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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嚴 師 父 開 示】 
 

直覺、直觀、覺觀 
 
「直覺」，大家都知道，直接的反應就是直覺。皮膚接觸到

的，眼睛看到的，沒有經過大腦的思考或考察它的反應，就是直覺。 
 

直覺直覺直覺直覺是不可信賴的 - 直覺的反應可靠嗎？有時候可靠；而有時候

是不可靠的。因為直覺的反應往往只是自己習慣性的認識、判斷，不
一定是當時接觸到的事實，是頭腦裡先入為主的。例如，聞慣了某一
種味道，當有類似的味道進了鼻孔，即會脫口而說出已聞慣的的味
道，但這不一定是對了。又如頭腦裏對某一個人印象非常深刻，當有
另外一個人從你面前晃過，你直覺的反應或馬上會想到，這可能是什
麼人這也是不一定正確的。因為加上了自我中心的習慣性判斷，有一
種自我的意識在內，不是客觀的，故直覺是不足取的。所以，許多人
會說：「我直覺地感覺到......我直覺地發現到......我直覺地以為是......」，
這些都不一定可靠、正確，所以是不可信賴。 

 

直觀直觀直觀直觀是一種修行 - 「直觀」，是佛法的專有名詞，是觀察、觀照、

觀念的意思。「觀」，本來就是一種修行的方法，譬如觀心、觀身、
觀受、觀念，是一種觀自己的動作、心念，乃至於外在事、物的現
象，不通過頭腦去思考，也不用自己既有的知識來判斷。也就是看
到、聽到或嚐到了什麼，就是什麼，這就是直觀。 

 

但是「觀」的時候，是很清楚的觀。譬如，我拿了一條毛巾在
面前，我現在稱它為毛巾，這是後天學習到的知識認定，所以不是直
觀。直觀是指我只毛巾拿在手上看，看得非常清楚，只知道有一樣東
西在此；但我不說這是什麼顏色、形狀、材質、作用等，我只是看到
它。就好像用照相機把一幅圖畫照下來，它只是呈現、反應著鏡頭裡
原本的東西，而不需要說明照片的內容。 

 

唯有如此的記錄才是最完整的記錄，如果再加以說明、解釋，
就絕對不完整。因此，不需要說明、潤飾，只是看到了。所以，當有
人問你，這是什麼東西時，先不要講什麼話，只是看著它，因為我們
所給它的名字，是我們共同語言的一種符號，並不就是這樣東西本
身。 

如此引申到聽、聞、感受、感覺等都是一樣。任何一樣東西用
直觀來觀察的時候，就沒有好壞、是非、善惡、多少的分別。所以，
直觀是很有用的。當我們的眼睛遇到「眼花撩亂、琳琅滿目」的境
界，或耳朵聽到非常吵雜的各種聲音時，如果能用直觀來對應，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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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況下都能「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受左右。天下的一切事情本來就是沒有一定的，這
就是直觀。 
 

覺觀覺觀覺觀覺觀是超越於自我–另外一個觀念，叫做「覺觀」。這也是佛法的專有名詞，這個境界比

「直觀」更超越。覺觀並不是沒有觀照的對象，而是超越於客觀和主觀，叫做覺觀。直觀還有主
觀的自我和客觀的對象，所以，這不是智慧；否則照片也有智慧，照相機也是智慧。直觀只是一
個過程，不是智慧。它還有很明顯的對立，是客觀的外在環境和內在的自我中心都還存在，只是
沒有另外轉一個念頭說出對象是什麼東西，或沒有轉一個念頭，用自己過去的常識、記憶來判斷
對象是什麼東西。舉例而言，當我們看到兩隻花樣、圖案不一樣的鞋子，用直觀的時候，這兩隻
鞋子是有的，但是兩隻的圖案、花樣是不是一樣，則不會也不需要說出，就是看到了有這樣東西
在那裡。而覺觀並不是沒有對象，並不是沒有自我，而是它不是有我，也不是有環境。在同樣的
例子裏，覺觀和直觀就不一樣，用覺觀的時候，頭腦裏一樣有判斷，有可以說出這兩隻鞋子不一
樣。但是兩隻鞋子不一樣和我沒有什麼關係，和你也沒有關係！只是兩隻鞋子不一樣，很清楚也
可以說明兩隻鞋子是不一樣。那怎麼辦？就把它們換了便成一樣的。換成一樣的是不是有必要
呢？有必要！因為為了更圓滿的處理這件事；但是果沒有辦法換成一樣，也不需要煩惱。 

