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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佛光山弘法事業的推廣，端賴
信眾護持方能竟其功。本道場感謝
護法委員多年來的護持，為讓委員
瞭解佛光山台北道場人間佛教事業
的現況，特發行「佛光山台北道場
周訊」，內容有台北道場及弘法事
業單位一周的動向，以饗大眾。

大師法語

在吃飯的時候，把我的飯碗
端起來，往外走開，狗都知道跟隨
我，到了外面，我就把飯倒在地底
下給狗吃，讓家人以為是我吃的，
與狗無關，以減少他們對養狗的責
備。
我慢慢到了八、九歲後，養小
雞小鴨已覺得趣味不高，只想養鴿
子，因為鴿子可以在天空翱翔，把
牠放得很遠，牠會再飛回來，就好
像自己的人生也在空中飛翔，何等
逍遙自在。
但有一次，有隻鴿子被人家的
鴿子拐去了，我知道就在距離家裡
不遠的地方，就去跟對方相討，但
討不回來，對方一定要我出錢跟他
買，那時我哪有多餘的錢可以買鴿

貧 僧有話要說 (139 )
子？記得我就跟母親哭訴，請她給

隻蝸牛在路中，我也會把牠移至邊

我三十幾個銅板，讓我把鴿子買回

緣地帶，避免牠無端給人踩踏。

來。母親當然不肯，一隻鴿子要花

我從小對動物都不是寵愛，

我那麼多錢，她無法答應。當時我

但就是懂得愛惜生命、保護生命。

心裡著急，就不願活下去，跑去投

在這樣仁愛的性格中，我慢慢的

水自殺。

成長。當然出了家以後，我自然地

不過我因為從小出生在揚子

也懂得愛人、愛眾、愛團體、愛國

江邊，三、四歲就在水裡玩耍，水

家，可是我漸漸知道，佛門裡反對

性很好，從此邊跳下去，又從那

談情說愛。其實，愛有污染的，也

邊爬起來，當然水沒有淹死我，

有清淨的，我對於男女愛情，有些

只有爬上對岸，坐在岸邊哭泣，一

到最後因愛生恨而置人於死，不免

邊喊著：「我的鴿子啊，我的鴿子

感到可惜。既是愛，就應該犧牲奉

啊……。」

獻，不應該強制占有對方的生命。

這些往事，就是說我在童年

我覺得諸佛菩薩便是以「慈悲」來

時，對動物有一點愛心。例如：一

愛護眾生，因此我把慈悲當作愛的

隻蜻蜓、一隻蝴蝶、一隻蟬，別的

昇華、愛的擴展，還曾發表〈佛教

兒童都用線把牠的腿扣起來，在嬉

的慈悲主義〉，說明慈悲是不要報

鬧中將牠玩弄至死。但我不會，我

酬、不要回饋，只是盡我的心力為

也喜愛牠們，但不會虐待牠們，一

你服務。它集合了愛心、智慧、願

般我會把牠們放在盒子裡，想辦法

力、布施，是成就對方的一種願

餵牠、養牠，如果牠不肯吃我的東

心，所以說慈悲沒有敵人。

西，只有把牠放了。我只覺得既然
愛護牠，就不能讓牠受苦受委屈。
好比一條蚯蚓在路上，我一定把牠
弄到草地上，不讓牠給人踏死；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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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道場

