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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冠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星雲大師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這次全球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許多人受到委屈、苦難和驚嚇，
祈求您的慈悲加被，
讓我們具備勇氣與智慧，
面對疫情，能夠處變不驚，
面對疾病，能夠冷靜寬心。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有些地方封城了，有的活動暫停了，
現在我們更需要發揮您救苦救難的精神，
互助關懷，避免驚慌失措，
彼此鼓勵，增加信心無畏。
暫時的隔離，我們可以當作閉關，自我反省，
一時的不便，我們可以靜心正念，自我潛修。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團結一心，
相信政府部門會儘快解除危機，
感謝醫護人員正努力醫治病患；
世界上無論再怎麼困難，
只要以慈悲智慧面對，
人人行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大家重視環保護生，必能轉危為安。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此時此刻，我們虔誠稱念您的名號

「南無觀世音菩薩」
我們要學習您的慈悲與智慧，
轉化外在的煩惱境界，
我們要遠離顛倒妄想，觀人自在；
我們要遠離分別臆測，觀境自在；
我們要遠離執著纏縛，觀事自在。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祈求您，
讓生病的人儘快痊癒，恢復健康，
不幸往生者蒙佛接引，安心歸去，
讓社會淨化遠離疫情，
讓普羅大眾平安吉祥！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請求您接受我至誠的祈願；
慈悲偉大的觀世音菩薩！
請求您接受我至誠的祈願。