 

所以，覺觀是有對象、有自我，也可以有說明；但是沒有把自己放進去，也沒有把旁人
和對象放到自己的心裏面，卻仍然處理所有的事；面對事情的時候，能處理則處理，不能處理則
不處理；應該處理則處理，不應該處理就不處理。更清楚的說，所謂覺觀就是超越於自我，超越
於自我的利害、得失，亦即雖然知道有利害、得失，但是自己可以不受利害、得失影響而起煩惱
的反應，這就是覺觀。 

 

自自在在不起煩惱–所以，直觀不容易，覺觀更不容易。覺觀是智慧，直觀不是智慧。直觀

只是一個觀照，可是常常用直觀，用久了，習慣了，漸漸的也能變成覺觀。 
 

我把三個名詞介紹了，諸位可能有人對覺觀仍不清楚，再舉一例加以解釋。例如，我是一
個需要戴眼鏡的人，如果眼鏡打掉了，我還是需要買一副眼鏡。如果怎麼找都不可能再買到眼
鏡，這時候，我也知道我需要眼鏡，可是沒有眼鏡了，我要不要煩惱？不需要煩惱！這就是覺
觀。同樣的情況，如果老是在後悔、嘀咕：「唉！我那副眼鏡當時不打掉多好！」「唉！那時候
怎麼搞的，我不小心把眼鏡打掉了！」如果有人問他：「你難過嗎？」他說：「我不難過，已經
打掉就算了。」可是心裡面還是念著如果不打掉多好。 

 

 像這種已經沒有辦法補救的事情，如果還在嘀咕，心裡老是放不下，就不是覺觀。覺觀
應該是將已經沒有辦法的事情放下；還有辦法的事情要去做，而且做的時候，心理抱著是自己應
該做的事，而不是不得了的事情。諸位都是社會菁英，都是有事業的人，常常會遇到公司股票行
情上上下下的情形，如果你老是在事後懊悔因自己的錯估而少賺多賠，這不是覺觀，而是煩腦。
若能做到不管股票漲跌，認為錢乃身外之物，不去管它，這才能解脫自在，不起煩腦。 

 

很多人認為佛教徒應是如此，錢不要沒有關係，果真如此嗎？不！錢還是要的，問題只是
在於你的心是牽牽掛掛，還是自自在在。心裏牽牽掛掛的，則不是覺觀，而是煩腦。（一九九五
年七⺝二十九日第十二次社會菁英禪修營聯誼會開示，周文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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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生活                                    曉亞 
 

禪，對一般大眾來說，恐怕覺得既遙遠又抽象；事實上，禪的修行可以說是一種生活的理
念、態度與內心的清楚覺照體驗，是存在於日常生活行住坐臥每分每秒當中，如藥山惟儼禪師
說：「雲在天，水在瓶」，雲水之異同清楚而明白，在面對不同生活情境，如實展現自我本性，
以秋毫之纖細觀照能力明明白白度過每天的日子，坦蕩、空曠、明朗而澄靜，即能達到簡單而不
假外求的禪的意境。 
 

這次在洛杉磯所舉辦的生活禪課程，由法鼓山教師聯誼會的四位老師：劉振鄉菩薩、蔡美
枝菩薩、吳甜菩薩及蔡鴻銘菩薩所帶領，透過書法的運筆臨摹及青山綠水的戶外修行，讓大家學
習如何將禪法融入於每一次的凝望、每一個動作中、每一次的起心動念，在舉手投足間，在呼吸
的進出⋯，以各種方法收攝身心，消除妄念，體驗寧靜祥和與念念分明與萬物合一的諧和狀態。 

 

