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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主張「佛性平等，人人皆得成佛。」所謂「即心即佛」，又謂「佛是已覺悟的眾生，眾生是未
覺悟的佛」。所以，在成佛之前，大家都是一樣，是一個「藏佛人」。成佛之時，自己已經把精神、
生命、真心，融入到大宇之中，和真理同在。真理是無處不遍，無所不在；佛性真理遍滿虛空，在大
宇之中，享受自然、平和的法性之樂。

　直到成佛以後，佛陀的法身可以繼續安住在寂靜的法性裡，也可以如如而來，應現世間，開導眾生
，像釋迦牟尼佛應化世間，給予眾生示教利喜，應病與藥，把般若真理的種子，播向一切眾生的心田
，給予眾生做一個得度的因緣。

　成佛後的佛陀，示現凡夫相，作眾生的津梁，背負眾生渡生死海，登涅槃岸。成佛後的佛陀，一樣
晨起托缽、經行、教化、入定、靜思、運動，慈悲教化眾生，帶領他的教團作世間眾生的明燈。

　成佛後的佛陀，是常精進、是不休息、是大慈悲、是大般若，是大勇猛、大威力總合的聖者。他把
信解行證融和在一起，他把慈悲喜捨融入於一體；他不重空談、不尚虛浮，他事理圓融、福慧同等；
他行化於宇宙虛空之中，就好像「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唐朝的順宗皇帝曾問佛光如滿禪師道：「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

　如滿禪師答道：「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滿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
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常思惟，更勿生疑慮。」

　唐順宗聽後，心中仍有疑慮，於是又問道：「佛向王宮來，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
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

　如滿禪師再答道：「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
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生處，自然無法說。」

　佛陀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神明，佛陀是一個活生生、有歷史可考的聖者；成佛後的佛陀，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而是心懷度
生慈悲願的人間佛教行者。從佛光如滿禪師與唐順宗之間的問答詩偈，足以為證。

　你也是佛！你怎麼做呢？

(選自：迷悟之間6－和自己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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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定義是什麼？有心的東西就是有生命；無心的東西就
是無生命。你吃魚吃肉，牠有恐懼、有死亡、有心識的活動，
所以這是有心的生命；你吃青菜蘿蔔，它沒有恐懼，沒有心識
活動，所以它是無心的東西。

　人，所以稱為「大道心眾生」，所以稱為「有情」，就是因
為人是有心識的動物當中，最高級且心識活動最強而有力的動
物，所以人稱為「萬物之靈」。

　世間上有心的動物之多，萬萬千千，各懷不同的心意；損人
利己則是多數眾生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因為有心，所以成其為人，正如一個家，有了主人才成其
為家。心是道之根，心有真心有妄心，如《金剛經》說：「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妄心念念生滅
，三心不可得；但是真心離卻過去現在未來，當下一念即是真
心的妙用。

　不管是真心是妄心，也不管是有心是無心，其實「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有心做事並非不好，只是有心就有相、有
計較、有對待、有人我、有是非；無心，也並不是要你凡事漫不經心，甚至漠不關心，而是要你「做時盡力以赴，結果隨緣無求」，
撇開得失心做事，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開車，你用心駕駛，但還是會出車禍；你用心游泳，結果還是會溺斃；不用心，反
而能開得平順，游得自在。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歸巢」；大自然中，凡一切事，自然天成，無需用心。道樹法師以無對有；無，才能無限、無量、無窮
、無盡，故無能勝有。老子的「無為而治」，更是最高的領導學。

　神秀大師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大師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一「有」一「無」，境界馬上分高下。

　「心」，人人本具，個個不缺。心離於有無，如寒山詩說：「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真心既然不
可說，又何來有心與無心之說呢？所以有心與無心，端乎一心；有心與無心，就在於你的一念穎悟罷了！

