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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說偈—何為真佛

星雲大師

金佛不度 爐，木 佛 不度火，
泥佛不度 水，真 佛 內裡坐。
──唐． 趙州從 諗

本期內容
‧2016 佛光童軍團長研
習
‧屏東童軍體驗營
‧多倫多蘋果日籌款

這是唐代 趙州禪 師 上堂開示 的偈頌 。 意思是說 ，黃
金打造的 佛像， 如 果放進了 鎔爐就 會 鎔解；木 雕的佛
像，如果 擺進了 火 爐則會被 燒毀； 泥 巴捏造的 佛像， 如
果遇到水 就會溶 化 ；唯有每 個人自 性 的真佛， 不會被 世
間的任何 力量所 摧 毀。
趙州禪師 曾在南 泉 普願禪師 座下， 擔 任過數年 火頭
的工作。 有一天 ， 大家忽然 聽到趙 州 禪師大喊 ：「失 火
了！失火 了！」 眾 人急忙趕 往廚房 ， 只見趙州 禪師緊 閉
著門窗不 肯出來 ， 只說：「 道得即 開 門！」可 是沒有 人
知道該怎 麼回應 。 就在危急 萬分的 時 候，南泉 禪師適 時
趕來，從 窗口遞 進 一把鑰匙 給趙州 ， 他才自己 開門走 了
出來。
這則公案 是說， 人 們內心裡 的無明 煩 惱之火， 不是
外來的水 所能撲 滅 的，必須 靠自己 內 在的覺悟 力才能 夠
熄滅，也 就是我 們 要找到自 己內在 的 真佛。
六祖惠能 大師曾 說 ：「菩提 只向心 覓 ，何勞向 外求
玄？」內 在的真 佛 ，就是我 們內心 的 寶藏，這 是取用 不
盡的。因 此，我 們 何必捨棄 自心的 寶 藏，向外 求取世 間
一時的財 富呢？ 縱 使求得萬 貫家財 ， 可是對於 自己的 生
死煩惱， 又有什 麼 幫助呢？ 如果只 知 一味向外 去求， 就
永遠無法 看見自 己 的真心本 性。
可惜現在 的人， 往 往迷於外 境塵勞 ， 掩蓋了內 在本
自具足的 真心。 趙 州禪師八 十歲了 ， 仍然執意 出外行
腳，歸來 時，才 知 道空費了 草鞋錢 。 原來他所 汲汲追 求
的寶藏（ 真佛） ， 其實早就 在自己 的 心裡了， 何必外 求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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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01. 2016 佛光童軍服務員分區知能研習營
活動宗旨:充實童軍團服務員各項知能，提升團活動質量，增進各團
服務員經驗交流與互動，整合資源達到各團策略聯盟創造最大績效。
指導單位：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主辦單位：佛光童軍團總部
承辦單位：新營佛光童軍團、法寶佛光童軍團。
參加對象：各團輔導法師、主任委員、團務委員、總/團長、各級服務員。
聯絡人：佛光童軍總部
聯絡電話:02-27620112 轉 2596-2599 傳真：02-37651582
報名網址： https://goo.gl/xZRCjY
日期

承辦單位

11/06
（日）

新營佛光童軍團
(南區)

12/4
（日）

法寶佛光童軍團
(北區)

間

主題內容
專 題 講 座
分組討論各項
技 能 研 習

內容

8:30-9:00

報到/相見歡

9:00-9:10

開營

9:10-10:10

法師開示

10:10-10:20

茶點

10:20-11:20

專題講演

11:30-13:00

午齋

13:00-16:40

活動研討

16:40-17:00

結營/賦歸

※請著服務員標準制服參加、請自備水杯。

住址/ 電話
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一段502號
電話： 06 633 5561
新竹市北區民族路241巷1號
電話：03 542 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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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02. 佛光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
一.目

二.日

的：1.研習童軍、幼童軍技能，研討童軍、幼童軍訓練方法。
2.提高佛光童軍服務員素質與技巧，增進服務員帶團能力，讓
服務員進一步暸解童軍、幼童軍活動內容、並儲備佛光(幼)
童軍團長。
期：

