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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心起．願願相續——法鼓傳
．第二十一屆在家菩薩戒，第一

燈法會 2/20

梯3/3～3/6，第二梯3/10～3/13
．念佛禪七 3/19～3/26

（1/1起接受報名）

．話頭禪七 3/27～3/4

（即日起接受報名）

．默照禪七 4/16～4/23

（即日起接受報名）

．清洗祈願觀音池

（1/16起接受報名）

法

．大悲懺法會 3/26

鼓山社會大學的筆記書
出版囉，您拿到了嗎？
陪伴北海岸鄉親走過十三
年的歲月，法鼓山社會大學
於二 ○
一五年年底出版了第
一本筆記書，這本題為「終
身學習．豐富人生 ──
法鼓山
社會大學」的筆記書，不僅
記錄社會大學的成立緣起、
各校區開展的經過、課程特
色及願景，內頁還有歷年活
動照及學員的作品。
當初為了募集學員作品，
社會大學特別發起「小威，
社大在找你」的徵件活動，
結果不到一個月便收到二百
多件作品，由於要轉成數位
檔，不少學員還抱著作品，
大老遠搭公車到社會大學拍
照存檔。烹飪班的學員，更
索性把鍋碗瓢盆帶來社會大
學辦公室，煮一桌飯菜給大
家吃，當作學習成果。諸如
此類的分享，就像法鼓山社
大這十多年的成長軌跡，匯
集了師生、義工、專職滿滿
的回憶與用心。
校長曾濟群說，法鼓山
成立社會大學的理念，就是
希望能將佛法融入課程，透
過各種學習活動，讓大眾在
生活中體會佛法的慈悲與智
慧。十多年來，從金山校區
開始，陸續在大溪、臺中、
北投和新莊設
校開班，曾就
讀過法鼓山社
大的學員超過
了五萬人次，影
響力不容小覷，
希望透過筆記書
的出版，能接引更
多鄉親加入快樂學
習的行列，讓生活
更美好、社會更祥
和。
這次社會
大學特別提
供二百本筆
記書與鄉親
結緣，數量有限，意者
請洽金山社會大學服務中
心（ ）
。 （文／編輯
02 2408-2593
室．圖／社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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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殼黃黃的部分，可不是生鏽，而是硫磺自然附著在船
殼上，保護船隻之外，貝類、海藻也不易寄生。

說，長年生活在這裡，並不覺得有什麼特
別，和別處的人交流後，才覺得「ㄟ，我們
這裡真不錯！」言談間充滿對家鄉的熱愛和
驕傲。

文

磺港泡湯去
漁船也養身

來到金山磺港漁港，海風吹拂中，淡
淡的硫磺味沖淡了海水的黏膩，左邊
已改道的磺溪，溪面偶爾
翻上一波乳白色流水，
那是溪底湧出的硫磺
水；右手邊的港灣，
乾淨的船隻，以大
屯山系為背景，面
向廣闊的大海，誰
說只有人可以「泡溫
泉，看海景」，停泊在
磺港漁港的船隻，天天都這
麼享受。
富含硫磺的磺溪在磺港漁港出海，港口又
有海水溫泉，這種得天獨厚的環境，全臺僅
此一處。海水溫泉對船隻有什麼好處呢？
海洋生物如甲殼類的藤壺、寄生蟲、海草
等，很容易附著在船底，增加船隻行進的阻
力，動力螺旋槳也會不靈光，因此
一般船隻至少兩、三年就要上架清
一次船底，否則容易白白耗損油料。
因此，船隻停泊在具有硫磺成分的港
灣中，寄生物不易附著，船底自然乾
淨，又可節省清理維修的費用。停在這
裡 的 船 隻 ， 有 的 七 、八 年 才 需 要 上 架 清
理呢。
「我們的船，船殼上黃黃的可不是生
鏽喔！」船主許崑萬表示，由於港內有硫
磺成分，停泊在此，硫磺自然附著在船殼
上。金山文史工作者郭慶霖補充，這層硫
磺的酸性不高，不會對船隻造成傷害，反而
可以保護船隻，讓貝類、海藻更不易寄生。
「磺溪改道前，磺港漁港都是硫磺的味
道。」金山區漁會幹事簡驛承表示，「小時
候還以為漁港都如此，去過別的港口之後，
才知道只有我們這裡不一樣。」許崑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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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果東向各位拜年，祝福大
家新的一年，從個人至家庭、社會、國
家及全世界，平安吉祥，光明遠大。
過去一年，臺灣社會及國際環境有好
有壞，從各大媒體公布的二 ○
一五年大
事記，則以重大災難事件居多。儘管這
些事件多發生於某一區域，其效應，卻
牽動著全人類緊繃的思緒；而每個人對
於事件的反應，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改變
我們的世界。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曾說，在沉悶
的時代，也是展望未來前途和希望前景
的最好時機。因此，二 ○
一六年法鼓山
仍以「光明遠大」為年度主題，希望與
社會大眾共勉，開發人人心中的光明，
守護心靈、禮儀、生活及自然環保的遠
大前程。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們另外提
出兩句話，作為實踐、體驗的方法，便
是「念念清淨，遍照光明；步步踏實，
前程遠大。」
所謂念念清淨，有不受誘惑、汙染、
打擊的意涵，清楚認知哪些事能做、該
做，哪些事不能做、不應該做，即一般
常講：「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護念
清淨，帶動言語及行為的淨化，自安安
人，就是在利人利己，促使我們的社會
安定祥和，遍照光明。
至於步步踏實，則是面對人生各種順
逆因緣，學習把握當下、珍惜擁有。順
境成功固然是好的收穫，逆境失敗也是
好的體驗。心態務實、腳步踏實，前程
自然無限遠大。祈願你、我、他，都是
社會安定的力量。再次祝福大家光明遠
大，阿彌陀佛。（節錄）

