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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們在此地虔誠恭敬地禮拜，
　因為您誕生到世間來了。
在春暖花開的時候，
藍毘尼園裡奇葩爭妍，
迦毘羅衛國中萬眾歡騰，
　和風吹拂芳香，
　眾鳥齊聲歌唱，
　從此人間有了光明，
　從此人間有了佛法。
您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發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宣言。
您腳踏七步，蓮花朵朵，
　用清淨法水洗滌娑婆塵土。
頓時，
　溷濁的溪水變得清澈，
　燃盡的薪火熾盛起來，
　天空奏著優美的音樂，
　地上出現稀有的瑞相，
這些都是在歡迎聖者您光臨世間。
慈悲偉大的佛陀！
　由於您降誕在娑婆世界，
四十九年的說法，
　何止影響三大阿僧祇劫！
三百餘會的談經，
　何止百千萬億眾生蒙福！
慈悲偉大的佛陀！
　是您，打破世間階級的制度，
　是您，宣說緣起平等的法門，
　是您，開示眾生佛陀的知見，

　是您，喚醒廣大有情的沉迷。
佛陀！慈悲偉大的佛陀！
恭逢您降誕在娑婆世界，
有的地方張燈結綵，
　喜氣洋洋；
有的地方民眾巡行，
　鑼鼓喧天；
寺院舉行浴佛典禮，
信徒全家慶祝佛誕。
　這是佛子們在紀念您的恩德！
　這是佛子們在感念您的福佑！
啊！偉大的佛陀！
　請悲憐我福薄德淺，
　只能以思念慈母的心情，
　稱念您偉大的聖號。
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用雙膝跪在您的座下，
　我用雙手撫摩您的金身，
　我奉上心香一瓣，
　祝禱您佛德增輝，法輪常轉。
讓我與您的佛眼相應，
　洞察眾生之苦；
讓我與您的佛口相應，
　樂說妙善之語；
讓我與您的佛身相應，
　常做不請之友；
讓我與您的佛心相應，
　多行利生之事。
慈悲偉大的佛陀！
　我們願盡形壽，闡揚真理；
　我們願獻身命，廣度有情。
慈悲偉大的佛陀！
請您接受我至誠的祈願，
請您接受我至誠的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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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昆士蘭佛誕節第25周年，4月30日上午，昆士蘭現代美術館舉行菩提樹灑淨祈福典禮，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與諸位法師、現代
美術館亞洲藝術部經理Tarun Nagesh及職員、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盧姝錦督導長、吳金明督導、佛光會幹部、社區
民眾等60餘人參加。法師帶領大眾一起唱頌英文〈三寶頌〉、《心經》、《大悲咒》，在稱唸「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中為菩提樹灑
淨，並恭讀〈為菩提樹祈願文〉，祈願人心善良光明，社會和諧，佛光普照，法水長流。大眾以撒香花虔誠祈福，願菩提樹健康成長
，能庇蔭更多的行人，開啟智慧的明燈。

此樹是佛陀證道處菩提加耶菩提樹移至斯里蘭卡的分株，再將一棵菩提樹幼苗從斯里蘭卡移植到布里斯本。透過昆士蘭現代美術舘
與台灣藝術家李明維合作的公共藝術計畫，在佛光山中天寺居中協調下，2008年得以種植在昆士蘭現代美術館菩提庭園，讓樹與建築
、土地產生關連，如今枝葉繁茂，象徵佛教在此成長茁壯，庇蔭大眾。在印度文化歷史上，菩提樹通常是大眾認知的神話世界之樹或
生命之樹，也是遠古以來在印度藝術和文學中最常描繪的聖樹，對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而言，菩提樹是神聖非凡的。

住持滿望法師表示說：這棵菩提樹成長在現代美術館的庭院，受到了良好的關心照顧，枝粗葉茂，今年已經無法像以往圍繞著菩提
樹灑淨。菩提樹的蓬勃發展給人信心，給人正能量，給人生命力。正當典禮結束時，天上突然灑下了綿綿細雨，如甘露滋潤，與會大
眾無比喜悅，為今天的灑淨典禮寫下了美好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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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至16日，佛光山中天寺、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及中天學校在中天寺聯合主辦「佛誕節慶祝活動
」。今年的佛誕節慶祝活動以「信仰與傳承」為主題，推動浴佛淨化人心。5月14日上午，在鐘鼓齊鳴聲
中，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與諸位法師進入圓通寶殿，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盧姝錦督導長、張榮基督
導、佛光會員及民眾共200餘人參加盛會。