受訓類別
第 53 期幼童軍服務員
木章基本訓練

訓練日期
105.12.31106.1.2

參加費
報到時間
1000 元(佛光會員、 12/31 上午 8:00
服務員補助 500 元) 金光明寺報到

三.地
點：金光明寺
四.參 加 人 數：32人（未滿24人則停辦，報到通知另行寄發。）
五.參 加 資 格：1.佛光童軍團服務員。
2.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佛光會幹部或會員自願為兒童服務有愛心、
耐心、熱心之人士。
3.對童軍教育活動有興趣者。
六.報名方式：1.請至報名網址輸入資料:

https://goo.gl/forms/ogm70OOoqkI3ovun1
2.劃撥訓練費，繳費收執聯請寫上姓名傳真至佛光童軍總
部 02-37651582，以完成報名程序。
3.報名至105年12月10日或額滿時截止。為方便作業敬請提
早報名，恕不接受現場臨時報名。
八.連 絡 人：佛光童軍總部 李美鈞 電話：(02)2762-0112轉2598
九.服
裝：請著童軍服務員標準制服參加(沒有制服的夥伴請及早準備)。
十.攜帶用品：佛光童軍運動服、換洗衣物、盥洗用具、健保卡、環保杯、球鞋、
雨衣、禦寒衣物(備長褲一條)。
※需掛單住宿 (詳見通啟)

626.03 106 年佛光童軍三項登記
106 年度各團三項登記報表以及團年費請於 105 年 12 月底前交總部。因為財務核
銷相關處理，各團三項登記事宜一律由總團辦理，請勿自行到縣市童軍會辦理，
以免核銷帳款增加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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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童軍香港交流研習 追尋佛陀本懷
【人間社記者 胡文豐 香港報導】

佛光童軍幹部與香港童軍團伙伴合
影留念。 人間社記者胡文豐攝

佛光山港澳地區總住持永富法師與佛光童軍幹部們合影留念 圖/許思芃

國際佛光會中華佛光童軍團執行長李耀淳帶領近 50
位佛光童軍幹部，首次到香港舉辦為期 3 天的跨海交流
研習。李執行長期許佛光童軍幹部們能跟隨星雲大師腳
步，學習、沉澱再出發，將佛光童軍精神傳播世界各
地。
新營佛光童軍團主委林智慧表示，研習期間參訪香
港佛光道場、香港佛光緣美術館及佛香講堂等道場，感
受大師過去在香港弘法的艱辛過程，因為堅持信念才能
達成目標。林主委說，與香港團伙伴一起活動的過程，
瞭解語言及民俗上的差異，雖然口音相近，但意思卻非
常不一樣，如果在不清楚的狀況下表達出口，可能就會
產生困擾，所以在表達之前必須先思考好。
新營佛光童軍團總團長李美慧說，此次到香港童軍
總會深入了解香港童軍的發展，並參與香港童軍年度盛
會「2016 香港童軍大會操」，對於推動童軍活動有更加
的體認與精進的作為，對同樣首次即將於 11 月 6 日在新
營講堂舉辦的南區童軍服務員知能研習活動助益良多。

佛光童軍幹部參與「2016 香港童
軍大會操」與香港童軍伙伴合影留
念。 圖/王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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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童軍跨海團長研習 遇見書悟畫意佛緣
【人間社記者 胡文豐 香港報導】