巴西人士慶鼠年 文化饗宴賀新春
歡慶農曆新年，佛光山如來寺於2月2日舉

蒞臨、大眾的參與。

辦「新春文化饗宴」，科蒂亞市市議員Édson

鑼鼓喧天中，祥獅獻瑞慶新春、非洲舞蹈迎豐

Silva、奧薩斯庫市市議員Ralf Silva、科蒂亞市

年、日本太鼓震人心、剛柔並濟太極扇、華夏金

觀光局局長José Genival dos Santos 伉儷、聖保

龍大地春，以及由巴西青年團所帶來的「我有信

羅經濟文化辦事處徐澤玗組長等20多位貴賓，

仰」(I have faith)；每一個表演皆贏得滿堂彩。

與近9000位民眾，共同觀賞各族裔團體所展現

節目最後由三位身穿紅袍的財神爺，逗趣蹦跳的

的文化精粹，迎接鼠年的到來。

出場，引得大眾聞聲起舞，財神爺陸續拋灑糖

一早信眾陸續湧入大雄寶殿，所有貴賓皆歡喜

果，與大眾結緣，全場High 翻天。

的參與上午新春禮千佛法會，殿內擠入了近400

文化教室內各項手工藝品教學：中國結、折燈

名的信眾。住持妙佑法師帶領大眾恭讀星雲大師

籠、捏麵人、摺紙、書籤製作、抄經等，老少咸

所撰的〈為新型肺炎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

宜的文化體驗教學，吸引許多人流連於各攤位前

，轉達大師對眾生的關懷，呼籲大家合掌代替握

學習。同時，戶外的素食園遊會，更是讓大家駐

手、蔬食茹素，落實環保愛地球。同時；全球佛

足品嚐美味。

光道場發動佛光人誦持《般若心經》為社會大眾

當天有5家媒體前來攝影採訪，妙佑法師接受

祈福祝禱，敦請大家為人類的幸福與安樂，共同

CGTN的訪問，此電視台隸屬中國中央電視台於

誦經迴向，以祈疫情早日平息。

海外的分支，法師以星雲大師「文化弘揚佛法」

下午一時，成佛大道廣場、四周草坪、迴廊等

的理念，說明活動的宗旨，以文化節目促進種族

地擠滿人潮，引頸翹盼表演活動。南美教區總住

間的融合與相互尊重，為社會和諧、世界和平而

持妙遠法師以星雲大師新春墨寶「行道天下，福

努力。

滿人間！」鼓勵大家行三好。國際佛光會巴西協

今日前來參與活動的98%以上是巴西本土人

會會長許永隆致詞感謝科蒂亞市府全力配合，聖

士，表示佛光山在聖保羅的活動受到當地人的重

保羅市的逾百名軍警的維安，更感謝所有貴賓的

視與認同，甚是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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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達多太子音樂劇巴西盛大演出
以歌舞詮釋佛陀的故事深獲好評
菲律賓光明大學的《悉達多太子》音樂劇團，
在菲律賓馬尼拉佛光山萬年寺監寺覺林法師帶團
下，於2月17日扺達南美洲巴西。該劇已在世界上
13個國家巡迴演出超過129場，包括 : 美國、澳
洲、紐西蘭、臺灣、日本、香港、澳門、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
此劇團演出及工作人員多為菲律賓本土人士，
由於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演員大部份信奉天主
教，其中也有基督教及伊斯蘭教。
菲律賓光明大學是星雲大師以慈悲心，在全球
創辦的第五所大學，理念是「把知識留給人類，把
大學留在人間」。星雲大師深深瞭解：教育是強國
之本，知識是青少年人生的轉捩點。他要給當地貧
苦孩子一個接受知識的機會，希望有求知慾的孩
子，能以發揮對藝術的熱情來翻轉生命，可擁有完
全不同的人生。他們大多數從一個鄉下小孩，轉變
為可邁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國家劇院的演員
2月19日晚上，當《悉達多太子》音樂劇，在聖
保羅市中心的雷諾劇場演出時，雖下著滂沱大雨，
仍阻擋不了近千觀眾的熱情。兩個半小時精彩的
表演，無論獨唱丶對唱丶合唱或舞蹈，演員們的演
技丶唱功都可圈可點。觀眾個個聚精會神，毫無冷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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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星期日下午，該劇團則在巴西如來寺大雄
寶殿再度隆重表演，逾500位觀眾鴉雀無聲靜靜地
欣賞。
在如來寺他們以兩種不同形式演出，上半場是
「悉達多太子音樂劇」，美麗音聲裊繞全場，帶領
觀眾穿越時空，回到2600多年前悉達多成佛、悟
道的一生。出神入化的表演，令人彷彿身歷其境，
感受佛陀的慈悲智慧，也讓觀眾對佛陀有了更深刻
的認識。
第二部份則由菲律賓知名音樂家、本劇音樂總
監Jude Edgar Caballero Balsamo表演鋼琴獨奏，以
及演員獻唱星雲大師人間音緣歌曲及世界名曲，現
場震撼人心，掌聲雷動。
佛光山南美教區總住持妙遠法師表示，從音樂
劇中去欣賞，可以超越煩惱也落實星雲大師人間
「三好四給」的精神，給人歡喜。
巴西人佔絕大多數的觀眾，對以歌唱詮釋佛法
都驚訝不已 ! 各一小時的精華版歌劇，以及富教育
性的活潑歌舞，都令人印象深刻而深獲好評 !
劇團在巴西的演出，是由佛光山南美教區總住
持妙遠法師、如來寺住持妙佑法師等策劃多時，而
得以圓滿落幕！為南美佛教歷史留下記憶深刻的一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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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佛光人歲末關懷 悲憫賑濟
11月27日早上9點，國際佛光會巴西協
會會長許永隆、督導陳榮標偕同慧勵法
師及會員等22人，一同前往APAE、Vila
São

Francisco、CEIC、Lar

Agrícola、Lar

Ester、Creche Criança Feliz、Candido Xavier、
Casa Maia等8 個機構賑濟，分別為3個身心殘障
機構、3家老人院、1個寄養機構及1處貧戶兒童
課輔中心，並前往22貧困家庭致贈食物籃。
南美教區總住持妙遠法師、如來寺住持妙佑
法師率全體法師及義工將文具用品、聖誕蛋糕、
食物籃、濕紙巾、成人紙尿布等物資搬上貨車。
妙遠法師特別勉勵佛光人，愛心永不歇息，要將
「給人一點幫助」當成本份事，去散播慈悲與歡
喜。
第四分會會員劉家均開著大貨車，其餘的會
員分乘5部車浩浩蕩蕩一同前往，首先抵達APAE
，這是以收容心智殘障青少年為主，院長Adriane
表示，每年都很期待佛光人的到來，特別是今年
所提供的彩筆及筆記本，可以讓院童任意揮灑著
色，希望院生不會在牆壁、桌上等處亂塗鴉。
多年來持續關懷Creche