滿望法師帶領僧信二眾唱誦「楊枝淨水讚」、《大悲咒》，在「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聲中為與會
大眾灑淨祈福，灑淨路線經過各殿堂、藍毘尼園、食物園遊區、中天學校活動區、童軍團活動區、簽瓦、
Veg Plan A等攤位，又為沿途民眾一一灑淨，祈願諸佛菩薩及十方護法庇佑。之後回到浴佛區進行三皈依
，及在現場播放星雲大師〈為佛誕節祈願文〉，最後功德回向，典禮殊勝莊嚴。在浴佛偈聲中，滿望法師
帶領諸位法師及大眾浴佛，灑淨典禮為慶祝佛誕節活動揭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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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布里斯班佛誕節因應新冠疫情發生，今年在中天寺舉辦慶祝佛誕節活動。一大
早來自昆士蘭不同地區的學校師生抵達中天寺，共有Sheldon College、The Lake College
、St. John’s Angelic School、St. Paul’s School、Marsden State High School
、Coomera College等12所中小學校，700多位師生前來中天寺參加慶祝佛誕節活動。

學生們在各校老師帶領下，分不同路線參與書法、國畫、茶道、剪紙、舞獅、太極功夫
、民族舞蹈、打擊樂、禪修等活動，把握機會讓學生們依興趣學習涉略！特別是由徐秀美
副校長帶領的親子茶道教學，體現了中華文化中孝親報恩的理念，讓參加活動的學生們進
一步學習到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

30年來，澳洲昆士蘭佛光山中天學校，依奉星雲大師「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
洲」的悲志弘願，在布里斯本、黃金海岸設立中華學校，依校訓行三好：「做好事，說好
話，存好心」；四給：「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的建全品德、人格
教育，努力耕耘！中天學校長期全心致力於文教廣結善緣，期望底藴豐厚的中華文化在全
球五大洲成樹成林。同時遵從歡喜自在的「人間佛教」精神，努力深耕，代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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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中天寺佛誕節慶典大會正式開始，在音樂聲中，佛誕節多元文化遊行聯合獻供隊伍依次進入中天寺圓通寶殿。佛光
會代表恭迎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以及諸位法師入席，帶領布里斯班市長Cr. Adrain Schrinner伉儷、洛根市市長Cr. Darren Power、
青少年司法部部長暨多元文化事務部部長Hon. Leanne Linard、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陶令文處長、僑務委員盧淑媛顧問
等貴賓於佛前獻燈，慶典法會開始。滿望法師主法，與諸位法師帶領貴賓及團體代表唱誦三寶頌、稱「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和諷誦
《心經》。滿望法師帶領大眾祈願祝禱，將法會功德回向大眾。之後還播放佛光山澳紐總住持滿可法師祝賀中天寺佛誕節活動的影片。

住持滿望法師致辭說：感謝嘉賓與我們一起慶祝佛誕節25週年。今年佛誕節慶祝活動的主題是「信仰與傳承」，奉獻、服務的精神
是星雲大師弘揚的人間佛教核心，人間佛教是佛陀的本懷，希望所有人獲得慈悲和智慧，為我們自己、家庭和社會帶來更美好的未來
，並為建設社會和諧和世界和平而祝福，祝大家佛誕節快樂！洛根市市長Cr. Darren Power、布里斯班市市長Cr. Adrain Schrinner
、青少年司法部部長暨多元文化事務部部長Hon. Leanne Linard、澳大利亞國會議員Graham Perrett MP等嘉賓也分別致辭，
恭賀2021年佛誕節慶典活動在中天寺順利。最後，國際佛光會澳洲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致詞感謝洛根市和布里斯本市政府的支持，
並感謝嘉賓、五家慈善機構、贊助商、昆士蘭協會會員及義工們的支持。祝願在佛陀智慧的引領下，建設和平與和諧的社會。