由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佛光童軍團及香港童軍總會何
文田區童軍團共同籌辦的「2016 佛光童軍團長研習
營」，佛光童軍團執行長李耀淳帶領近 50 位佛光童軍幹
部首度到香港，於 10 月 28 日起展開為期三天的跨海交流
研習活動。
「人要有壓力，才會努力活著。」佛光山港澳地區總
住持永富法師開營時勉勵童軍幹部，藉由不同的文化交流
提升能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讓佛光童軍能在五大洲遍
地生根，落實推動佛光童軍三好運動。法師介紹香港地區
的信徒不會因為地方窄小而退卻，各種大小法會都有超過
千人以上參加，非常渴望聽聞佛法。法師說明香港地區道
場與弘法的過程，只要能夠歡喜做每一件事，就算有再大
的壓力，也能夠克服並且完成。
正值佛光山香港道場佛光緣美術館展出的書畫展「書
法悟意與佛緣」，書法家吳紫棟老師在場講解展出作品。
在佛光童軍幹部們參觀過程，吳老師介紹過去觀賞星雲大
師的墨寶「信解行證」後，感受到只要以正確的方法把書
法寫好，就是弘揚佛法。
香港童軍總會何文田區會長吳國偉介紹香港海童軍的
運作，與海童軍成立的條件限制。吳會長說海童軍活動是
臨海及海上活動為主，所以常常邀請船長、風帆高手來指
導，讓海童軍成員能了解潮汐與船帆的影響。在訓練時加
入與海上活動相關項目，包含海圖訓練、航海知識等。此
外，每月其中一次團集會更安排到海上活動中心進行一次
海上活動，讓每位參與的童軍成員可以感受非常實務與特
別的團集會，希望未來海童軍蓬勃發展。

新營佛光童軍團長研習，參訪香港
佛光道場佛光緣美術館，巧遇展覽
書法家吳紫棟老師(左三)，合影留
念。 人間社記者胡文豐攝

展覽書法家吳紫棟老師介紹展覽中
的作品。 人間社記者胡文豐攝

第6頁

佛光童軍週報 626

屏東童軍體驗營 偏鄉學子探索生活
【人間社記者 梅勝傑、李生鳳 大樹報導】

屏東縣 105 年快樂童軍自然生態探索體驗營，10 月
29 日至 30 日在佛光山和佛館舉辦，318 人參與，此活動
主要針對偏鄉弱勢的學生，讓他們也能參與精彩的童軍活
動。
10 月 29 日在佛光山福慧家園舉行開營典禮，佛光山
副住持慧昭法師以生活化的小故事勉勵大家，當心安住在
當下，不論身在何處都能得到歡喜。
營隊在佛光山舉辦晚會和體驗過堂，10 月 30 日至佛
館校外教學，下午在五觀堂舉行閉幕式，佛館館長暨佛光
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如常法師出席閉幕式，帶領大家發願
行三好，鼓勵多讀好書，成為有智慧的好苗子。
屏東縣童軍會總幹事王文華表示，童軍「日行一善」
和宗教的精神相符合，目標是成為合格的世界公民和國家
的棟樑，此次提供偏鄉弱勢學子體驗不同童軍活動的機
會，或許是佛光山氛圍的感染，深覺大家在營隊中變得更
懂得團結合作。
閉幕式上並頒予參加學校紀念旗和童軍參加證，王總
幹事讚嘆大家在 2 天的活動展現高度的自制和紀律，第一
天晚會雖然遇到場地跳電的問題，但也激發大家危機處理
能力，並感謝佛光山和佛館提供優質環境，讓童軍們盡情
的探索生態，期盼明年度能夠繼續在此舉辦童軍活動。

屏東縣 105 年快樂童軍自然生態探
索體驗營，10 月 30 日下午在佛館
五觀堂舉行閉幕式。 人間社記者李
生鳳攝

佛館館長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
長如常法師出席閉幕式，帶領大家
發願行三好。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攝

屏東縣 105 年快樂童軍自然生態探
索體驗營，10 月 30 日至佛館校外
教學。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攝

屏東縣童軍會總幹事王文華表示，
佛光山和佛館提供優質環境，讓童
軍們盡情的探索生態，期盼明年度
能夠繼續在此舉辦童軍活動。 人間
社記者李生鳳攝

屏東縣 105 年快樂童軍自然生態探
索體驗營主要針對偏鄉弱勢的學
生，佛館館長如常法師則和屏東縣
童軍會總幹事王文華等一行，共同
關心如何提供資源給偏鄉學童。 人
間社記者李生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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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籌款 多倫多佛光童軍勇敢出發
【人間社記者 轉珀 多倫多報導】