馬 張 月 容 百 歲

周訊

台 北 道 場 祝 壽

覺 元 法 師 台 中 宣 講 「 生 命 的 禮 讚 」

佛光山妙法寺、佛光山豐原
「馬師姐是人見人愛的老菩

老八十，來這裡讀經不會無聊，

活到一百歲了？」

大師擅長為現代人應機說法、隨緣

生命的價值在為人服務，在

禪淨中心，11月25日在妙法寺講堂

開示，他一生度眾，始終以「給

「給人信心、歡喜、希望、方便」

舉辦佛學座，禮請台北道場住持

人懂」為目標。因此辦校興學、撰

中提昇，法師引用星雲大師的名

覺元法師宣講「生命的禮讚」。覺

文編書、急難救護、法會共修，以

言「佛光山是給出來的」。星雲

薩，今年一百歲，為了向她說聲

可以『度過餘生』。」而馬師姐的

祖籍浙江的馬張月容，育有三

生日快樂，我們幾個老同學都從新

「餘生」，是愈讀愈勇健、愈活愈

男三女，她特別感謝同住的兒媳，

元法師首次為台中500位信眾大開

種種權巧方便，將艱深的佛法，深

大師的一生，就是「給」，透過

竹、桃園趕來，因為機會難得！」

年輕。覺元法師表示，一心向佛、

願讓高齡的她到寺院禮佛與學習，

法筵，引經據典暢談「生命的禮

入淺出，化為易懂、能行的人生指

宏願與不斷的「給」，成就佛光山

勤走道場的馬師姐，「學佛的好

並盡可能專車接送、風雨無阻，非

讚」。

南，讓人間佛教真正成為千百萬人

300多個道場。覺元法師勉勵大眾

松鶴學苑，一群可愛的老菩薩，在

處，應該是讓她更加歡喜自在，得

常護持。而務農兒子種的木瓜，以

的生命實踐。

效法星雲大師的慈心悲願，在佛道

這裡上了十幾二十年的課，當中年

以延年益壽吧！」曾為松鶴學苑授

及她個人的拿手甜點紅豆湯，也常

是不斷探索。覺元法師說，「佛

齡最長的馬張月容師姐，今年正式

課的《人間福報》總編輯妙熙法師

成為她與道場間的「結緣品」。

法」本身就是生命的教育，而「華

覺元法師以公案為例，說明世間一

穿插人間音緣歌曲「我願」、「停

升格為「百歲人瑞」。

說，馬師姐為台北道場創下了三個

馬師姐說，松鶴學員都很感佩佛

嚴」是以覺知的生命花園，進入體

切現象皆是因緣和合，如夢如幻。

看聽」、「心中的陽光」，最後以

「稀有難得」：一是成為松鶴學苑

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教，

相用完美的境界。

人們所依存的種種地位、權勢、金

「佛在汝心中」獻給與會大眾，期

法會後，為當月壽星慶生，十八日

中唯一的百歲人瑞；二是依然耳聰

她期許自己做好事、說好話、存好

錢、感情，危脆不實，只是因緣和

許在佛光世界中，找回真心、佛

當天，法師們為馬師姐準備了三層

目明、健步如飛、活得很健康；三

心，真正行佛。問馬師姐可有養生

元法師說明，開創生命的價值，

合，暫時生起的幻想。《楞嚴經》

性，唱出生命的禮讚。

蛋糕，也邀來兒孫三代，與大眾合

是成為勤走道場、精進念佛的最佳

祕訣，她說：「我每天早上七時到

創造力很重要。人間佛教的弘傳，

云「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諸佛

唱〈無量壽佛〉，為百歲馬師姐祝

典範。為松鶴服務的蘇珠說，學員

九時念佛，接著吃早餐（最愛奶茶

要有創意，不斷與時俱進。星雲

如來認真不認妄，不被境界所轉。

壽。佛光山台北道場住持覺元法師

們都是七十五歲以上的銀髮族，但

配三明治），中午買一個七十元的

表示，馬師姐從一九九四年就親近

每個人見到馬師姐，都會握著她的

素食便當，可以分成兩餐吃，這樣

道場，當年未滿八旬，面對旁人詢

手說：「您不戴眼鏡、不用染髮、

就讓我感到很滿足、很快樂啊」。

不但能增加說話的溫度，更能使所

問上課理由，馬師姐總是說：「七

不拿拐杖，叫我們怎麼相信您已經

【記者陳玲芳台北報導】

說的話具有質感、溫暖，進而撫慰