(選自：迷悟之間7－生活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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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天天都要用心，用心讀書、用心做人、用心做事，舉凡「舉心動念」，都是在用
心。只是，我們可曾檢視過自己的心，我們是如何在「用心」的呢？我們是把心放在金錢
上呢？放在愛情上呢？放在名利上呢？或是把心放在人我是非上呢？如果「用心」不當，
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我們應該注意「用心之道」，有四點：

第一、用心寧遠勿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有的人目光短小，看不到未來。他眼
中所見，只有一時、一地、一人、一物；心中所想，只有一時的安樂、一時的利益。這種
人容易貪小便宜，因小失大。所以，我們要怎樣用心呢？心要想得遠，要想到三十年後、
五十年後的未來。甚至要知道，生命不是只有一世，我們不能只想到今生，還要看得到來
生。一個人的眼光能看得遠，生命才有未來、才有希望。

第二、用心寧廣勿狹：做人心胸要寬廣，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你的心量愈寬大，包容的愈多，成就必然愈大。所以，一
個人的眼光不能只有看到我的家庭，還要有社區；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利益，還要有國家觀念。甚至不能只看到國家，還要有世界；乃
至不只看到我們的世界，還要看到無邊的法界。能夠開闊心境、放寬眼界，世界就愈大，生命也就愈豐實。

第三、用心寧深勿淺：一棵大樹，根要紮得深，枝葉才會茂盛；山裡的礦產，愈是埋得深，質地愈純淨。做人，經過養深積厚，才
有內涵；有內涵的人，出言吐語都會經過深思熟慮，自然不會被人譏為膚淺、淺見。所以，人生處世，做人不能心機太深，但是做事
要用心思考，所思所想要能「橫遍十方，豎窮三際」，尤其要往自己的內心深處去發掘，才能把自家的寶藏開發出來。

第四、用心寧大勿小：每個人的出身，雖然家世背景不同，乃至智愚、貪富等立足點也不平等。但是，個人前途的創造、人格的養
成，不必然受限於先天條件的限制。有的人儘管資質魯鈍，只要肯發大心、立大願、做大事、利大眾，也能創造出一番偉大的事業，
開展出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反之，有的人儘管智商很高，聰明才智加上祖蔭家產富厚，但是如果只是用心於一己之利，其人格、成就
也是可想而知。所以，做人用心要大，千萬不要因為小心眼而拘限了人生的發展空間。

　《勸發菩提心文》說：「金剛非堅，願力最堅；虛空非大，心王為大。」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寶貴無比的心，千萬要好好善用它
。所以「用心之道」有四點提供參考：

第一、用心寧遠勿近。

　　第二、用心寧廣勿狹。

　　第三、用心寧深勿淺。

　　第四、用心寧大勿小。

(選自：星雲法語1－修行在人間 卷三 君子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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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講「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為「緣起」，因此人生有無限的機會、無限的力量、無限
的潛能、無限的意義。可以說，人生就是一個「無限」。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無限，就毫無顧
忌，妄肆而為。有的時候，更應該有個「適可而止」的人生。什麼叫做「適可而止」？

第一、勢力不可以使盡：比方我們的拳頭，拳頭打出去，就沒有力量了；眼淚流出來，勢力就
使盡了。眼淚輕易灑落，拳頭隨意揮出，固然有個發洩的出口，一旦內心激勵的力量減除了，就
不容易積蓄能量。因此，儲存的拳掌，才有勁頭；銜淚的忍耐，才會奮起。

第二、福德不可以享盡：我們在這個世間上，所謂榮華富貴、禍福窮通，都有一定的福德因緣
。順利如意，必定是得自過去的好因好緣，要延續好因好果，福德因緣就不可以享盡。有云：「
福德享盡，則緣必孤。」等於銀行的存款，統統提出來，就沒有了；也等於行路的糧草，全部吃
完了，如何遠征呢？