一年一度為佛光童軍團籌募教育活動經費的「蘋果
日」10 月 23 日舉行；多倫多佛光童軍團販售蘋果前，童
軍領袖余美蓮、鄺家鳳，帶領童軍團代表 20 人，手拿蘋
果虔誠供佛，也象徵向大家宣布「蘋果日」活動開始。
午餐時，大、小童軍二人一組，手提蘋果一一向師
兄、師姐推銷安大略省省產蘋果；看見童軍們勇敢、可愛
的模樣，大家皆給予贊助和鼓勵。
今年有別於往的是，推銷蘋果時，若遇到有人因沒有
零錢而拒絕，童軍反而會送出蘋果結緣；此舉主要是藉機
教育孩子，籌款固然重要，但當有人拒絕時，也要給予自
己和他人一個溫暖的回應及緩和空間。所以童軍在道場內
遊走銷售時，多了許多微笑，400 個蘋果也在 1 小時內就
全數賣完。

多倫多佛光童軍團籌募教育活動經
費「蘋果日」，販售蘋果前，童軍
領袖余美蓮、鄺家鳳，帶領童軍團
代表 20 人，虔誠供佛，也象徵著
向大家宣布「蘋果日」活動開始。
人間社記者梁明華攝

多倫多佛光童軍團籌募教育活動經
費「蘋果日」，販售蘋果前，童軍
領袖余美蓮、鄺家鳳，帶領童軍團
代表 20 人，虔誠供佛，也象徵著
向大家宣布「蘋果日」活動開始。
人間社記者梁明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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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集會主題
幼童

105.11.12(六)

105.11.12(六)

童軍

宿營

105.11.13(日)

105.11.13(日)

105.11.13(日)

105.11.13(日)
05.11.13(日)

105.11.13(日)

105.11.13(日)

認識動物—
說出五種以上飼養動物類之特徵和方法
通訊—
雙旗、聲光通訊摩斯密碼、無線電
1.營火
3.野炊
5.植物觀察
7.野外求生

2.大地遊戲
4.觀星觀心
6.生活禮儀
8.小隊活動訓練

稚齡—民俗
幼童--好玩的繩子
童軍--探索島嶼 登基隆嶼

105.11.13(日)

105.11.13(日)

活動內容

方位

認識我的故鄉白石湖

稚齡 幼童

捷運之旅—拈花惹草
—植物園：認識花草

童軍

友團聯誼露營—大慈佛光童軍團聯團露
營(12-13)

植物大觀園

植物園導覽解說

稚齡

體能 GO GO GO
接球/射門/呼啦圈

幼童

禮節與諾言規律 羚羊進程:
1.故事
2.幼童諾言規律 ,舉手握手禮,

童軍

小型工程 動手做營門

消防小尖兵

消防隊參訪

結繩

團集會(接繩結、稱人結)

稚齡—故事

繪本故事

幼童--讀書

介紹『叢林奇談』
狼：上冊；鹿：下冊

童軍—技能

估測

稚齡

很久很久以前--說故事比賽

幼童

繩結的妙用--繩結技能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法寶佛光
童軍團

法寶寺

蘭陽佛光
童軍團

頭城
靈山寺

極樂佛光
童軍團

基隆嶼

極樂寺

02-24231141

內湖佛光
童軍團

白石湖

內湖
禪淨中心

02-27953471-2

台北道場

02-27620112

台北佛光
童軍團

聯絡人

法寶寺

聯絡電話

03-5328671

蘭陽別院 039-386130

植物園
大慈佛社

永和佛光
童軍團

植物園

永和學舍

02-29232330

大溪佛光
童軍團

寶塔寺

寶塔寺

03-5328671

竹東大覺
佛光童軍團

消防隊

竹東
大覺寺

妙法佛光
童軍團

妙法寺

妙法寺

04-26872665

彰化佛光
童軍團

彰化講堂

彰化講堂

04-7264693

台南佛光
童軍團

台南講堂

台南講堂

06-2017599

童軍
105.11.13(日)
105.11.13(日)