佛光山台北道場為銀髮族開設

台北道場每月農曆初一報恩

「如何發現生命的意義？」就

「如何開創生命的價値？」覺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如何轉煩惱火焰為菩提？」

弘法人員音聲弘法

上精進不懈。講座中，覺元法師亦

【人間社記者 黃秀蘭 大甲報導】

讓善法深入人心
人心。
「好聲音，也等於好心情」王
瑞芹談到，說話時，要嘴角上揚、
適時斷句、減少贅詞、發全音，才
會好聽，用愉悅的聲音好好說話，
可使對方感受到說話者的善意與歡
喜，運用「輕重緩急，抑揚頓挫」
八字訣，來掌握說話的節奏感，能

怎樣說話能更動聽？為了讓發心宣

與會60多位弘法人員，如何以音聲

講的弘法人員，在宣講星雲大師智

弘法，接引更多有緣人。

慧法語時，能讓聲音入心、讓文章

「聲慢則貴」王瑞芹提到，說

讓所說的話更耐聽。
如何保養喉嚨？王瑞芹不忘叮
嚀大家，要多喝溫水、睡眠充足少

更動聽，11月27日在佛光山台北道

話有許多種方式，不論是專業或權

熬夜、避免大吼大叫與少吃油炸物

場舉辦座談分享，邀請資深專業配

威，只要是上台說話，都要有自

等，都是保養喉嚨的良方。

音員暨聲音訓練師王瑞芹，教導

信、能篤定，運用「喉腔共鳴」，

【人間社記者 張彬彬 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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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北市弘法人員分享座談會

如何做個稱職的弘法人員？
為提升宣講能力與信心，北市弘法

提升正向能量

承、轉、合中結合佛法，帶出自己

事項時談到，弘法人員是宣揚正

的生命經驗。

法，態度要能不亢不卑，大師慈

人員分享座談會，11月13日在佛光

陳淑華分享三段式宣講要領

悲，讓在家居士也有上台弘法的因

山台北道場舉行，國際佛光會世界

時提到，宣講時間要以15分鐘為

緣，要以一份感恩心、歡喜心與供

總會檀講師鄧淑明、國際佛光會中

限，並期許大家要能不忘初心，有

養心，善加珍惜。

華總會文山二會秘書陳淑華、青年

信仰就有力量，也是人生最大的幸

總團妙慧講師陳俗均、中山六會會

福。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北區協
會區委莊燕雪示範宣講《人間萬

長李淑芳、督導高淑敏等人，分別

如何準備與消化文章？陳俗

事》中的文章「幸福」，並分享母

就準備宣講內容步驟、三段式宣講

均談到，要找到文章的關鍵字，精

親遇到境界，因信仰而找回幸福的

要領、如何準備與消化文章、如何

簡不但可以提昇記憶，也可幫助聽

生命經驗，隨後由南一區督導長周

準備宣講輔助道具與宣講態度及注

眾了解文章法要，也鼓勵大家要多

圍輝做回饋。

意事項等議題，交流智慧與經驗，

參加讀書會，透過閱讀來開啟智

讓與會130位弘法人員在寓教於樂

慧。

中增添信心、發願以「法供養」來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副秘書
長如瑄法師前來加油打氣，勉眾要

在如何準備宣講輔助道具單

以平常心來做準備、用真誠的態度

元中，李淑芳教導設計簡報，並說

來宣揚善法，以提昇更多正向能

鄧淑明除了教導準備宣講內

明簡報的字不要太小，宣講時善用

量。

容步驟，並說明在宣講星雲大師文

道具，可讓聽眾更容易掌握文章的

章時，要將文章內容內化、融會貫

重點。

廣結善緣。

通，用口語化方式來介紹，在起、

高淑敏叮嚀宣講態度與注意

【人間社記者 張彬彬 台北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