最後，在「浴佛偈」的音樂聲中，住持滿望法師、劉宗澤會長帶領與會貴賓及大眾浴佛，沐浴內心的自性佛，莊嚴世間的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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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昆士蘭協會友愛服務隊於佛誕節慶典大會中舉行慈善捐贈儀式，住持滿望法師、國際佛光會慈善主任委員盧淑媛顧問
、昆士蘭協會盧姝錦督導長、友愛服務隊宋佩蓮隊長代表將此次籌集的善款捐贈給五個慈善團體，分別是Lord mayor's Charitable
Trust、RBWH Foundation、Gold Coast Hospital Foundation、Mater Foundation、Children’s Hospital Foundation。
布里斯本市長夫人Nina Schrinner女士代表Lord mayor's Charitable Trust致辭說：關懷和愛心是慈善基金會的基本原則，
關懷和愛心深植於我們每個決定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感謝所有捐贈人的慷慨愛心，每筆善款都將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帶來積極的影
響。感謝大家對布里斯本和廣大社區的關懷。黃金海岸醫院基金會首席行政官Ben Cox先生致辭說：這份捐贈，是佛教界慈悲和力量
的體現。這份捐贈將給我們社區的病人和最脆弱的群體為生命而抗爭的機會。

昆士蘭協會友愛服務隊在每年的佛誕節都發動樂捐，已持續贊助了70多個單位，協助他們在各自領域中為社會大眾貢獻心力，以愛
心關懷社會。此外友愛服務隊在宋佩蓮隊長的帶領下，三天的佛誕節慶典在中天寺滴水坊設置二期工程建寺Hi g h
Tea活動，隊員們都努力推廣建寺High Tea，有的製作點心，有的熱情服務，廣結善緣，法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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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慶祝佛誕節活動在中天寺舉辦，三天期間舉辦14場英文佛學講座、禪修、及正念茶禪教學課程，積極以文化教育弘揚人間佛教
，吸引了310位澳洲人士參與。

本次講座課程，兼顧了佛教義理及人間佛教應用，師資陣容堅強，邀請了格里菲斯大學高級講師曾廣志以「Beyond uncertainty: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 and the path forward」，啟發學員面對疫情及後疫情人們的應有正確態度；邀請昆士蘭科技
大學客座教授侯香玉講演「Mindfulness living: from duality to equality」，介紹如何認識無分別心的正念生活；還有
英文檀講師Robert Friedler授課的「The logical source of Happiness」，啟發如何以佛法引導幸福快樂的生活。人間佛教
更重於在生活中的實踐，佛法才是令人究竟快樂的幸福之道。

英文禪修課程由妙來法師指導，帶領做太極操、跑香經行，指導基礎禪修、觀呼吸與數息等要領。許多學員表示，戶外禪修非常適
合澳洲學員，令人身心柔軟輕鬆。今年的課程中又增加正念茶禪教學，由妙信法師帶領，指導學員如何在賞、泡、喝茶的過程中體驗
動中禪，在動中提起正念，提高專注力。學員們都很認真聽講，專心練習，希望在佛學的教義及禪修的定力中找回本自具足的般若智
慧，並在生活中去除煩惱，歡喜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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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天寺慶祝佛誕節活動如期在5月14日至16日於中天寺中舉辦，中天合唱團沈湘玉團長、指揮洪柏靖老師及伴奏范凱婷(Tina
)老師帶領30位團員在15及16日參與了三場表演，共演唱「阿難讚佛偈」、「Stand by Me」、「願」三首歌曲。

其中「阿難讚佛偈」一曲是由昆士蘭協會蘇玲玲秘書長作曲，范凱婷老師編曲，可說是「自家作品」。蘇玲玲秘書長在中天書院的
《楞嚴經》學習研討會中，旋律因感動「阿難讚佛偈」而在心中流轉，所以譜出此曲，以音聲供養佛陀。范凱婷老師則把合唱曲編得
於欣喜中透出震攝力量、在優美裡流露莊嚴音聲，希望大家都能傳唱此曲，分享感動。團員們平時在指揮洪老師指導下努力練習，所
以能在慶典的表演中盡情發揮，充分展現中天合唱團的團隊精神及凝聚力，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三場演唱讓觀眾讚不絕口，大家法
喜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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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澳洲政府推動多元文化社會和建立和諧社會，中天寺於佛誕節期間特別在中天寺禪堂舉辦「多元文化藝術聯展」，邀請到六
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各有別具風格畫風的知名藝術家參展。藝術家Peggy Tidyman為大家帶來澳洲原住民的自然原始、回歸大地
的環保意識作品；日本藝術家Yoshie Hughes的作品展現萬物和諧的溫馨，細膩傳達萬物彼此的關聯與善良；Melody Chen帶給大家
台灣海港之都的精彩與熱情，其歐洲風格的大膽顏色處理，彰顯包容多元的心胸；April Gilblin抽象的線條概念，譜出藝術家內心
源源不斷的創作思維；Retana Buziak的作品則充滿生命力，以真實的葉片結合在畫筆中，藴出源源不斷的生命節奏；Michelle Payne
古典浪漫、優雅自如的畫風，淡淡的帶出人們渴望的自由與平安。