第三、規矩不可以行盡：有規矩，制度方行；有規矩，典範才立；但也不能天天講規矩、呼口
號。所謂「規矩行盡，禮貌必衰。」強行規矩，反而失去人性裡自動自發、自律自覺的可貴精神
。「規矩」是為了防犯不法而設，在有規矩的人前面，根本就沒有規矩；在守法的人前面，法律也不一定派上用場；因此在團體裡，
應以「立法要嚴，執法要寬」作為行事的準則。

第四、好話不可以說盡：好話給人鼓勵，愛語給人信心。所謂：「過頭的飯可以吃，過頭的話不能說。」你天天說好話、日日講愛
語，好話就不再是真話，愛語就不再是真語；你都沒有好話了、都說完了，那麼，「好話說盡，則人必棄。」所以，好話也留一點，
不要把它說盡。

　強開的花逆美，早熟的果難甜，天地的節氣歲令，總有個時序輪換。懸崖要勒馬，尸祝不代庖，舉凡吾人的行事，也要有個分寸拿
捏。《寶王三昧論》也說：「於人不求順適，人順適則心必自矜。見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則癡心亦動。」「適可而止」的人生，實在
可以做為座右銘的參考。這四點「適可而止」是：

第一、勢力不可以使盡。

　　第二、福德不可以享盡。

　　第三、規矩不可以行盡。

　　第四、好話不可以說盡。

(選自：星雲法語4－如何度難關 卷三 智慧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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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洋洲祕書處主辦、國際佛光會昆士蘭協會承辦的「2021年大洋洲人間佛
教雲宣講員雲培訓」課程自7月3日至7月31日止，為期5週的培訓圓滿結業。7月
31日晚上，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大洋洲副祕書長滿可法師、中天寺住持滿望法
師偕同總評法師、大洋洲各協會會長、督導、檀講師與宣講員等95位在線上參
加盛會。

今年參加培訓的宣講員相當踴躍，中文組分成智慧組、慈悲組、菩提組、歡
喜組等四組有55人參加，英文的光明組有13人參加，總共68人。在5週的培訓過
程，學員們都把握機會全程參加，互相觀摩學習，增進自己的宣講內容與表
達能力。

典禮由昆士蘭協會羅淑灃理事擔任司儀，從貴賓介紹到感恩所有參與指導的
法師、督導及工作人員等程序進行緊湊順暢。在心得分享時，國際佛光會昆士

蘭協會吳金明督導表示，經過5週的培訓與交流，讓自己宣講更有信心，內心更是充滿感謝、感恩與感動。雪梨協會王藝菲分享，從
去年到今年參與兩次線上培訓課程，期許透過培訓讓自己能更多元化來弘揚「人間佛教」。墨爾本協會Christine Shum分享，身為
宣講員，願意發揮慈悲心，透過宣揚大師文章幫助大眾瞭解佛法。雪梨協會李璐表示，因為要宣講，自己認真研讀大師的文章，收穫
滿滿；同時透過這次的學習，更是受益良多。英文组Owen Koh說，自己研讀大師的文章和其中引用的故事，相當受用，祈願經由這
次的培訓來強化表達技巧等，讓宣講更有說服力。

接著有總評法師代表妙湧法師分享與勉勵說，宣講是自我內化修行的表現，將大師文章中的佛法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從宣講自己體
證的故事，達到自利利人。中華總會陳慧芬督導說，受到世界總會理事楊史邦與徐秀美賢伉儷發心立願與善說樂說特質的感動而投入
佛光人的行列，祈願大家一起努力將人間佛教的美好傳遞出去。西澳協會蘇瓊珠督導分享，當了30年的佛光人，總覺得很幸福，希望
大家透過線上培訓充實自己的宣講能力，能隨時隨地把握因緣宣揚佛法。

「現在的社會資訊太多，道聽途說真假難辨，但是佛法告訴我們有三法印，如何在心中烙下這個印，任何資訊進來都要印證它的善
惡真僞，心中要有一把尺來警策自己。」大洋洲副祕書長滿可法師叮嚀，宣講員有責任把資訊正確的傳達出去，可從所讀的文章中去
分析分別，擇善後分享給家人和親朋好友。如阿難尊者說法，能夠「如是我看，如是我聽，如是我聞，如是我說，」把佛法真諦如實
的傳遞給人，這就是我們宣講員在培訓中學習到的好因緣。