Criança

Feliz機構，

院內小朋友看到佛光人都會用中文說：你好！
謝謝！蓮花分會督導Rose Lacerda帶動眾人齊唱
「四海都有佛光人」，大家伴隨著節奏拍手，快
樂的旋律超越語言的隔閡，融入眾人的心，小朋
友認為這是慶祝歡樂耶誕。
在Casa

Maia目睹生活無法自理的腦癱院生，

都無法言語表達，身體不由自主的抽動，有些甚
至只能終日臥床，目睹這樣的情境，縱使多次前
往慰問的佛光人都難過的掉眼淚，慧勵法師帶領
眾人誦持藥師佛聖號及藥師咒，迴向受苦的院童
們。
大約至下午3點半左右，一行人回到寺內，常
住準備咖啡及糕點慰勞眾人。協會的副會長李樹
立表示，參加此賑濟活動超過20年、40餘次，
每次仍是感觸很深，能夠「手心向下去助人」真
的很感恩。他的同修吳櫻說，這麼一個晴朗的天
氣，原本是好心情，但經過這一天的探訪賑濟活
動，看到孤獨的老人、腦癱等身心殘障著，越看
越難過，回到寺裏後，特別去大殿拜佛，祈願透
過佛力加被，讓所有眾生都可以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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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之子結業典禮 兩百學子對未來充滿希望與信心
光明教育中心如來之子2019年度結業典
禮，11月30日假佛光山如來寺的大教室舉行，
近200名師生參加。典禮中除了頒發全勤獎及
學習優異獎外，更於此年節時分，對所有教職
人員表達謝意。
清早8:30左右，光明教育中心師生搭乘4部
遊覽車抵達如來寺，全體列隊依序進入大雄
寶殿禮佛後，魚貫走入大教室。首先由住持妙
佑法師鼓勵小朋友們行三好、守五戒，感恩星
雲大師創辦教育中心，給予寓教於樂的輔導課
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洪慈和致詞，要
大家努力學習，才有幸福的未來。
南美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斯碧瑤說，現任的
教務主任David Ferreira 9歲進入中心，接受課
輔，在學校的功課得以迎頭趕上，之後成績節
節高升，去年考上巴西的名校聖保羅大學，成
為家族的驕傲與榮耀，勉勵大家要以現年24歲
的David為榜樣。
活動在音樂班及歌唱班的表演之後，大家一
同觀賞2019年活動回顧影片，影片中，每位老
師特別打扮成佛陀的模樣，或合掌、或盤坐、
或安詳徐步，引得小朋友的掌聲與歡呼聲。
常住特別準備了彩筆、筆記本等頒予全勤的
20名學生以茲鼓勵。Rafaela Nascimento 一人
獨得全勤、師長推薦、成績優異的三好獎，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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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場熱烈的掌聲。常住同時致贈全體師生收
納袋、聖誕蛋糕、文具用品等。
14歲的Ana
Caroline說學習小提琴是個夢
想，但不是家境可以負擔的，教育中心提供了
音樂課、合唱班，這一點讓她非常的開心。
學生Guilherme表示，自己今年16歲了，進
入教育中心學習已經10年，從最初開始接受常
住每月所提供的「食物籃」，到目前家境已略
有改善，他也加入了英文、中文及足球等加強
課程，希望將來可以進入甄試，順利到台灣南
華大學就讀。
佛光山如來寺在星雲大師的指導下，於
2003年成立「如來之子教養計畫」，至今受惠
的學童超過3300位。課程從週一至週六，分
上下午班，免費提供學科輔導，並另外設有音
樂、歌唱、繪畫、足球、跆拳等有益身心的美
學、體育課程，造福了Raposo Tavarez 附近貧
民窟的孩童。從2016年起，成績優秀的學生，
可獲四年全額奬學金，保送至台灣嘉義南華大
學就讀，為翻轉貧困孩童的一生而努力。
當天與會貴賓包括國際佛光會巴西協會督導
洪呂麗月丶陳榮標以及輔導法師慧勵法師，眾
人共睹這16年來教育中心成果感到非常欣慰，
再次肯定佛光山以教育為出發點，為人間創造