六位畫家聯展共有23幅名畫，每一幅畫是來至本心的細膩洞察。這殊勝的藝術聯展，達到了非凡的融合意義，大家來自不同文化與
宗教背景，卻流露共同的柔暖。藝術融合了宗教和諧，以色彩推動澳洲多元文化的繽紛。三天展覽，參觀的人絡繹不絕，聯展圓滿成
功，為慶祝佛誕寫下歷史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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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16日昆士蘭佛光童軍團連續兩天在佛誕節慶典的攤位中，舉辦一系列精采的活動，並大力推廣佛光童軍團，藉此機會接納
新團員。在團長方月明、James Chien、Terrence Lau等輔導老師的帶領下，35位佛光童軍團員戴著口罩，參加浴佛、多元文化獻供
、素食A計劃、抄經等活動，也設計了創意活動，其中包括製作手鍊、剪紙、學習舞獅等。通過參加佛誕節活動，給予童軍學習的
好機會，尤其是在藍毘尼園浴佛，讓童軍了解佛陀出生的故事。也是童軍為社區服務的好機會，在活動中實踐三好，廣結善緣。更令
人感動的是，童軍們將自己的零用錢用在簽瓦建寺，捐贈中天寺二期工程，學習布施、喜捨。

佛光童軍團員們及家長感恩常住提供童軍機會學習並為大眾服務，透過這幾天的活動，童軍團同慶佛誕，傳播三好、四給的精神，
也將佛陀的慈悲與智慧的正能量分享出去。今年佛誕節慶典在中天寺舉行，歡喜熱鬧，讓童軍團更親近道場，深耕菩提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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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蘭佛光青年分團在佛誕節慶典中，由團一團長Vin Son Wong、團二團長Henry Liao、團三團長Jennifer Wang帶領50位佛光
青年積極參與活動，青年團積極承擔了素食義賣、「蔬食-A計劃」等攤位。

團二團長Henry Liao帶領25位青年團員在園遊區進行素食義賣，這三天的美食有爆米花、素食米花雞、素食熱狗、桃味冰茶及
葡萄牙塔。Henry Liao表示此次活動由青年團發心承辦，道場給予指導，青年團夥伴策畫預算、菜單擬訂、餐具準備、擺盤設計、
攤位布置等等事前準備工作，活動當天早早到大寮集合，活動當天分工合作，井然有序。為響應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號召的「蔬食A
計劃」，昆士蘭青年團團二副團長Tina Wu帶領25位青年在今年中天寺佛誕節期間熱心推廣「蔬食A計劃」，在佛光青年的大力推動
下，獲得熱烈迴響，藉美食引導大眾認識素食，用行動愛護生命，鼓勵大眾發願吃素，在疫情期間結下溫馨的素食緣。此外，昆士蘭
佛光青年團在佛誕節活動中承擔了推廣、典禮、藍毘尼園等工作，運用網路資源，集體創作，將慈悲與愛心傳播於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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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中天寺佛誕節進入第三天，下午2時多元宗教獻燈祈福法會在圓通寶殿舉行，為社會和諧祈願祝禱，共有120餘民眾參加。