滿可法師進一步指出，星雲大師常提醒我們法師要為信徒添油香，幫信徒添油香就是說法。感謝大師的平等性格，能夠開放一個平
台讓在家信徒也有說法的機會，以法會友結善緣。各協會即將舉辦的線下培訓會更具挑戰性，站在台上要身口意合一，如演講般，既
能講又能演。相信與會大眾都有大菩薩的精神，能行菩薩道，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期許宣講員能夠永不退道心，勇往直前為眾生說法
，感謝大家願意承擔宣講員的工作，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典禮的最後程序是進行交接儀式，由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象徵性將承辦權轉交給墨爾本協會代表鍾春鴻副會長，由滿可法師監交
，在線上圓滿完成交接儀式，鍾春鴻副會長把握因緣致詞感謝大家承擔宣講員職務，明年線上再見，圓滿結束今晚的結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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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上午，中天寺於圓通寶殿啟建梁皇寶懺及盂蘭盆供僧法會，
昆士蘭協會顧問、督導、理事、青年團以及會員信眾250人共襄盛會，
還有近100名佛光人以網絡方式參加了此次法會。上午9點，住持滿望
法師、諸位法師帶領信眾虔誠誦持梁皇寶懺第十卷，藉由儀軌行懺悔
法來達到罪障消除，身心清淨，發菩提心。上午11點，由昆士蘭協會
諸位督導、理事等組成的迎請隊恭請法師莊嚴步入圓通寶殿應供，住
持滿望法師、諸位法師帶領信眾恭誦《佛說盂蘭盆經》、念「報父母
恩咒」、佛供及回向。大家齊聚一堂，在供養咒聲中，昆士蘭協會理
事、各分會、友愛服務隊及金剛隊等代表獻上精美素齋、茶、湯及果
供養諸位法師。期間播放星雲大師的「合掌人生，從半碗鹹菜說起」
短片，大師感恩家師志開上人的半碗鹹菜，發願我要為佛教奉獻一身

。從「半碗鹹菜」故事中提倡清貧思想，培養感恩惜福。

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感謝大家發心來參加如此殊勝的供僧法會，恭喜與會大眾能藉此因緣來供僧。供僧是供養十方，供養一年，
而非一天；供養未來，而非現在。能讓現世父母、七世父母得度。我們雖然沒有出生在佛陀的時代，但是我們很有幸跟隨星雲大師，
學習人間佛教。雖然我們沒有供五百羅漢，但是我們能夠在疫情期間供養佛光山所有的法師。劉會長藉此機會鼓勵大眾積極報名參加
9月12日的佛學會考，希望9月12日成為現代的佛歡喜日。

接著線上線下與會大眾觀賞節目表演，有昆士蘭協會督導張傳勝之子Katei Chang演奏小提琴、昆士蘭佛光童軍團的合唱「Happy
Sangha Day」、中天分會Janey Saunders用中文演唱的「小城故事多」、中天合唱團演唱「阿難讚佛偈」、友愛服務隊合唱「讚僧歌」
等視頻，以歌聲供養法師，培植福德因緣。精彩的表演贏得熱烈的掌聲，大眾感謝法師們弘法利生之辛勞。

昆士蘭協會傅裕峰顧問致詞表示說：很榮幸今天來參與供僧法會，與妹妹傅郁雅代表全家祝各位法師僧寶節快樂。今天的供僧法會
讓我非常感動與歡喜，尤其是童軍的表演觸動人心，來到中天寺無論是感動還是歡喜，最後帶回去的總是平安和吉祥。住持滿望法師
感謝大家發心前來道場供僧，童軍、友愛服務隊的表演非常精采，很難想像友愛的師姊們竟然在短短一星期內分別完成錄製歌曲、剪
接，呈現出和諧的合唱表演。