善美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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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短期佛學院
巴西「如來短期佛學院第12屆短期研修班」12
月22日在佛光山如來寺舉行結業典禮，此屆學員
全數為巴西本土人士，21位學生經過1個月的學
習，由住持妙佑法師代表頒發結業證書，並致贈學
生觀音項鍊及《普門品》葡文抄經本。國際佛光會
巴西協會督導洪慈和、洪呂麗月、陳榮標等應邀出
席，學生家屬近40人觀禮。
此屆學員全數為巴西本土人士，男眾12位，女
眾9位，平均年齡30歲，大學及碩、博士學及學歷
達74%。為期一個月的課程內容豐富多元，包括
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宗門思想、佛教史、佛法概
論、學佛行儀、五堂功課、高僧傳、人間生活禪、
佛教運用──翻譯、專題講座等。課程中也安排
蓮花分會會長Sérgio Wasserstein、副會長Valéria
Cressoni、如來翻譯中心主任Moacir Mazzariol及歷
屆結業生 André Ramiro、 Vanessa Oliveira等人與
大家座談，分享如何應用佛法於職場、家庭等經
驗，更宣導加入佛光會乃是延續學佛的最佳途徑。
在課程進入第20天後，由學生Gabriel Ferreira擔
任維那、Bruno Silva司木魚、Cássio司鈴鼓，全程
中文唱誦，心經則是中、葡文兼併。過堂的供養
咒、結齋偈也由學生帶領唱誦。教務老師有謙法師
表示，學生每日參與早課，聽法師們唱誦，雖然僅
能以漢語拼音跟著學習，而梵唄的穿透力是超越語
言隔閡、深入人心的，由巴西人自行帶領課誦也是
弘法本土化重要的一環。
有戒法師以《釋迦牟尼佛傳》為藍本教授佛教
史，學生感佩於佛陀一生的行誼，分組演出「四城
門、降魔、成道、轉法輪、第一位比丘尼」等五個
篇章。藉以簡短旁白串聯五段話劇，在一小時內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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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梵唄法音宣流
譯了佛陀偉大的一生。善於口技的Marcio為整場添
加蟲鳴鳥啼、風雨雷電等音效；學生利用手電筒打
光，更以床單、禪修膝蓋巾、海青變化為各式戲
服。最引人入勝的是Luana Shie、Sofia Coimbra等
4人自創葡文梵唄海潮音，佐以流水板的木魚，歌
讚佛陀成道事蹟，音聲清和悠遠感動眾人，謝幕時
大家一致感謝Gabriel Duarte協助編導。
於一個月中全心全意學習佛法，參與早晚課
誦、出坡作務，並於各單位實習後，學生請求成為
正式佛教徒，常住特別於12月21日為大家舉行皈
依典禮，同時亦有信眾22人發心皈依，住持妙佑
法師主持皈依典禮，為眾人解說三寶的意義、功用
及皈依的利益，更帶領眾人於佛前發願「我是佛」
，勉勵大家實踐三好、淨除三毒，護持佛法、發願
度眾，才是真正的學佛與行佛。《釋迦牟尼佛傳》
一書是佛陀的一生修行的足跡，是佛教徒的入門
書，也是修行指引， 鼓勵大家閱讀。
結業典禮中，督導洪慈和、洪呂麗月、陳榮標
等人分別致詞，勉勵學員將所學到的佛法，好好運
用於生活中，才能自受益、他受益。妙佑法師提
到，大家於面試時都說，想找一個生命的答案，一
條人生的道路，經過一個月的學習，眾人21日在
佛前皈依典禮中肯定了生命的依止；以三寶為舟
船、以佛法為導航，歡迎大家常回慧命之家充電。
學生Juliana Mendes及Cássio Feliciano分別代表
結業生致謝詞表示，平日不聞蟲鳴鳥啼聲，在這
30天中，紊亂的心漸漸沉澱，可以觀察到心念細
微處，發現快樂就是以紀律軌範自己的心，在簡單
的生活中養成內觀的能力，最後學生以「惜別歌」
感謝所有法師及歷屆學長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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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信眾齊聚於如來寺

