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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如日創刊

冬去

誼、倍(岫聯誼: 等各項適合

學研讀班、佛三共修、烹飪聯

生蒞院?從發展心進而陳究複雜的精由來的不同角度的

及高雄市凱旋醫院精神學科是以人類一一十世紀來各家心
主治醫師劉民昌先的動物性為基礎，理學派對人類不安

法帥的睿智領導下，舉辦有佛

社會忽階層人士的活動，帶動

理學立場講授「人神活動。按著以「解釋，說明人類各

蓋

J

關係而影響自我心

臀師介紹了現代心

理發展的健康和人
格塑造。此外，劉

率土林

，.動態性與行為科

理治療的二大潮流

學療法，並進一步
從蒙庭動態醫學的
角度，解析自我發
展與溝通過程中防
衛機轉、語言檢索

及觀念的擴張等種
種狀況，生動、深
刻地闡述了精神醫
劉醫師以豐富的

學的重要概念。
臨床經驗，深入淺
出地以事例印設學

更加肯定健全的人
格是社會穩定和諧
的墓石，而在物慾

追求重於精神生活
的現代社會裡'如

不外乎閱藏與聽經聞法，因而此

?不貴予行履，謂有見地，必有
行履。 L誠然，思想影響行為，
而直探佛陀一代時教，更是開情
人性本覽智慧，圓滿高尚人格的
基石。確立正知見的方法雖多，

一一一、阿含道次第廣論!
已阿
經記
A

精神。

載了佛陀的身教和言教，由此可
以了解修學佛法的次第與方法。
四、高山仰止||古德的行儀為

我們一本範了學佛者的楷模，驗證

的作務中，踐行所學，並培養與

學習聖人的智慧與德行。
此外，行門課程則安排有「佛
門課誦」透過梵唱等行門凝鍊行
力，開發生命潛能 i生活課程則
以出坡與研討提供同學們從實際

藉益大師曾說;「口八貴子見地 7 成聖成賢的可能，自其中可以

尋生 A叩的一原鄉。

。

九

進請您一到人向社

「吞光位成」之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和試行至今已

費及高漲的鄧贅，我們竭誠地邀請您定期發心贊助，送一

進入第二十期，由原來每期一義份增至一其六什份;白年
來皆由少數善心人士隨喜助你，為今面對日長增加的印刷

吞尤拉巖雜誌社殺前吟

份法喜到人間，滋潤更多渴主佛泛的以靈。

從台北車站談起

/編輯組

再來憤發圖強。

日一九六五年成立以來，

7

的國民道德若只停留在「個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一霜」的情況，而把注意力
放在工廠等幾個大目標上，即使把排放廢
水的工廠遷移或加裝處理廢棄物的設備，
甚至勒令停止生產，公共場所便能美觀了
嗎 7自然環境就不會再被破壞于嗎?我們
以為要改善環境的關鍵在於透過各種媒體
、教育機構，提高全民的生活素質意識、

展間，顯示大眾環保的意識抬頭。但我們

目前台灣有關的環保活動正如火如荼地

生活，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身心平衡後才能進一步追求更高的性靈

而言，環境的進展到清淨，亦或退墮到穢
惡，都是我們的共業所成。不論外界或內
心的活動都必須從我們的存在中去把握，
有良好的環境，才可能有健康舒坦的身心

愛護和建設台灣是我們的責任。依佛法

景觀，這是誰的責任?

和台灣同時走過了艱辛的二十多年，如今
新加坡平均國民所得巳躍居開發國家立列
，其經濟成就是眾所共見，有另一方面由
於新加坡人的共同努力建設，已使新加坡
出一個擁擠髒亂的港口小島變成秩序井然
、整潔舒適、綠蔭遍地的花園王國。反觀
台灣，在經濟成長上我們確實制造了寄蹟
'然而在填境與生態的保護方面我們卻交
了白卷;我們可以建設出媲美國際級的硬
體設備，卻尚缺乏開發國家的人文素養與
國民生活品質，致使美麗的「福爾摩沙 L
不再里現出清澈、綠意盎然、井然有序的