澳紐總住持滿可法師通過視訊開示說：佛陀時代次第乞食的因緣，星雲大師希望弟子安貧樂道，少欲知足，出家人要憂道不憂貧。
我們今天的膳食是半碗鹹菜，希望藉此因緣提倡感恩、發心，以及安貧樂道的觀念。大師常說有佛法就有辦法，在疫情當中如果有佛
法，就一定能突破難關。佛經中說「僧如大地，能長養一切善法」。佛陀也讚嘆三福行：1)布施福；2)受戒福；3)天人福。當我們有
能力時需要布施；有婚喪喜慶也要布施；不順利的時候更需要布施。農曆7月是出家人的修持月，在家信眾的功德月，最後祝福大家
僧寶節身體健康，平安吉祥。

住持滿望法師等諸位法師在誦持六字大明咒聲中，進行托缽儀式，許許多多的信眾，不分男女老少，也紛紛投缽供養，用恭敬心、
歡喜心與法師們結緣。最後大眾一起回向功德，2021年供僧法會殊勝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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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下午，中天寺於圓通寶殿啟建2021年孝道月孝親報恩三時繫念暨供僧道糧總回向法會，由住持滿望法師主法，帶領中天寺
諸位法師與線上線下近500位信眾，大眾專注一心，諷誦《阿彌陀經》、讚佛偈、念佛、禮拜、往生壇超薦、懺悔發願等《三時繫念
》儀軌，希望超度祖先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並將功德回向十方法界眾生。有昆士蘭協會會長劉宗澤、副會長David Chiu、Shirley
Hsueh、督導薛華亭闔家、督導吳金明伉儷、佛光會員信眾，引導年輕一代禮拜祖先，傳承慎終追遠之孝道精神。大眾保持社交距離
，壇場莊嚴肅穆，法會殊勝圓滿。

住持滿望法師開示說：《三時繫念》是很重要三個小時，每個小時有不同的功課，需要法師帶領大眾一起修持，所以三寶很重要。
經典中說有八種困難，我們有佛像可以仰望，這是慶幸的，我們還有星雲大師為我們帶來人間佛教。過去寺院都在山林里，菩薩離我
們很遙遠。大師把遙遠的佛菩薩帶到人間，有人間佛教，讓我們隨時隨地可以修行。有佛像可以仰望，有經書可以看，手上捧著的《
三時繫念》經本，都是法寶。青青翠竹，無非法身，鬱鬱黃花，皆是般若。人生需要各項因緣具足，一場三時繫念，在佛前、靈前進
行不同的程序。佛教不消極，佛教很積極，尤其是星雲大師的弟子，是最積極的。每年7月，大家一起共修，7月是精進月，讓所有的
過往親人，領受功德，也學習了佛法。學習之後還要皈依，要受戒，要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修行。9月份就要有佛學會考，希
望大家參與，與法結緣，學習一些佛門用語。七月是功德月、孝道月，我們禮拜了《梁皇寶懺》，誦了《三時繫念》，功德圓滿，祝
大家身心自在，一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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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昆士蘭協會理事暨行銷經理Ralph Smith出席了昆士蘭警察局安全與反恐司令部（SCTC）舉辦的保護宗教場所論壇。在為
期半天的論壇上，來自83個地區的22個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以及來自昆士蘭警察局的60名成員參會發言。

由於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和昆士蘭協會劉宗澤會長未能出席論壇，因此昆士蘭警察局隷屬於SCTC東南部地區的高級反恐官員Greta
Lee Greig警官與Peta Yarwood警長特地前來中天寺安排了一次簡報會議。8月20日下午住持滿望法師與劉宗澤會長於般若堂會見
兩位警官，警官就目前澳大利亞境內眾多民眾聚集的所有地方所面臨的安全威脅進行簡報，其中包括體育館、購物中心和宗教場所等
場所。儘管本地區沒有直接威脅，但簡報涵蓋了安全領域、包括網絡犯罪在內的潛在威脅以及如何應對任何威脅的防範措施。尤其在
疫情期間經濟不穩定，社區安全問題更值得關注。