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帶領諸位法師與大眾唱三寶頌，帶領各宗教代表獻燈祈福。又帶領大眾諷誦《心經》，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冠
疫情暨和平祈願文」，祈願疫情早日結束，世間消弭種族歧視，人民安樂，社會和諧，世界和平。接著原住民代表Aunty Peggy、基督
教代表Chaplain Jane Vines、印度教代表Mr Vasudeo Maharaj、猶太代表Mr Vasudeo Maharaj、巴哈教代表Mr Justin Handley、
伊斯蘭教代表Mr Habib Jamal等多元宗教代表分別祈願祝禱，祈願不同的宗教種族都能互相包容，消除對立；願社會大眾能和諧相處
，互相增進友誼。讓世間男女老少都能互相融和；讓世間貧富貴賤都能互相尊重；讓人類充滿愛與和平，增進慈悲與智慧。最後功德
回向，法會莊嚴殊勝。最後，滿望法師與劉宗澤會長帶領多元宗教代表至浴佛台浴佛，共同慶祝佛誕，又一次展現了多元宗教的融合
、平等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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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中天寺慶祝佛誕節活動進入第三天，適逢佛光山開山55周年紀念日暨「佛光日」，即日全球各地分別院道場同步舉辦抄
經修持活動。下午3點30分於海會堂播放星雲大師開示「抄經的意義」短片，大師說，在佛教裡誦經是修持，寫經、抄經也是修持。
如寫字，多寫一遍就容易記住，將經文的字烙印在心中，烙印在八識田中，烙印多了，即心即佛，經文都在心裡了。

接著住持滿望法師與諸位法師帶領近40位信眾及遊客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開經偈」、讀誦並抄寫《心經》一部，三皈
依之後，又恭讀星雲大師〈為抄經聞法者祈願文〉。視訊播放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開示說：5月16日是佛光日，這天全球發起同步抄
經修持活動，通過抄寫《心經》，解行並重，並能功德回向，祈願世界早日和平，大家平安吉祥。《心經》是描述般若智慧的一部經
典，抄寫《心經》的當下與般若智慧相應，通過觀照世間緣起緣滅成就般若，透過生生滅滅了解無常，了解世間的虛幻，就能放下，
放下就能身心自在，有了般若的力量更可以繞益有情，社會和諧，大家更圓滿自在，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最後法師帶領大眾功德回向
，願疫情早日遠離，人民幸福安樂。今天的同步抄經也是2021年中天寺慶祝誕節的最後一場活動，希望大眾體會動靜中皆有佛法，其
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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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2日星期六下午2點，布里斯本林氏商務琳琅閣借用中天寺
茶禪一味教室舉辦「2021辛丑秋季茶會及藏品展拍會」暨「捐贈中天寺
藏品和展拍善款儀式」。

此活動由林氏商務林海老師親自主持進行此慈善活動，現場貴賓雲集
，有各界名商、藝術家、古董收藏家、文化人等限定名額共40多人參加
。文化藝術家有孟剛老師、陳金虎老師和昆士蘭漢服社社長盛夏老師等
蒞臨會場熱力支持。

林海老師也是佛光人，是佛光會昆士蘭協會教師分會會員，長時默默
付出，一直都很支持常住和佛光會的活動，這次他精心安排規劃此活動
，得到常住的支持，希望能為熱愛中華文化的大德們開一個平台相互交
流，更與中天寺結一份善緣。

林老師善巧的透過茶禪文化的定靜，把中國書畫之美融入佛教典故與
思想中，在紫砂壺茗茶飄香中娓娓道來，為大家介紹禪宗念珠的意涵、佛家七寶之一珍珠的表相、青花瓷的珍貴，還有地藏菩薩的故
事等，讓這場茶會充滿知識性與歷史性。

茶會中也安排藝術家陳金虎老師與大家分享其創作形意畫作之因緣，結合古今中外藝術功力，別具一格的獨風，活潑中又具雅靜，
令人敬佩！

為烘托茶會氣氛，也帶入慈善拍賣，拍賣品有辛丑年吉祥物金牛、念珠、青花瓷大盤、陳金虎老師的形意畫作3幅、夢剛老師的蓮
花畫作一套四幅、陳裕珍清末老紫砂壺、陶瓷畫、地藏菩薩佛首和德化白瓷觀音像...等。拍賣時氣氛熱絡緊湊，歡笑聲不斷，大家
都為捐贈中天寺善款而歡喜投標。

當天活動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建寺捐贈儀式」，有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當家法師妙湧法師、佛光會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世界
總會楊史邦理事等蒞臨參加，由住持滿望法師接受捐贈。林氏商務林老師除了拋磚引玉捐贈當日拍賣部份善款，還發心捐贈古物純青
銅製造之大方鼎香爐一件和羅漢圖十米巨幅長卷一幅，祈祝佛光山中天寺佛光普照、香火鼎盛、信仰傳承，願人人行三好（說好話、
做好事，存好心），讓與佛有緣的十方大眾，家家幸福、平安、美好。