朝山、倒數迎新年

佛光山如來寺於12月31日舉辦年終「圍爐、朝山活動」，
從傍晚5點左右，寺院中已是人聲鼎沸，聖保羅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主任詹前校、秘書周世鴻與近600名民眾一同圍爐話家
常。逾1,300位信眾參與朝山，半數以上皆為巴西本土人士。
如來寺向來重視環境的整潔優雅、禪林景色維護、對訪客
親切招呼，自2013年開始連續5年榮膺貓途鷹(TripAdvisor)「
卓越獎」後，更於2018年進階躍入「名人堂」之列， 2019
年持續受遊客點評優等，再次蟬聯殊榮。再者；如來寺的素
食早已名聞遐邇，深受中巴人士喜愛，於此圍爐，就成為素
食熱愛者的首選，用餐時間一公告，短短2周內就登記額滿。
當巴西舉國以度假休閒、看煙花慶祝新年的同時，「如來
短期佛學院」歷屆結業生，軍警奇亞哥(Diego)中尉等14人選
擇回寺協助活動，善於美工設計的寶拉(Paula)帶領眾人精心
雕刻「歡喜鼠、年節吉祥語」張貼於齋堂等處。巴西青年團
在會長Gustavo Gomes的號召下加入布置、行堂、獻燈引導等
事宜，聖保羅各分會會員則同心齊力的揮汗掌理典座、行堂
等工作。寺中張燈結綵，處處洋溢年節喜慶的熱鬧。
晚間9點鐘，逾1,300位信眾早已排班於山門口，人龍綿
延於車道，大家隨著「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聖號，三步一
拜至成佛大道，住持妙佑法師帶領眾人諷誦藥師咒及拜願，
在「消災延壽藥師佛」的聖號中舉燈祝禱，恭讀「朝山祈願
文」，法師以「行道天下，福滿人間！」轉達星雲大師對大
家的祝福，更強調以「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之
道，便可以累積福德因緣、生活幸福安康。隨後眾人就地靜
坐，聆聽風雨雷般的鼓聲、沁心入脾的鐘聲，等待揮別2019
年。
「如來短期佛學院」結業生馬希羅(Marcelo)等4人，精心
設計逗趣短劇、自製戲服，扮演「2019的圓滿豬」，因為不
肯交遞「希望的火把」給「2020的巧智鼠」，在一陣勸說、
追逐中，隨著2019年的秒數將盡，百千信眾震耳欲聾的倒
數聲中，圓滿豬不捨的將火把交給了巧智鼠，完成了「迎接
2020年」的到來。
法會後，大眾非常有秩序排隊的燒年香、叩鐘祈願。留連
忘返的信眾們駐足於一、二樓迴廊，觀賞成佛大道上一片燈
海輝煌。此時；所有法師也羅列於各據點，手捧星雲大師新
春墨寶、中葡文「星雲法語」卡片、平安香、吉祥米與來山
信眾結緣，並引導大家享用茶點、果汁，活動至凌晨2點鐘左
右圓滿。
國際佛光會巴西協會副會長李樹立，十多年來必定排開繁
忙的商務行程，前來擔任朝山隊伍的捧香爐者，看著朝山人
數年年增加，隊伍一年年的延長，歡喜的表示「佛光山以文
化弘揚佛法」，將朝山與倒數計時揉合於活動中，真是世法
與佛法的融合，深受巴西人士的喜愛與尊重，如來寺也成為
聖保羅的重要地標之一，感佩於星雲大師的睿智領導，人間
佛教得以在巴西生根。詹前校主任感佩星雲大師推動人間佛
教，以正信引導眾生走在光明的人生大道，為社會注入正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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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寺慶祝法寶節 臘八粥分享本土人士