在戶外禪的修習中，劉振鄉菩薩一開始先帶領大家做「八式動禪」，在舉目所即盡是青翠
草坪及濃蔭綠樹間，透過緩慢而清晰的動作，將忙碌繁雜的心沉澱下來。之後的「托水砵」，是
一個訓練感官協調與專注能力的有趣遊戲。將碗中注滿水後，以雙手捧著砵碗，慢慢行走。每次
雙腳緩緩舉起、輕輕踩下的動作中，感受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戰戰兢兢的心情，注意力既要集
中於砵中之水，小心翼翼不讓其潑灑出來，同時還要勻出心思照顧到每個步履，在高低不平土地
上，平衡腳步與身體。從來沒有以那麼緩慢的速度行走，彷彿時間已經不存在了，只聽得到自己
的呼吸聲與腳下窸窣落葉聲。有些人在快抵達終點時，念頭一起，結果前功盡棄；唯有放鬆身
心、平常心對待，才能夠圓滿達成任務。一碗水即潛藏著無限智慧，不僅能將平日散漫心念繁蕪
思緒統合收攝，同時能夠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發。 
 

在「直觀」訓練中，必需以不分別、不比較、不形容的方式，用眼睛觀察身旁的花草或遠
方的房舍、綠樹、山峰⋯，以聚焦的方法觀察；或是以模糊焦點的方式觀察，不特別只看一個標
的物。用耳朵聽大地的聲音，如水、蟲鳴、風、雨、鳥叫、天籟、人語等，選擇其中之一清楚放
鬆的聆聽；或是不特別選擇，將所有聲音都聽進去，不做任何比較與分別。 
剛開始，的確很難，要將目光與心念專注於某樣東西上，不讓任何念頭升起，對於習慣以大腦思
索分析所有進入腦中資訊與影像的我們，是高難度挑戰。如狡猾的老鼠般隨時隨地奔跑逃竄的意
念，冷不防便跑出來攪和做弄一番。只有那微細的幾秒鐘時間，感覺舉目所望來去移動的物體似
乎越來越清晰，恍若從背景中呼地跳脫出來，在極短暫間隙，視野與感知能力變得敏銳而寬闊，
自身與大地融合為一；然下一秒鐘，搗蛋的老鼠又不安份的跳脫出來打斷了短暫的清明時刻。 
 

「走路禪」是一項既簡單又效果恢宏的禪修法門，在四十分鐘時間，全心全意專注於行
走，可以感受到原來當腳踩踏在柔軟草皮、冷硬土地或是清脆落葉上時，觸感完全不同，且會牽
引著雙腳碰觸地面時力道之差異。在走了大約一半過程後，心逐漸寧靜沉澱下來，和風煦煦吹拂
臉頰，遠處有啁啁鳥鳴及孩童戲語，時間長河在這一刻靜悄悄緩慢流動著，只餘雙足不停地移動
往前行，似乎亙古以來便如此行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是何等
美妙境界。心裏沒有雜念，只是專心一致默默走著，似乎可以這樣一路行走下去，沒有起點沒有
結束，走到天地的盡頭，走進永恆的虛空。 
 

事事無常，萬物為空。當我們與身旁所有事物不分彼此融為一體，讓萬物安住於心靈中，
以最真實的面貌呈現，念念分明的呼吸，念念分明的走路，便能發掘生命的實相與宇宙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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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禪師在《正法眼藏》的「辦道話」中說：「如擊空之響，撞之前後，妙聲綿綿。」撞擊空性
所引爆出來的美妙聲音，是一種無聲之聲，不是用耳朵聆聽，而是用心仔細體會，唯有活在當
下，以開放的胸懷生活著，便能體解生命的來去、一切的變化無常就如同太陽的昇起降落、花朵
的綻放與枯萎、季節的交替更換般自然而無需質疑。 
 

「生活禪」將禪修的觀念、方法巧妙融入日常生活中，在行走、休憩、吃飯、靜思⋯各種
時刻，都能內外合一力行禪的概念，清楚，分明，放鬆，積極，自在，簡樸，禪就存在於運水與
搬柴中，如有源律師問大珠慧海(馬祖道一的弟子)：「和尚修道，還用功否？」答曰：「用
功。」問：「如何用功？」大珠慧海回答：「饑來喫飯睏來眠。」肚子饑餓的時候吃飯，睏倦的
時候睡覺，就是這麼簡單。 
 