住持滿望法師與佛光會劉宗澤會長前後致詞歡迎所有貴賓蒞臨中天寺，說明中天寺二期工程將以推動教育、文化、藝術為主，邀請
大家一起來合作與推廣，讓文化之美帶動社會和諧，溫暖人心。

最後，滿望法師致贈星雲大師墨寶「花開四季、耕耘心田」春聯和《佛光山名家百人碑牆》書籍與林海老師結緣，協會劉會長也致
贈結緣品與林老師結緣。慈善茶會展拍暨捐贈儀式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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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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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佛，拜
願，三皈依，恭讀〈向藥師如來祈願文〉及回向，共有26位會員與信徒參加，法會的進行非常圓滿殊勝。

覺堂法師開示時分享星雲大師的文章〈修心學佛〉，首先他引用星雲大師的話：因為「心」是眼、耳、鼻、舌、身的主人，心動了
，五根也跟著動，「心」可以說是一切善惡行為的根本，所以要修「心」學佛。那如何修學呢？星雲大師提出四點意見供大家參考學
習：第一、於惡友所，不起瞋心。第二、住於大慈，能容異己。第三、深樂正法，勤求無厭。第四、念佛學佛，心中有佛。修心學佛
，則與人相處要懂得以和為貴，要能包容與我不同的人事物，更要勤修正知正見，息滅貪瞋痴苦。心中有佛，必然視一切人如佛。

午齋前，覺堂法師代表常住頒發結緣品給所有師姐們，並祝福她們母親節快樂，闔家安康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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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上午，黃金海岸分會在佛光緣舉辦讀書會，由國際佛光會檀講師楊史邦主講，共有18位會員大眾參加。

楊史邦檀講師首先延續上一次讀書會的內容，藉此機緣再次針對受「五戒」與「菩薩戒」的層次與異同做一個
詳細說明。並且對於受戒的「能持否？」與「是否一定要吃素？」等大眾經常有似是而非的誤解以及模稜兩可的
地方加以舉例說明，以解師兄姐多年之迷惑，讓大家「恍然大悟」有個清晰正確的認知，不再心存罣礙。

接著，楊檀講師運用問與答的方式跟大家互動，讓大家有機會透過提問來教學相長學習正信佛法：1)請問在家
自修的誦經與參加共修法會的誦經功德是否一様？我們誦經回向時，常念：願此功德回向給法界眾生與所有的冤
親債主，請問何謂「眾生」？何謂「冤親債主」？請問如何不再造作新的冤親債主？2)何謂法財？何謂淨財？3)
請問如何讓自己從「精進學佛」提升到「務實行佛」？同時做到不忘初心，不退轉心。4)釋迦牟尼佛臨入涅槃時
，告訴阿難陀及弟子「我入滅後，汝等比丘，應依四念處安住。」請問：在廣大的佛法中，為何佛只說安住於四
念處？5)佛教常提到「無常」、「無我」、「無相」等名詞，請問這些「無」字的出現，在意義上是否有異同之
處？「無常」、「無我」、「無相」可以說成「非常」、「非我」「非相」嗎？在問與答的過程中，師兄姐們積極主動與楊檀講師你
來我往的增問與加答，再加上楊檀講師善用幽默詼諧的譬喻做深入淺出的解說，讓這堂課欲罷不能，大家聽的法喜充滿。最後，楊史
邦檀講師帶領大眾唱誦〈四弘誓願〉，圓滿了這次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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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友愛服務隊假中天寺海會堂舉辦讀書會，主題是星雲大師的星雲法語「如何相處和諧」。此次，六位讀書會的召集人是宋
佩蓮，楊子瑩，薛陳月雀，鄭李香寶，吳美蘭和林映雪。在隊長宋佩連帶領下，讀書會以隊長的專業帶出一個別開生面的開場，以音
樂作導引，與會大衆分為三組。以高音so,la,so,so,so，中音mi,fa,mi,ri,mi，低音do,do,do,si,do的三個音域。各組自唱好高中低
音的各自的本份。當全場一起唱出自己的音域時，產生悅耳的和諧，美麗的音樂就是這樣產生。從音樂帶出：不管身處家庭，朋友，
工作，社會，國家，乃至全世界，只要各自做好自己的本份，和諧便是如此產生。

