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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談到身心淨化的方法，真
是不勝枚舉，譬如念佛、讀經
、修福等都是好方法，其中以
「念佛」最為方便實在，也是
最為直接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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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本報台北訊】全球大型知
名旅遊網站TripAdvisor（貓途
鷹）日前公布「二○一七年旅
行者之選—台灣最佳地標性景
點」，台北一○一連三年登上
首選，佛光山及佛陀紀念館是
繼二○一四、二○一六年後，
第三度擠入前十名。
TripAdvisor公布「二○一七
年旅行者之選」台灣最佳地標
性景點排行榜前十名為：台北
一○一、台北龍山寺、台北中
正紀念堂、高雄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高雄光之穹頂、台北市保安宮
、安平樹屋、台北市忠烈祠、
高雄佛光山。
TripAdvisor旅遊網站二
○○○年創設於美國，自二○
一二年設立優等證書與旅行者
之選等大獎，綜合統計過去十
二個月，全球千萬旅客提交的
景點點評和評分。
其中，台北一○一是繼二○
一五年、二○一六年首選後，
今年再登最高榮耀，而高雄市
立圖書館總館、高雄的光之穹
頂和台南的安平樹屋，則是最
新入選為十大最佳地標景點。
其實，佛光山與佛陀紀念館
已不是第一次獲TripAdvisor殊
榮，二○一四年公布「旅行者
之選大獎」與高雄十大旅遊景
點排行榜票選結果，佛光山是

貧僧 有話要說

全台第二、佛陀紀念館則是高
雄第一的必遊之地，二○一六
年則被全球網路背包客票選「
全台前十大地標」第四、第五
名，也是南部地區唯二入選景
點。
佛光山與佛陀紀念館已成為
國際佛教聖地，多年來，網
友陸續以英、日、中文留言，
分享參訪心得，在TripAdvisor
網站人氣持續攀高。澳洲雪梨
Paul H：「整個建築群很龐大
，即使你沒有宗教傾向，也值
得一遊，哪怕就去散散步。有
一個巨大的佛像，被數百個較
小的黃金佛像所環繞，絕對令
人嘆為觀止。」
「占地非常的大，建築及造
景非常的宏偉，還有他們的餐
廳百味軒，雖然我不愛吃素，
但他們的素食一百元吃到飽，
真的值得推薦，好吃」、「一
直都沒想要來佛光山，覺得這
種宗教地方也就那樣，沒想到
這裡很大很美，特別是現在沒
太多人時，帶老人小孩都好逛
！我們還留到晚上，燈光全開
時也太漂亮了，很值得來。」
、「這個寺院是必看的，美麗
的雕像、寺廟、花園，僧侶們
開放的談論，並給你關於他們
的信仰的文獻資料。這樣一個
朝聖者的地方，做好要大量步
行的準備。」

人間風景

十五說

僧侶修持的回憶
文／星雲大師
在佛陀紀念館，貧僧也用
一教、二眾、三好、四給、
五和、六度、七誡、八道，
作為八塔的命名。真能做到
八塔的內容，也就是人生圓
滿的境界。人生的圓滿，不
就能和佛陀相應了嗎？正如
六祖惠能大師所言：「佛法
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
求菩提，猶如覓兔角。」平
常生活，都是我們修正、淨
化、昇華自己的修行因緣。
佛陀紀念館的興建，主要
的就是要宣揚文化、提倡教
育，弘揚人間佛教。現在社
會上的名人、學者、教授也
都在探討人間佛教。尤其，

TripAdvisor「二○一七年旅行者之選」中，佛陀紀念館入選為台灣最佳地標。

豈是弱女子

中國大陸特別接受過去太虛
大師和趙樸初居士等人提倡
的人間佛教，他們熱心推動
，我也給予隨緣贊助響應。
曾經有一位信徒這麼說：
「師父！如果你們都去閉關
，或入山修行，誰來接引我
們，教化我們？」誠然，修
行是非常重要的！但修行絕
非以遁世避俗來作為逃脫現
實的藉口，也不能以此自我
標榜，徒博虛名；更不可巧
立名目，譁眾取寵。修行並
非空洞虛無的口號，而應該
是腳踏實地的自我健全，犧
牲奉獻。人間佛教的光芒，
今後普照大地，成為僧信的
修行準則，不亦宜乎。

（十五說完）

文／張博智
農村人口外流，留下來堅守
一畝三分地努力耕作的只剩下
老農，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
政府一再鼓吹年輕人返鄉，似
乎也漸漸有了些成效。
其實，維持農村生機的還有
另一批婦人，她們更是農田不
致荒蕪的生力軍。
每次返鄉，看到在田裡耕作
、採收的場景中，總是有戴斗
笠、包頭巾，全身裹得密不透
風似的娘子軍。她們工作不落
人後，男人不做的她們包辦，
男人做的她們照做，噴藥、除
草、採茶葉…田裡的事情沒有
一樣不做，回家卸下重裝，還
要洗手做羹湯。農村的女人家
裡門外、粗活細活全包，她們