擁抱大自然

森林小火車之旅

新營佛光
童軍團

奮起湖

新營講堂

06-6335561

讀 報

中級繩結

岡山佛光
童軍團

岡山講堂

岡山講堂

07-625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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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
105.11.13(日)

105.11.20(日)

生活高手—
衣物整理摺疊、舞蹈練習。

童軍

急救--初級：包紮

105.11.27(日)

105.11.27(日)

105.11.27(日)

105.11.27(日)

105.11.27(日)

105.11.27(日)

105.11.27(日)

105.11.27(日)

日光寺

日光寺

竹東大覺
佛光童軍團

竹東
大覺寺

竹東
大覺寺

法寶佛光
童軍團

法寶寺

法寶寺

03-5328671

089-225756

中級：野外急救

布章藝術

布章的認識、意義與千變萬化

幼童

環保高手
利用廢料製作生活小用品

童軍

訊號

生活高手

1.生活技能應用
2.分站教學

蘭陽佛光
童軍團

蘭陽別院

蘭陽別院

039-386130

技能

稚齡—體能運動
幼童—有趣的童玩 踩高蹺
童軍--生火
行義--無具野炊

極樂佛光
童軍團

戶外

極樂寺

02-24231141

我是郵差

知道郵資、寄聖誕卡給各國童軍伙伴

內湖佛光
童軍團

內湖
禪淨中心

內湖
禪淨中心

02-27953471-2

稚齡 幼童

三不五時來說書—
1.叢林奇談
2.演劇

童軍

通訊—
雙旗、聲光通訊摩斯密碼、無線電

台北佛光
童軍團

台北道場

台北道場

02-27620112

星際漫遊

天文觀星

永和佛光
童軍團

永和學舍

永和學舍

02-29232330

稚齡

健康小百科----均衡王國

幼童

國旗與我 國旗的故事
鹿級:國旗摺疊法 .豹級:畫國旗

大溪佛光
童軍團

寶塔寺

寶塔寺

03-5328671

童軍

植物認識--採集與製作植物標本

手工藝

編織

妙法佛光
童軍團

妙法寺

妙法寺

04-26872665

稚齡

郊遊--野餐

幼童

探涉--血跡、沙盤、採集

八卦山

彰化講堂

04-7264693

童軍

技能--追蹤、製圖

彰化佛光
童軍團

稚齡

以物易物--二手物品交換

幼童

潛能探索--模型技能

台南佛光
童軍團

台南講堂

台南講堂

06-2017599

炊事

新營佛光
童軍團

新營講堂

新營講堂

06-6335561

淨灘

岡山佛光
童軍團

岡山講堂

岡山講堂

07-6256005

日光佛光
童軍團

日光寺

日光寺

089-225756

105.11.26(六)

105.11.27(日)

日光佛光
童軍團

童軍
105.11.27(日)
105.11.27(日)
幼童--技 能
105.11.27(日)
童軍--露

繩結：接繩結、稱人結、收繩結
遊戲：繩結接力、舞蹈練習

初級：露營安全與衛生
營
中級：菜單設計

無 爭， 並非 不能 爭， 而是 能爭 不願 爭。 無爭 是寬 大視 野、 包容 心量 的呈 現。 【佛 光菜 根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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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歡迎各團提供近期團集會活動報導或參加活動感言，無論文稿、圖片、相片都
非常歡迎。請鼓勵童軍、行義、服務員或家長踴躍投稿。讓佛光童軍週記展現
您精心策劃的活動分享予各團。
2.文稿可用記述文、新詩、論說文、紀錄、訪談等各種文體；並將文稿寄至佛光
童軍總部 Emaill 信箱：blia.scout@msa.hinet.net
blscout@ecp.fgs.org.tw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佛光童軍總部

發行

地址：11087 台北市松隆路 327 號 8 樓
電話：02-27620112 #2596~2597 傳真：02-37651582
電子郵件：blia.scout@msa.hinet.net、blscout@ecp.fgs.org.tw
～歡迎踴躍轉寄、公佈及投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