慶祝佛陀成道日法寶節，烹煮臘八粥供眾
是年度盛事之一。1月5日清晨5時許，佛光
山如來寺的大寮內，典座義工們已開始揮
汗煮粥，準備1,500杯分享予來山信眾、香
客。
早於2周前，在住持妙佑法師的帶領下，
如來寺的住眾共同閱讀《星雲大師全集-隨
堂開示錄3》內的〈臘八粥的作法與意義〉
一文，大家心中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文章
內鉅細靡遺的陳述臘八粥的作法，彷彿如同
師父上人親臨指導般的親切，因此對於粥的
用料、比例、煮法都記憶鮮明。
活動開始前一天，大寮內義工們清洗、切
菜、油炸各類食材，為準備臘八粥的食材忙
碌，法師也加入其中，打點著所有的事前準
備工作。切菜的義工打趣的說，希望各類食
材切出來的尺寸比例一致，謹慎的程度就如
同考試般用心。當天，手操鍋鏟的典座義工
耳聞，默誦佛號煮粥，粥會更好吃，也用心
效法。
當天光明燈上燈法會結束後，妙佑法師對
近350名信眾講說臘八粥的由來，強調經過
用心烹調的粥，油、米及8種食材融合在一
起，象徵著和諧共存，享用這碗粥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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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應感恩佛陀為眾生指出一條覺醒的成佛之
道，給世間帶來光明、為眾生帶來希望。法
師們與青年團、童軍團團員於各據點分贈臘
八粥與來山信眾。
同一天下午，國際佛光會巴西協會舉行
「2020年分會聯合月例會」，會中頒發委員
證書給予6個分會新任委員共計86人。每位
分會長於致詞時，特別感謝會員們的支持，
發願來年帶領大眾，共同努力推展會務。協
會會長許永隆讚嘆每位會長的承擔力，會員
的護持力、輔導法師的帶動力，大家齊心為
佛教努力再努力。妙佑法師則勉勵所有幹部
們的發心承擔，必是龍天推出，同時將星雲
大師大師所叮囑的大蘋果分贈與佛光人，祝
賀大家新春快樂，盼眾人以「行道天下，福
滿人間！」為銘，齊心團結弘揚人間佛教。
協會會長許永隆率先發言，感恩大師時時
刻刻心繫眾生；今天的臘八粥暖了我們的
胃，大師贈與的蘋果暖了我們的心，這顆蘋
果就如同「人間佛教」所帶給我們的平安與
幸福。副會長李樹立則表示，落實大師所提
倡的「三好」，我們便可擁有「鼠」不盡的
快樂 、「鼠」不盡的幸福 與「鼠」不盡的
福報，人生就如同這顆蘋果般的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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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兒童夏令營
由光明教育中心所承辦的「三好兒童夏令營」於
12月15-16日假如來寺修持中心舉行，由住持妙佑
法師主持「三好、五戒」開營宣示，共有40位小朋
友參加。在「愛護地球做環保」為主題的宣導中，
小朋友以此發揮想像力，分組演出「解救森林大
火」、「屋子乾淨就快樂」等。巴西青年團及第12
屆如來短期研修班也分別投入活動設計，帶動「散
播愛與慈悲」、「行動三好」等團康遊戲。教育中
心教務David Ferreira強調，每次的兒童夏令營就如
同精進加行班，於寓教於樂中落實三好與五戒。