不只做牛做馬，還做蟻做蜂。
我家鄉的二嫂、四嫂就是這
樣的女人，左鄰右舍的親朋都
有這樣的女主人。她們不但勇
敢承擔，而且耐勞耐煩。女人
早已撐起半邊天，只是女人總
是默默耕耘不曾大聲宣告。
家鄉有位婦女，先生早已身
故，一人獨力養家活口，將孩
子帶大，除了包攬瑣碎家事之
外，更承擔起田裡的艱難。她
不只做自家的田，還向人承租
來做，先生不在，她的事業版
圖不但未曾萎縮還一再擴張。
她種鳳梨、釋迦、香蕉、荖藤
，田裡大小事情：耕作、施肥
、噴藥、鋤草、收成、買賣，
從頭到尾、從大到小，皆親手
料理，像是千手觀音樣樣來。
常聽大家說起，因此每次返
鄉路過她家總會投以好奇的眼
光。她家庭院總是停著一部貨
卡，載著噴藥的大水桶，院子

裡擺著各式各樣的「家私」，
都是她下田「打仗」的武器裝
備。偶爾也會看到她忙碌的身
影，斗笠、頭巾、手套、長筒
膠鞋，一身裹得密不透風，只
露出兩顆眼睛，也引起我的好
奇，如此堅強能幹的女人會是
什麼模樣？
直到有天，在大稻埕鄉親的
聚會上，看見一個女子和大家
熱絡地招呼，顯得人緣滿好，
一問才知道，她就是村仔頭女
子傳奇的那位主角。
原來她不但不強壯，反而有
些纖弱，與人談話之際，甚至
還有幾分嬌羞。是什麼樣的轉
折能讓柔弱的女人變得堅強？
看到本人，我更感到好奇。她
的人生就是一篇動人的故事，
值得書寫下來，激勵更多人勇
敢面對逆境、走出困頓，為自
己譜出美麗的人生。
一枝草一點露，人的頭上自
有一片天，感謝在農村撐起半
邊天的女人們。妳們的名字絕
非弱者，而是強人！

醫者仁心

病人都是 我的國王
文／宋桂奇
德國有位羅伯特·科赫醫生
，是世界病原細菌學的奠基人
和開拓者，他因發現了結核病
的病原菌——結核桿菌，而成
為醫學史上令德國人驕傲無比
的泰斗巨匠。
一八七○年五月的一天，普
魯士王國威廉一世突然感到身

體不適，就派人將科赫請進王
宮。一見面，威廉一世就威嚴
地對科赫說：「因為你是國內
最有名的醫生，所以我才把你
叫來。我希望你給我治病時，
要相比其他病人治得更好一些
。」
「為什麼？」科赫一臉不解
。「因為我是最有權勢的國王
！」

聽到這話，科赫隨即面帶慍
色，義正詞嚴道：「我給你治
病，不可能比其他人治得更好
些；我之所以能成為國內最有
名的醫生，是因為在我眼中，
所有的病人都是我的『國王』
！」
由於心無旁騖地追求事業，
科赫便不太懂所謂的世故人情
，以致對威廉一世的期望、暗
示，竟疑惑不解；他這種不懼
強者之勇、憐愛弱者之仁，值
得我們讚歎！

圖／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提供

最美麗的窗台

六月活動看板
特殊活動
07：00pm-09：00pm
周五
Ullambana Dharma Service
30
薰壇灑凈、金剛經
10：00am-03：30pm
周六
Ullambana Dharma Service
7/1
金剛寶懺法會、上供
11：00am-12：00noon
Offering Ceremony
周日 上供
7/2 02：00pm-15：00pm
Ullambana Dharma Service
三時繫念總回向法會
例行活動
10：00am-11：30am
周五 Chinese Beginning
16,23 Meditation Class
基礎禪修班
10：00am-11：30am
周六 Chinese Dharma Class
17 中文佛學班：
《佛遺教三經》

從父母相繼離世後
，逢年過節回鄉，我
們都住台中四弟家。
四弟去年接收同事
不要的蘭花，整理後
擺在客房的窗台上，
細心照顧，讓即將枯
萎的蘭花逐漸恢復生
機，春節前後花朵紛
紛綻放。
近日再回去，數十
朵蘭花盛開，相當漂
亮，推開窗戶就可欣
賞，成為最美麗的窗
台。文與圖／陳啟文

AFA 貨運服務

10：00am-11：00am
Dharma Service
周日 念佛共修法會
18,25
11：00am-12：00noon
Dharma Talk
佛學講座
10：00am-12：00noon
Sunday Children’s Class
周日 周日善童班 age：4-8
18,25 1：30pm-3：00pm
Buddha’s Light Choir
佛光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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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
留學生、私人行李運送，國際搬家
陸、海、空，複合式運輸
提供貨物倉儲、報關、清關及配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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