瑞士的新加坡

台灣同稱「亞洲四小龍」斗，而自許為明月

近年來，面對台灣社會失序的種種現象

，耗瓷遠新台幣一百七十七億興建完工的

號稱亞洲地區最大、最新的台北火車站
，終於在九月初開始啟用。這座費時六年

不僅是台北火車站如此，其他公共設胞

驚這座現代化的火車站能現代到何時

等，只要來個西

-舉目所見竟是滿目瘡庚，我們不禁

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應該具備什麼

公園、國際大道乃至台灣各地的觀光名勝

間，形成恆不和諧的景觀。昔日我們認為

太平洋上

社會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人群的關懷，這
才是解決環保問題的根本之道。讓我們共
同來關心生活的素質與內涵，共創一個美
好的人問淨土，讓一「福爾摩沙」重現在東

1.

是國恥的牌子，有待於我們共同意識到，

也拿掉了「中國人與犬禁止入內」的奇恥
大辱，然而我們「製造髒亂」的習慣是否
也應一併洗雪呢?在多年經濟建設的努力
之後，它竟堂而皇立地呈現在台北車站、

，對中國人是極盡羞辱，後來經過國人的
債發圖強，以「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精神
，八年浴血抗戰，學回了這片錦繡山河，

，懸掛著「中國人與犬禁止入內」的牌子

記得民國初年在上海租界的公閣大門口

我們的「髒」與「亂」吧!

條件呢?宏偉的建築?熱的軸的商業氣息?
還是電器、服裝潮流向步於日本、巴黎 7
這些一在八十年代的台灣早已不足為寄!若
與別的國家相比，恐怕最值得一攘的還是

要問

亡

清澈的河川也己充滿了工業污水，演臨死

北雨，台北部分地區就會水淹及膝;原本

尿、塑膠袋、死野狗:

也常常受到相同的命運。如名聞遐遜的中
正紀念堂美麗的庭園步道上，常有一撮撮
的狗屎堆砌;一般的地下水道裡，盡是糞

7

如血般佈滿在雪白的牆壁上、地板間，垃
圾離開了家到處自成垃圾場
i凡此種種
，將國人在生活中對廢棄物的處理習慣赤
裸裸地表露無遣，讓人不禁要質疑、要震

栽裡遍布著丟棄的香煙頭，鮮紅的檳榔汁

公共設施遭到無情的破壞，綠意盎然的盆

幾日下來，遺憾的事發生了|i部分的

喧騰，競相走告。

現代化車站，無疑地為台灣的交通史開創
了另一個新的紀元。啟用以來，每日進出
東站的旅客絡繹不絕，一更吸引了十餘萬民
眾前往參觀，一時之間人們的歡喜讚歎聲

，有人充滿信心地說，那只是邁向開發國
家過渡時期所呈顯的現象而已。可是，是
否進步中的國家都是如此呢?在經建上與

失去的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慧 二、心經簡介||從揉索空有不
育學苑繼大專女青年學佛營之後 二的中道正智，開顯摩詞般若波
羅蜜的犬乘思想，培養菩薩悲願

展是宗教行者刻不

何帶動社會，重新
重靚心靈生活的發

八關齋成是佛陀為居家弟子

了雲宣布南地區的學佛風氣:此 類精神的發展」 0 不安」為主題，說種行為表徵背後的
次齋戒安居營吏吸別了近二百
課程中，劉醫師明「不安」是人的心理特質。按著則
三十位居士參加共修。
先就神經、精神、本能，它是人類進由零歲開始，說明

!lili---i

容緩的神聖使命。

一

白凡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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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將於國曆十一月十一至十三日
舉辦「香光犬專育年冬令講座」
。此次活動的目標在引導同學自
正確認識佛教的風貌與精神內涵
出發，探索般若空慧;更由古德
的行儀中，萃取行力與德養，訪