接下來播出星雲大師的影帶，研讀「如何相處和諧」的文章。師兄師姐們開始發表各自對「如何相處和諧」的體驗。雍嘉鳳師姐覺
得人與人之間必須有互相包容及欣賞，舉例自己家庭成員來自台灣及中國，相處融洽、互補長短此乃和諧之道。吳美蘭師姐是西區一
位非常有凝聚力的師姐，她的和諧密碼是大師的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閒時給人電話都問候關心；當需
要她幫助做，總不推卻；她幫人家去做事情，這樣給人家歡喜。所以當她需要人在浴佛節攤位工作時，總是有很多不是佛教徒的朋友
們跑來幫忙。林映雪師姐提出宇宙是不斷的震動所組成，人的心念非常強大，若以正念善念，從自己做起，必然吸引到同樣波段的人
，亦可以影響家人、朋友、社會、國家。蔡芸珊師姐提到友愛服務隊的high tea，不管廚房準備食物或前台，大家都在幾天之中互相
磨合、體諒，最後融洽和諧相處令整個high tea活動變得成功出色備受讚賞。曾慧貞師姐提到曾有共振實驗多個鐘擺在不同的搖晃下
，一段時間過去，所有鐘擺漸漸以同一頻率的震動，物理共振與人類和諧共振相同。薛華亭督導帶著小提琴以琴絃四線調出和諧共振
的原理，只要有一條琴絃調節到適當的音準，其他琴絃亦可以逐一調好音準此時才能演奏出準確而美妙的音樂。

住持滿望法師說到中天寺的浴佛節在集體創作下，突顯出和諧之美。浴佛節短短三天內容項目豐富多元。更提到世間以和為貴，和
和美美。佛誕的參與，正是和諧的表現。生命在哪？人命在呼吸之間，在活動之中，不斷的結緣，互動，正是表現出和諧之美。最後
，宋佩蓮隊長總結，友愛服務隊的成員是包含所有各分會的會員，因此相處和諧之道，必定從您和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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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2021

駐布里斯本辦事處5月28日舉行僑務委員會玉山僑務獎章頒贈儀式，由處長陶令文代表委員長童振源頒贈，表彰僑務委員盧淑媛

長期致力慈善公益，敦睦國民外交，熱心僑社事務，凝聚僑界向心之功績，當日共計有僑務委員陳秋燕、林淑美、僑務諮詢委員温錦

文、盧永吉、陳春龍、柯文耀、黃素珍等僑務榮譽職人員暨臺僑團體聯合會秘書長徐瑞雲、各社團會長、代表及盧淑媛委員親友等近

50人在場觀禮，現場氣氛熱烈而溫馨。

陶令文首先恭喜盧淑媛委員獲頒獎章，實至名歸，並介紹盧委員自90年代移民澳洲布里斯本以後，不僅開創事業，也幫助臺商發

展商務，一路走來非常成功，子女也非常傑出，無論在家庭或者事業都很有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拓展事業、照顧家庭之餘，仍然願意

投身為僑胞服務奉獻，挹注支持僑團活動，2015年獲聘擔任僑務委員之後，更多次舉辦大型活動如大洋洲臺僑暨華僑團體聯合會年會

、元旦及國慶升旗典禮等，有效整合僑界向心，展現臺僑豐沛的能量，讓澳洲社會看見臺灣，成績斐然。

盧淑媛感謝童振源委員長頒贈獎章勉勵，也很榮幸能從陶令文處長手中接到獎章，她謙虛表示自己只是盡本份，希望在有能力的

時候，可以多回饋這個社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並沒有想到會獲獎，她也表示參加僑社事務是一個因緣，能夠有機會為臺灣盡

一份心力，也幫忙辦事處跟中心一起做事、付出、跟每一位僑領一起共同打拼，讓澳洲社會看到臺灣、臺僑的力量，感到非常的開心

，也相信有很多人都在自己的領域裡默默的付出，更有資格得到肯定。

盧淑媛長期熱心社會公益，捐款挹注當地主流醫療院所及慈善組織，並大力贊助僑團各項活動，2015年獲聘擔任僑務委員至今，

有效整合各僑團能量統籌辦理多項大型州際性活動及具指標性節慶活動，對促進僑社團結和諧，凝聚向心，成效卓著，並主動捐助僑

生獎助學金，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嘉惠僑生赴臺升學，期盼藉此拋磚引玉，帶動更多海外僑臺商企業家自動捐款，為臺灣培育更多僑

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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