四位法鼓山教師團菩薩不辭辛勞從台灣遠征美國，足跡遍佈新大陸東西南北各大城市，做
為期六個禮拜的生活禪教授指導活動。洛杉磯是他們此行第六站，之前已停留紐澤西、奧蘭多、
佛羅里達天普、芝加哥及西雅圖⋯等地，可說風塵僕僕馬不停蹄，然而他們臉上絲毫沒有顯露旅
途奔波勞累的疲憊，反而充滿了蓬勃朝氣及法喜盈滿的愉悅，兩天的生活禪課程讓學員們偷得浮
生半日閒，享受平時繁瑣忙碌日程難得的寧靜美好及身心的全然專注與放鬆，希望大家都能將習
得的方法帶回去運用到每日生活當中，回歸自然樸實本性，好好安心過日子吧。 

 

書法禪的趣味                潘秀媚 
 

究竟什麼是書法禪呢？我正在學書法，對法鼓山舉辦的書法禪充滿好奇，心想如果能把書
法與禪修連在一起，一定很神奇吧。與我有同感的人可不少，星期六一早來上課的有二十多位同
修。四位老師在美國各分會已奔波一個多⺝了，他們主要傳達的信息，是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吃
飯，作息等等都可以融入禪味，讓我們更能輕鬆自在。 

 

在開始寫書法前，先由劉振鄉菩薩與學員們做一段放鬆身體的工作，讓心情放鬆，他教導
平常在做任何事以前，都可以先練習放鬆。蔡美枝菩薩習書法多年，她帶來不少她的大作，掛在
佛堂的墻壁上，有甲⻣文，大小篆書，碑體，楷書，行草等琳瑯滿目，她的字優美靈活，一副如
意的“如”字，使用朱紅顏色，最后一畫弧度飄逸延綿，并包含一首充滿禪味的詩，把我們帶到
一個廣闊悠游的世界。她說練習書法是一種享受，寫時保持輕鬆愉快，心無掛礙，腦海裏無妄
念，眼光也學會不比較不批評。寫書法既有創造性，也很靈活，常常寫可以紓解心裏的壓力。書
法做為一種藝術，除了表現線條與墨韻的美，更能怡情養性。也有人認為練書法猶如練氣功，做
到全身放鬆，用筆時如能練習運氣，可以延年益壽。據說寫書法用的軟筆，對腦神經有放鬆的功
能，常練習除紓解壓力外，還可以達到一氣呵成的禪悅。 
 

書法禪的重要觀念，是學會不比較不批評，以寬容喜悅的態度去欣賞自己及別人的作品。
書法禪的方法：在運筆前，姿勢端正，身體坐正，頭要擺正，放鬆身心，筆桿對正胸腔，心誠正
無雜念，細觀字體的結構并存於心。運筆的方法：以逆鋒起筆，回鋒收筆，起筆時要專注，行筆
時保持輕鬆，收筆要先緊後鬆，清楚感受輕重疾徐的筆趣與墨韻。 
 

蔡菩薩並簡單的介紹中國文字發展的過程，三千多年前商朝的甲⻣文刻在動物的⻣頭或貝
殼上，是至今發現的最早象形文字，周朝的大篆，秦朝的小篆，字體圓潤優美，再發展下來是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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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平穩灑脫，以後演變成章草楷書等，每一種字體都有其獨特優雅的線條，我們何其幸運，幾
千年的中國文化傳承，是精神上的財富，生活中的養料。現代人在緊張的生活當中，如果能在學
習書法時，進入一個空靈瀟灑又充滿禪意的世界，暢游其中，不就是平安幸福嘛。蔡菩薩並安排
時間給我們練習，同修各自手握一支她帶來的軟筆，點上紅朱液，在悠閑的音樂當中，隨意描著
東巴納西族的象形文字，聽說東巴文已被聯合國保護為世界文化遺產，我們遠古的祖先不就是這
樣開始描畫的嗎？我們也模仿著寫十二生肖的象形文，每個字如一幅畫；又跟隨小篆的筆法畫瓦
當，過了既自在又愉快的一天。 
 

四位老師淳淳善誘，劉菩薩還教導我們水果禪，午飯禪，點心禪，原來做任何事，都要輕
鬆清楚，不急躁不貪心，學會動作在那裏，心在那裏，更要飲水思源，感恩大地之母，感恩我們
周圍的人，珍惜自己的平安健康。吳甜菩薩在下午給大家讀“馬頭琴”的童畫書，我們如回到小
學時代，被充滿愛心的老師們呵護著，一天之後，帶著愛與祝福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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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範與氣質- 法鼓山的義工之美            凡人 
 

這是我生平一次稀有的寶貴經歷, 趕緊以野人獻曝的心情來與您分享. 
 