德國領事館參訪如來寺
德國駐聖保羅領事館全體成員於11月13日參訪佛
光山如來寺，由住持妙佑法師及行政助理Aristides接
待導覽，學習佛教教義及禪修。
總領事Axel Zeidler及兩位副總領事Jen Just及
Margit Besser一行26人於上午10點抵達，由住持妙佑
法師引導眾人至大雄寶殿上香，介紹佛光山傳承於
臨濟宗，開山星雲大師乃第48代傳人，同時說明佛
光山於南美洲的弘化進程與遠景。
隨後一行人進入禪堂靜坐，法師先以毗盧遮那佛
七支坐法引導。下坐後，法師強調星雲大師所提倡
的「人間生活禪」的妙用在於「禪是健康之道，禪
的功用可以開闊心胸、堅定毅力、啟發智慧、調和
精神、記憶清晰」。
座談時，領事Sebastian
Klein提問「忙碌的生活
中，如何保有清醒的心？」妙佑法師以二祖慧可
大師「覓心了不可得」的公案，讓與會者拍案叫
絕。又有人問：「平白無故受到委屈或冤枉時該怎
麼辦？」法師更應機的舉例「當一個人在森林漫步
時，恰巧大雨淋身，或許會覺得塵慮盡滌。但如果
是被人潑了一盆水，可能就怒火攻心。一樣是整身

體驗人間生活禪

濕透，心情卻有天壤之別？」奉勸大家拿回「心情
的主控權」，不要受外境的影響而喜悲不能自主。
在1個多小時的座談後，副領事 Sophia等人表示：
佛門的修行於世法的應用，使人生更加圓融無礙，
希望將來有機會再來造訪。
隨著Aristides導覽後山禪園，眾人表示，此次參訪
是領事館成員共同投票表決。不只是欣賞古色古香
的寺院建築，更
學習佛教教義、明
白禪修的好處、找
到身心的安頓處，
獲益良多。Axel
Zeidler特別感謝妙
佑法師的安排、接
待，並讚歎素食可
口。臨別前，常
住贈送大家「吉
祥如意」吊飾及
《 佛 光 世 紀 -南 美
版》。

國際佛光會巴西協會舉行2020年分會聯合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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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習飛新春禮千佛法會
海習飛佛光緣慶祝農曆新年，
特於元月26日舉辦新春禮千佛法
會暨文化表演，如來寺覺曦法師
及里約禪淨中心妙威法師共同前
來帶領，是日計有150位中巴信眾
前來禮佛，共同迎接新春佳節。
法師帶領信眾禮拜千佛，恭
誦星雲大師《新春祈願文》，法
會圓滿妙威法師開示道：首先大
家一起來互道新年快樂，新年有
除舊佈新的意涵，除了家裏需要
大掃除，我們心靈也需要淨除塵
垢。今天常住準備吉祥香、蘋
果、春聯跟大家結緣。而這三柱
香也代表大家要行三好；星雲

大師今年已94
歲，雖遠在台
灣，但心繫遠在
巴西的你們，特
別送給每個人蘋
果，就是祝福大
家在這新的一年能夠平平安安，
這也是大師的慈心悲願。
下午2點舉行文化表演及摸彩活
動，最後壓軸，是由佛光青年林
煌扮演財神爺，一出場全場歡喜
連連，大家喜獲財神爺送來象徵
財富的金幣巧克力，大家歡喜的
帶著佛菩薩與大師的祝福賦歸，
也圓滿了今日的法會。

海習飛歲末獻燈祈福法會
海習飛佛光緣於12月31日晚上7：30舉辦「歲
末獻燈祈福法會」，共有134位中巴信眾來寺上
燈祈福、共享年夜晚餐，為2019年畫下圓滿句
點，並迎接嶄新的一年到來。
如來寺覺曦法師前來帶領大眾諷誦藥師灌頂
真言、拜願、恭讀星雲大師〈除夕祈願文〉。
法會後法師提到，2020年也是12生肖的起頭鼠
年，星雲大師送給信徒墨寶春聯是「行道天下福
滿人間」，大師鼓勵大家做好事、說好話、存好
心，以三好行道天下、讓福滿人間！以歡喜心迎
接新的一年到來。如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五和人