自2001年美國發生911襲擊以來，澳洲政府一直與所有國家警察機構密切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威脅，並在昆士蘭成立了反恐委員會
，現在有專門的警官接受反恐方面的培訓，並隷屬於昆士蘭各地區的警務部門。Greta Lee Greig警官與Peta Yarwood警長負責洛根
地區，表示未來將與中天寺和昆士蘭協會更密切地合作。住持滿望法師、劉會長感謝兩位警官前來關心，希望在佛菩薩的加持及大家
齊心協力的配合之下，中天寺能提供安寧祥和的環境讓民眾來禮佛修持並參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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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上午，主題為「信仰與傳承」的法寶講座在中天寺圓通
寶殿舉行。由國際佛光會大洋洲秘書處主辦、昆士蘭協會承辦，邀
請楊史邦檀講師主持，中天寺住持滿望法師、國際佛光會慈善服務
委員會主任委員暨中天寺二期工程主任委員盧淑媛顧問和昆士蘭協
會劉宗澤會長與談，現場、線上共有150餘名佛光人參加。法寶講
座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信仰，二是傳承。圍繞信仰，滿望法師分享
了1991年來到澳洲啟建中天寺道場（第一期工程）的心路歷程。中
天寺一期工程自星雲大師1989年第一次到布里斯班與信眾見面緣起
發心，到1993年歷時五年時間一期工程建設完成並開光。滿望法師
回憶了自1991年9月到中天寺參與建寺工作到1997年離開這7年時間
的主要弘法利生、傳播信仰的工作：首先，在中天寺還未建成之時
，做家庭普照來聚集信眾；其次是發展中文教育培育人才；再者是
環保護生以及舉辦各類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滿望法師本著信念和
秉持出家人的慈悲和擔當，做到了：一是堅持、專注、壹心不二；

二是敬業、點滴學習；三是有佛法、有信仰；四是對信徒有慈悲。盧淑媛顧問分享了她及家人在20多年前與中天寺結緣、與法相會的
經歷。她分享到，中天寺是個充滿溫暖與愛的大家庭，讓她對佛法更有堅定信仰，體會到了生命意義與價值，讓她20多年來護持正法
、永不退轉菩提心。她把佛法融入家庭，帶領全家人都信仰佛教；把佛法融入事業中，以慈悲回饋大眾、利益大眾為目標，事業獲得
了成功。劉會長分享了他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老一輩與中天寺、佛光山的因緣，以及他們修福修慧的故事。他回顧了自己從青
年時期對佛教還有懷疑，到後來聽聞正法，深受感動，堅定信心跟隨星雲大師和佛光僧團學習佛法，信仰是人生軌道。

第二部分是傳承。楊檀講師請滿望法師為信眾講述中天寺二期工程之後的規劃。滿望法師講到，中天寺建寺30餘年，是眾法師和諸
信眾一棒一棒接力而來。中天寺二期工程完成後，將秉承星雲大師的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
，以共修凈化人心。與此同時，將特別在文化、音樂、體育和美術方面加強，讓中天寺成為社會紐帶，讓佛光會員幼有所養，老有所
依，步步都是生命軌跡。未來的中天寺是屬於信眾大家，也請各位信眾在這裡留下善因善緣。盧顧問回憶了當年中天寺寶塔工程建設
時的挑戰以及大家廣結善緣最終完成了工程的歷程。她還分享了在疫情中，如何用佛法、信念，克服惶恐、生起智慧，擁有定力。有
佛法就有辦法，佛法智慧幫我們找到避風港。她也分享了她的孩子在她學佛之後，發心做慈善，以慈悲關懷社會、幫助他人，很好地
詮釋了傳承。盧顧問還分享了友愛服務隊成立20多年來，在依來法師帶領下，在一代又一代的隊長接力下，堅持以慈善為關懷，以菩
薩精神廣度大眾，為100多個機構提供贊助。劉會長則分享了佛教在他的家庭中的傳承，劉會長說，傳承是一種責任，需要承擔。佛
教靠我，家庭靠我，事業靠我。對我們來說，最重要是，道業靠我，是集體創作中不可缺少。從滿望法師看到信仰的力量，從盧顧問
身上看到不可以沒有慈悲，從劉會長身上看到承擔。大師教誨銘記在心，不忘初心；當一個不請之友，隨時回來中天寺這個慧命之家。