九⺝十四日的上午, 我們一行三人, 照著預定的行程, 前往慕名己久的法鼓山金山教育園區, 
均為第一次上山參學的我們, 經由導覽菩薩們的細心說明與介紹, 對師父的理念及法鼓山的目標, 
都有了較為完整的暸解. 感佩之餘, 自是受益良多. 又充分享受了法鼓山的自然美景, 佛像之美以
及建築物之美. 這其中任一都足以讓人陶醉, 更何況是其整體美, 既莊嚴又親切, 予人如沐春風的
喜樂. 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屬襯托出這整體法鼓山之美的義工菩薩們了. 

 

從事前的接觸中, 我們已經感受到義工菩薩們的仔細與慎重. 等到了第二大樓, 從報到的那
一刻起, 那才是真正”震撼教育”的開始呢! 在那麼開闊的園區裡, 無論是在室內或室外, 是屬於
何組導覽義工, 這些穿著整齊義工服的菩薩們, 即使是迎面而過, 每人都以微笑、合十欠身, 再加一
句阿彌陀佛來招呼我們. 表情都是那麼的慈悲誠懇, 動作是輕柔又自然, 語調則是平和中透著親切.
在在都顯示著不卑不亢與自信, 甚至在經過幾處無緣入內的場所時, 那些義工菩薩們, 居然也都或
是起立, 或迎向門口以相同的態度對我們表示歡迎! 即使在 LA 分會的幾次活動中, 我也有著類似
被接待的經驗, 使得感受更為澎湃了. 這次在金山園區那麼大的地方停留得那麼久, 在園區內不同
的地點, 這相同的一幕卻不斷的出現. 使我從新奇轉為震驚感動, 再轉為感恩. 除了趕緊學著照做
回禮外, 還得不時的找機會擦拭一下濕潤的眼⻆. 

 

下山回台北的途中, 同行的兩位友人, 對義工菩薩們仍是讚不絕口, 很想知道是經由什麼樣
的訓練或力量, 才能呈現出這麼一致的穩重威儀. 若能擴大影響至社會, 則眾生斷絕煩惱, 處處人
間淨土的理想, 不就指日可待了. 

 

回來的第三天, 我就參加了 LA 分會的義工培訓. 細聆聽擔任教席的三位菩薩的說明, 緊盯
著她們的示範, 猛然發覺這三位不正就是所有義工的縮影與典範嘛! 原來, 只要有心, 
再學會了放下, 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員好義工的. 在課程結束前, 眾師兄、師姊們, 紛紛
發心爭相承擔各項日後吃重的工作, 更是當天讓人動容的一刻.  

 

下次您來 LA 分會, 除了學佛的慈悲外, 不妨體驗一下法鼓山義工菩薩們的風
範及氣質. 阿隬陀佛, 祝福您平安.  

 
傳承之美―義工團之教育關懷座談會        賴常方                                      

 

義工是個很令人尊重且敬佩的身分，有著許許多多的義工菩薩發心捐錢、捐力、又捐時間
的維護與支持 LA 分會，才能使每個活動進行的順利圓滿，讓每位蒞臨道場的菩薩們充滿法喜，
使更多人接觸佛法與師父的理念，而進一步的也成為法鼓山大家庭的一員。所以，相對的，義工
也是法鼓山一個很重要的門面，無論是言語或肢體動作，在在的代表著法鼓山的風範，對於初次
接觸法鼓文化或法鼓精神的菩薩們而言，那將是對法鼓人的第一印象。然而，如何使所有法鼓人
行住坐臥都能優雅合宜，且帶著慈悲喜捨的菩薩心服務眾生，身教的傳承就相當的重要。有鑑於
我們這群海外義工們的需求，總會義工團團長秦如芳菩薩、副團長吳麗卿菩薩及擁有義工經驗多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7 

