶來佛光緣。大家在他的耐心指導下
，一邊學習，一邊實際操作，真正做到「做中學，學中做」的精
神。不知不覺中，大家聞到從蒸鍋裡飄散出來的陣陣香味，都迫
不及待的搶著嘗鮮。由於素水晶包製作的數量有限，還沒上桌就
被試吃完了。陳煉師兄的點心製作早已有口皆碑，吃過的人都讚
嘆不已。

用好午齋後，我們就直接享受剛剛學做的兩道甜點，就在大
家吃的津津有味的歡樂聲中，圓滿結束香積讀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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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上午，黃金海岸分會在佛光緣舉辦讀書會，由佛光會檀講師薛華亭主講「正確理解『因
果業報』來務實生活」，共有23位會員大眾參加。

薛華亭檀講師在白板上投影出幾個大哉問：什麼是「業」？什麼是「業力」？什麼是「業果」？
接著又提問「什麼是人要的？」，「什麼是『長壽』的因果法則？」，「什麼是不務實的『因果業
報』觀念？」，「什麼是『務實』的生活修行？」。在一一聽取現場師兄姐的想法，並回覆這些問
題後，薛檀講師邀請昆士蘭協會副督導長吳金明來分享自2020年初以來，他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
情況下，如何運用佛法來突破困境，讓所投資的物業租客能夠持續經營生意，而遭到退租的物業能
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新租客。總結時，薛華亭檀講師繼續提問說：「『業』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以及「什麼是『務實』的學佛？」，來進一步解析「因果業報」。藉著這些一問一答的互動，薛檀講師鼓勵我們要好好思考自己學佛
的因緣與目的，每個人一但清楚明白「因果業報」的自然法則，則學佛透徹、信仰生根，在生活中就能務實的運用佛法，讓人生更圓
滿幸福。

最後，薛華亭檀講師講述《雜阿含經》中兩個有關「善終」的典範故事，一是優波先那尊者，另一位是須跋陀羅尊者。透過這兩位
覺悟得道的尊者，讓我們體悟學佛後放下執著與罣礙，是何等逍遙自在。佛光緣讀書會就在午齋的打板聲中圓滿結束，最後大家禮請
覺堂法師一同大合照，為這場盛會劃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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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特殊又別具意義，既是世界地球日，也是友愛服隊悅讀星雲大師著作，增加智慧的月例共讀日。10點30分，友愛的書友
們進入海會堂，進行智慧精進的修讀。

在這次主辦人許玉佩、蔡淑滿、王清雪、駱文婷、黃雪蓮、徐秀美的精心安排「書香、茶香、花香」中，拉開序幕。首先由蔡淑滿
導讀大師文章「解脫道」，隊友們各個懷著心香一瓣真切之情，把握當下，熱烈分享從大師智慧文章中，所得到的體悟！

許玉佩表示希望從人我之間自在修行，直到解脫六道輪迴。王清雪則希望能真正放下，不執著，力行八正道，用在日常生活中。駱
文婷則舉例，從親人的往生和參加水陸法會的過程中，體會精進學佛，一切要靠自己來！黃雪蓮表示從學佛及茶禪的過程中，體驗到
歡喜自在，並且受用在親子關係上。友愛服務隊宋佩蓮隊長說到學佛前後，自己發現到明顯的淨化自心，並活用在職場上，解脫許多
俗事煩惱。王雙蓉則提到在行佛道上，歷經了提起丶看破丶放下的種種過程之後，還要注重傳承。子瑩、木英、秋鶴、麗香、珍女、
嘉鳳、玉華、素珍、小飛、杏卿、聰玲、春嬌、映雪、芸姗等精進菩蕯，都紛紛分享從大師的文章中，受用在日常生活。

人來人往的磨練當中，或有因觀因果了解緣起而自在；或有正向思考面對現實；或有在時序轉換中，體悟春花秋月而感到解脫。大
家深刻分享，其法喜也融融！最後在主辦人之一，徐秀美引用大師文章「解脫，不在別人，在自己；解脫，不在他方，在當下。」，
並期望大家互相砥礪，在信解行證、悟的當下，如何落實人間佛教菩蕯道修行，做為這次讀書會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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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下午，友愛服務隊在中天寺海會堂舉行本年度第三次幹部會議，共有30位幹部出席。

會議首先討論友愛服務隊將在中天寺舉行的佛誔節慶典中推出Hihg Tea活動。感謝盧芳茗師姐結缘咖啡豆，也感謝提供High
Tea點心的師姐們。同時討論知賓組12位師姐，將在佛誕節接待貴賓、準備午餐盒及結緣品等事宜。宋佩蓮隊長感恩大家分工合作、
集體創作，培植善業福德，提升自我，從中感受到佛法妙用。會議接者預告6月10日將在黃金海岸佛光緣進行冬令救濟，救濟物品包
括小家電用品、毯子、棉被、衣服、長襪子，歡迎大家共襄盛舉。會議中，盧淑媛顧問也向大家報告友愛服務隊配合佛光山慈悲基金
會推動索羅門180輛輪椅捐贈活動的進度，輪椅將於6月底從台灣運送到索羅門。盧顧問也勉勵大家從事善行，肯定自己，以光耀友愛
服務隊、昆士蘭協會及中天寺。

最後輔導法師妙湧法師開示說：「感受到大家的護持友愛、服務友愛、福慧雙全、福慧雙修、往愛的路上走、行善聚集、智慧開啓
、回饋社會、廣結善緣、廣植福田。友愛服務隊對外展現了行佛、慈悲的形象，燈燈相照，把握並創造每一個善因緣福利社會、愛灑
人間」。本次會議在大家齊唱〈我的家鄉在佛光山〉及〈四海都有佛光人〉歌聲中歡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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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師兄師姊吉祥！

一年一度的冬令救濟將在6月10日(星期四)的
10:30 am，在黃金海岸佛光緣舉行。

物資如棉被，毯子，睡袋，保暖衣物，新的小
家電等的捐贈，都是善心善舉的發揮，讓我們
一起把愛傳出去。

謝謝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