最後，滿望法師開示說：今天的法寶講座很圓滿，總結三個字：一是「好」，三好。二是「給」，感謝各位佛光人的付出，才成就
了中天寺的現在。三是「和」，和諧、和樂。今天是開端而不是結束。感謝佛光人成就，祝大家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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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上午，黃金海岸分會在佛光緣舉辦讀書會，邀請楊史邦檀講師繼續為大家複習佛學會考中
級題庫，共有十九位會員大眾參加。

楊檀講師帶領大家一題一題仔細的研讀與講解，並進一步就題目來加強說明佛學內涵。從涅槃四
德「常樂我淨」帶出「四念處」的意理；發心有增上生心、出離心、菩提心等三個層次，提醒我們
要發菩提心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佈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類別，要能做到心存感恩的與人分
享才是真佈施；星雲大師提供四個妙法教導我們如何自在如意的生活：你對我錯、你大我小、你有
我無、你樂我苦。楊史邦檀講師在90分鐘的課堂中認真的引經據典來解說每個題目，希望參加會考
的大眾都能好好複習佛法真義，從中獲得法益。因為有疫情的考量，課後，幾位師兄姐留下來整理
環境後就各自離開，大家相約下星期四再續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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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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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願，
三皈依，恭讀〈向藥師如來祈願文〉及回向，共有32位會員與信徒參加，法會圓滿殊勝。

覺堂法師分享星雲大師談論可以改變人的命運的六點提示：1)一塊金錢；2)一句好話；3)一件善事；4)一點知識；5)一些方便；6)
一個微笑。命運操縱在自己的手中。面對當下的困難處境，我們如果能保持正念，必可逢凶化吉，否極泰來。最後，覺堂法師鼓勵大
家在危機時刻更要保持樂觀態度，提升信仰的力量，相信諸佛菩薩必定會幫助自己與家人等度過難關。

午齋時，大家為當月的壽星會員慶生，覺堂法師頒贈結緣品給壽星們，並祝福他們一切安康吉祥。下午，覺堂法師帶領分會王芸芳
會長，協會督導吳金明伉儷等到陳瓴薽師姐家普照。陳師姐日前在家下樓梯時不小心滑一跤摔傷了，剛動好手術在家調養，大家就安
排今天下午去探望她。覺堂法師代表常住表達關懷，王會長也轉達師兄姐們的慰問，大家一起祈願她早日康復，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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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朱春嬌

在這疫情仍然紛擾的日子裡，友愛服務隊八月份讀書會的主辦人：杜素珍、湯聰玲、蔡芸姗、黃翠音、王金蘭、黃彩惠、祝遵智、
朱春嬌，決定來一埸戶外之旅，別開生面的讀書會「悅之音一樂而行」，走訪林中的Daisy Hill Koala Centre。