生，首先就是從自我做起，能「自心和悅」，才
能「家庭和順」、進而擴大到社會，在與人相處
能「人我和敬」，才能創造「社會和諧」，有和
諧安定的社會才能達到「世界和平」。
接著頒發巴西協會海習飛分會江鳳珠督導聘
書，及表揚、感謝典座菩薩、義工、佛光青年及
護法委員一年來的護持。佛光緣亦以大師「行道
天下 福滿人間」墨寶春聯、平安米、巧克力、
大師法語及吉祥香與大眾結緣。隨後大眾至齋
堂，品嚐典座菩薩們準備的豐盛年夜素齋，大家
互道新年快樂，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慶祝法寶節 首度烹煮臘八粥供眾
海習飛分會幹部、會員們以三好行道天下，福滿人間！盧功榮師兄、吳建
權師兄、王瑜師姐、王春娥師姐、高樹傑師兄、林曉婷師姐不辭辛苦早上五
點起來煮臘八粥。佛光青年團冒著炎炎烈日，把一杯杯體現人間佛教的臘八
粥，把佛光人的溫情傳遞到眾多的護法信眾手中時，他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幸
福的微笑，讓大家感受到人間佛教的種子在佛光青年團的身上發芽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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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的祈福 里約禪淨中心新春禮千佛
2月9日佛光山里約禪淨中心舉辦新春禮千佛暨上
燈法會，邀請如來寺住持妙佑法師及巴西協會會長
許永隆與80多位佛友一起響應星雲大師以三好「行
道天下 福滿人間」的囑咐。也為新型肺炎疫情蔓延
誦經祝禱，為患者祈福早日康復，不幸往生者蒙佛
接引，讓社會淨化遠離疫情，讓普羅大眾平安吉祥。
住持妙佑法師率眾恭讀星雲大師〈為新型肺炎
疫情向觀世音菩薩祈願文〉，祈求觀世音菩薩的慈
悲加被，讓人們具備勇氣與智慧，面對疫情，能夠
處變不驚；面對疾病，能夠冷靜寬心，疫情早日平
息。法師也轉達大師對眾生的關懷，呼籲大家合掌
代替握手、蔬食茹素，落實環保愛地球。鼓勵大家
響應佛光山全球推動的《心經》108部修持，共同為
疫情祈福。

里約禪淨中心 「走春」贈臘八粥
慶祝法寶節，佛光山里約禪淨中心於1月5日抄
經共修後，分贈臘八粥與信眾，同時逾70名信眾
收到星雲大師所贈與的大蘋果， 喜不自勝！輔導
法師妙威法師轉達星雲大師對信眾的懸念，特別囑
咐佛光山全球各分別院，贈送信眾、佛光人、義工
等大蘋果，以蘋果諧音，祝福大家「平平安安！行
道天下，福滿人間」，勉勵眾人，效法大師「慈
悲」的精神，時時想到別人的需要，懂得換為思
考，凡事往好處想，慈悲待人。只要懂得行三好「
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福報不求自來。
1月6日清晨四點，有9位義工協助烹煮臘八粥，
分裝了360杯。隨後在法師的帶領下，國際佛光會
里約分會會長李魯亞及委員等10人，踏著微曦晨

光，將熱騰騰的粥送
往市中心122家佛友
的店舖，分享佛陀成
道後帶給人間的光明
與成佛的希望。同
時致贈星雲大師
2020年的新春墨寶
和里約行事曆，收
到的信眾甚表歡喜
的表示，年年收到
佛光山的觀照及勵
志的春聯，相信這
一年一定會受到佛菩薩的庇佑， 非常感謝。

12月7日里約
童軍76團12位
童子軍參訪里
約禪淨中心 。

佛光山里約禪淨中心12
月14-15日舉辦「2019
里佛光兒童小小科學
營」，有40位兒童報
名。在15位佛光青年小
隊輔的陪伴下，度過了
一個知識歡樂的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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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里約青年在
里約禪淨中心聯誼。

南美佛光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