（法鼓山方丈和尚）

遍照光明
前程遠大

2 0 1 6 年新春祝福
法鼓山

近年颳起生態旅遊
風，兼具生態、農村
樂的文青小旅行大受歡
迎，包括金山高厝、八
煙，三芝共榮社區、石
門嵩山社區、阿里磅生
態農場，都有生態導
覽、插秧的體驗。不妨
偷得浮生半日閒，到田
野間體驗小農的一天，
「腳踏實地」好好享受
自然。
金山老街
猶如臺灣歷史
縮影，亭仔腳建築、
打鐵鋪、竹仔技藝、抓藥
材、彈棉被……想深入在
地風俗，一定要到金包里
來挖寶！另外，萬里瑪
鋉居陳列早年漁村生活用
具和童玩，深具特色，新
春期間才開放參觀，搭配
漁村小旅行，穿梭港灣巷
弄，體驗古早味的悠然生
活，千萬別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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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季班 1/25開始報名

山海
新春到寺廟撞鐘、吃湯圓，點燈、許
願添福氣。金山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
區從二月七日「除夕撞鐘」揭開新春活
動，一直到初五，設有茶禪、版畫、手
帕拓印、鈔經、點光明燈等祈福與體驗
活動。
萬里「神明淨港文化祭」邁入第十六
年，舉辦闖關、攝影比賽之外，二月
二十二日元宵節的重頭戲，是淨海巡洋
與勇士跳水，信眾
抬著神轎躍入野柳
港，是攝影師最愛
的一幅人文畫。
除了人文風情，蔚藍海岸也有驚
喜。北觀處發起「光環境」裝置藝
術，以萬里野柳為起點，沿著海岸
線，經金山中山堂停車場、石門婚
紗廣場、白沙灣，一路到三芝淺水
灣，運用回收的LED燈，將臺二線的
夜晚妝點得亮麗又溫馨。即日起至
二月二十九日，乘著光影的翅膀起
飛吧！
如果體力允許，也可選條步道
來健行，消耗年節囤積的卡路里！
三芝的櫻木花道總長七十公里，是
北臺灣最長的櫻花
路線，沿途可見臺
灣山櫻、緋寒櫻和
吉野櫻爭奇鬥豔。
三月十二日舉辦的
「櫻花馬拉松」，
在櫻花樹下開跑，
別有一番詩意！

打開筆記書，不僅有社大的緣起故事，還有
歷年學員的作品，有漂流木創作、石頭彩
繪、陶藝、攝影等，精彩又實用。

九天春假，哪兒去？
北海岸擁有特殊的自然地景，以及豐富的人文寶藏，
在山與海之間，讓我們再一次發現北海岸、愛上北海岸。
新春小旅行，出發！

猴年 趴 趴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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