8月27日上午，法師們及師兄、師姐共37位，從中天寺山門出發，抱著無比雀躍的心情，走入環繞中天寺的Daisy
Hill林區，在沿途享受大自然樹林芬多精的同時，聆聽著住持滿望法師解說中天寺的地理環境，是得天獨厚的叢林道場，深感我們是
一群有福報的人，能在此地靈人傑的正信道場中學佛，內心深感慶幸。正陶醉於森林浴的我們，三組當中的其中一組，忽然發現我們
已錯過了原先規劃的路程，迷失在這片寧靜的叢林中，不知去向，當下神情氣定的滿望法師就像一盞明燈，不斷尋找出路指引我們，
安撫了緊張的心緒。楊史邦理事幽默風趣，引經據典，提供大師偈語「向前有路」，而宋佩蓮隊長則隨順大眾建議。最後大家依Google
Map的引導，走到終點。杜素珍師姐開心談笑的分享說：「健行舉步維艱、寸步難行，也是修行，我深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黃
彩惠師姐分享說：「我初次參與主辦讀書會，與大眾結緣，真是滿心歡喜。」祝遵智師姐分享說：「今天的活動氣氛十分融洽，大家
滿心歡喜，我相信今天讀書會將給友愛帶來美好的回憶。」湯聰玲師姐也分享：「人生路途上難免碰到困難，學習心定、面對、解決
，來接受無常的考驗。」最後滿望法師為大眾開示說：「希望將來中天寺能結合幽雅寧靜的Daisy Hill大自然林區，創造好因好緣
，成為一座弘法利生的叢林寺院，利樂社會大眾」。

成就這場別開生面的叢林讀書會，除了感謝八位主持人的用心規畫外，也感恩法師們的參與及指導，感謝杜素珍師姐帶動唱「我的
家鄉在佛光山」、感謝洪金鐘師兄贊助點心水果、黃彩惠師姊的麻糬結緣。大眾沐浴於溫馨的氣氛中，在樹影搖曳、蟲嗚、鳥語花香
中，劃下讀書會的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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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許玉佩

8月27日下午，友愛服務隊於假中天寺海會堂召開了八月份幹部會議，輔導妙湧法師、盧淑媛顧問、盧姝錦督導長、宋佩蓮隊長及友
愛隊員等共35位參與。

會議由主席宋佩蓮隊長開場說：很感動、並感謝各位隊員在短時間內各自虔心錄唱了「讃僧歌」，由金牌Judy幫大家剪輯湊合一起
，這個節目完美呈現在線上的供僧法會中恭敬供養法師。隊長又分享八月份讀書會的健走活動，雖然因森林步道岔路多，各小隊抵達
終點相差一個多小時，但沒有人抱怨，且開心的互相說明遲到的原因，歡樂愉快的氣氛，溫馨又感人。接者盧淑媛顧問向大家報告，
友愛服務隊配合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參與了三項捐贈：1)法音清流隨身聽兩千台；2)空氣清淨機2台；3)繼2019年捐贈90台輪椅到索
羅門群島，今年度的180台已於8月26日運抵索羅門群島。盧姝錦督導長補充說明：「因為2019年送輪椅的因緣，許如經居士在當地成
立了佛光會索羅門協會的籌備會，即將在今年十月的佛光會世界大會時，接受佛光會索羅門協會正式成立的授證。」宋佩蓮隊長接著
向大家預告準備籌辦的活動項目：1)2021年國際佛光會世界大會將於10月2日至10月4日舉辦，鼓勵大家報名。2)友愛慈善晚宴預定11
月13日(星期六)在楓林餐廳舉辦。3)友愛慈善晚宴已募得10項義賣精品。4)友愛慈善晚宴抽獎禮物已募得六十份。5)友愛慈善晚宴餐
票每張$75，由各分會窗口即日起配合推動。6)友愛慈善晚宴表演節目將進行安排規劃。

活動預告後，盧淑媛顧問致詞說：「感恩布里斯本防疫成功，讓我們還能過正常的生活，感恩之餘，綜合以上各項以中天寺為名布
施，我們更應以歡喜心隨緣隨力、不比較、不計較，持續布施植福，廣結善緣。」最後，妙湧法師開示說：「友愛慈悲人對一切事情
的承擔力，令人感動又佩服。盧淑媛顧問一路走來，跟隨大師及依來法師的腳步，以善引善，創造各種善美的因緣，以歡喜心承擔各
種任務，大家應以身為友愛服務隊員為榮，各分會可多多向友愛服務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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