心理等學科所探究步的來源，也是問人類自嬰兒期到成
範疇的異同，澄清題的來源，並筒人川人期歷程中，由於

法師們皆為這份，歡迎有志深入佛

晚舍

三

親愛的蓮友
您想從煩惱繁忙的生活中學習穩健樂
觀嗎?您響在心靈的寧靜嗎?來吧!歡
迎愈來參加「行門共修會 L
在香煙裊島，梵一育和悅中，一一夜聲聾的

義

【本刊訊〕香光尼眾佛學院為川加強學僧自我認識，提昇人 理，令與會者對人
文素養及弘修知綻，特於本學期增聞「心理學專題」課程，
類精神的發展有更

劉民白白醫師蒞臨講授 1人類精神的發展」

言主主監 F甘三三Bi':~至 ct司歪歪三三思各 170~!Îi'.

嘉

與環境的種種互動

「南無阿彌陀佛」洗游悠身心的盛垢，
澄靜您起伏的思緒，找到心靈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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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主四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門左刊副〕嘉義安慧學純為
力行「推廣佛陀教育、臨行正
信佛教生 活 和 以 佛 法 美 化 人 生

」的宗旨?於國曆十月十四、
立日舉辦了兩梯次的「齋戒

l|

主編。本刊編輯組

苑三精

K 母均33訕。

..

發行所。書先討飯聽誌而I

驗佛花生活的清涼。安彗心學持 聘請學者專家蒞院講授。於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九日邀請 新的認識，增進對
自制建以來，在位持上恬不因 白求東京大學、一帝頁大學醫師，曾任草屯療養院精神科主任 自我的了解，同時

女居營」活動，藉自傳授八關
齋戒的機緣，提供社會大眾體

英土地址

03308694
香光寺
Buddhrst
Institute
of
Hsiang Kuang Convent
49- i
Hsiychao , Nei-pu
Chu-Chl , Chi8-1 , 60406
T 8I wan R.O.C
雯的正欠畫刊將這

7日

次而且
J 營的解門課程除將介紹查
令
人溝通的能力。
閱佛學工具書的方法外，亦將採
此次冬 AV
營參加名額為六十位
專題方式進行，課程如下:
，希望同學把握機會，報名表請
一、切首次誤解佛教ilr從佛教的
寄
:嘉義縣竹時鄉內埔村溪州四
教義、制度、儀式、現況潑清人
十九i一號「吞光大專青年冬令
們對佛教一向的誤解。
營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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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ous Buddhism
扭仟人唔

于日
期

f 鑼開將即

所制定的出世成法，受持時間
雖只有于日夜，若能明暸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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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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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持犯，如注修持，卻可 AP
身
心清淨安定，此就無且一旦功德。

因而，此次齋戒安居營活動除
了引導六家芷授戒注外，還有
懺摩、過堂等共修儀軌受持清
淨」做法，其程序是 八鬥講戒
i由見毓法師向大家講解佛制

注意事項。叫學佛行儀ll由

法師帶領研討，大家得以體會戒律是生活中的 -f
閻明鏡，而

得

-u
月
安住和筆握當下的，煥發出求法的精除在行門修持以陶 2
因緣則是持戒的起進精神。結營後，冶身心外，更要有生
步功夫。間里語@居士們個個法土豆口充耳確知見的引A
導叩
。
心語li採日記方滿?紛紛表示:荷安慧學苑佛學研讀
原
式回顧一日持戒的望學苑能多個提供類班將於七十八年寸
口UHUE
A口 抖
生活?分享彼此心似的修學因緣。二月二十三日開學
一天的佛門生活熱忱所感動，也表注領域者，是前於
就緊湊又踏實?從示說:佛法的修學十一月中旬報名多

I1 座講令冬年青專大光香

七
.....

王三

見威法師和大家研討禮的生活!居家環境的整潔是內心莊 ，2月Ad
嚴的開始。日小組時間----將參與者分成革干粗，經由4
引
刀禮

寶貴竟黯辦舉措單蠶安
大家認真的參與中是解、行並進的。加。

,

•.

•..

八關齊疏的緣起、功德和受持 風

•.

4HTT

GA/

日三月一|年八十七國民華中
日四初月十年三三五二曆佛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