年的陳修平菩薩，不惜舟車勞頓，千里迢迢的由台灣來美，和我們分享她們擔任義工的經驗並指
導我們禮佛，助唸，及擔任招待時應有觀念與態度。 
 

法鼓人的風範 
 

當我們這群義工無論是否身著法鼓山的義工服，只要是代表法鼓山出去服務接待，就必須時時展
現出法鼓人應有的風範，也就是無時無刻都必須做到身口意一致。義工團的菩薩們利用這難得的
機緣，為我們一一示範何謂身儀、口儀、意儀，讓我們更能明白了解如何呈現優雅氣質，穩定莊
重的態度。身儀簡單的說就是站立時手持國際禮儀操手，身體挺直；坐著時腰背挺直、雙腳併
攏、雙手操手輕放腿上；走路時需眼睛平視前方、步伐輕盈為宜。口儀指的是說話的技巧，與信
眾或師兄師姊們談話時，應專心聆聽、態度誠懇、語調親切、面帶微笑；意儀也就是心儀，隨時
隨地都要以歡喜、謙恭、及熱忱的心來服務大眾，讓每位與會的信眾們都法喜充滿、不起煩惱。 
 

學佛行儀  
 

“心誠意敬，淨化自己的身、口、意，自然展現出恭敬、端莊、安祥的態度。” 吳麗卿菩薩一
語道出學佛應有的基本態度，無論是問訊、拜佛、或持經唸誦，都要保持誠敬的心，展現每個動
作的威儀及禮儀。義工團的三位菩薩們也特別一一為每位與會的義工們調整禮佛時的姿勢，讓每
個義工們都清清楚楚的體認，無論站姿、跪姿、或合掌、問訊如何能在舉手頭足間散發出攝眾、
安眾、化眾、甚至度眾的威儀，也讓義工們藉此機會修正缺點、及觀念並細細體驗每個動作所帶
來身心輕安的覺受。 
 

助念引渡 
 

 一般大眾往往一見喪事靈堂總是抱持著能避且避，快速通過，眼不見為淨的心態；殊不知能幫
往生者家屬助唸，送往生者往西方佛土一程，是件多麼莊嚴且充滿法喜的佛事。秦如芳菩薩特別
在進入課程前，先釐清大家觀念，讓與會的師兄師姊們，都能心境平安祥和地學習助唸引渡所應
有的態度及禮儀。接著，陳修平菩薩更教導每位義工持引罄的方法，及敲擊引罄時力道的大小和
時間點，也讓每位義工在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中持引罄練習。對很多師兄師姊而言，這是第一
次接觸關於助唸的事宜，因此剛開始時心中仍帶有畏懼，但隨著義工團菩薩們的講解，及聽聞她
們的經驗學習中，慢慢的心綻放開了，很多師兄師姊都很樂意參與往後的助念活動。 
 

知客及接待服務 
 

義工們其實是很多信眾們第一個接觸到的法鼓人，因此每位義工都要學會當知客，知客就是要知
道信眾的需求，不管是接洽事情、求助、請訴、或參觀、禮佛，都要能盡快適當且有禮貌的幫助
信眾安排。一句阿彌陀佛，一個誠懇的微笑，一聲親切的問安，都能讓尋求服務的菩薩們心生歡
喜。在陳修平菩薩的解說中，我們學到了服務台和電話接待時，應注意的事項及應有的態度，而
這些技巧和方法，其實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有是非常實用的，所以時時謹記在心並落實，
則處處充滿和諧與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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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大乘稻稈經》- 果徹法師主講           高常觀筆錄 

 
《佛說大乘稻稈經》是眾多佛經中的一部小經典¸原文並不長¸常被學佛者所忽略¸但它

卻是一部解說緣起法非常透徹的經典｡這次由文學及佛學底子非常深厚､並且研究稻稈經多年的

果徹法師來導讀¸從她深入淺出的說明配上極有系統的圖表¸讓大眾對這部經典有了深刻的認識
｡ 果徹法師在講法之前¸先引導大家放鬆身心､將浮動紊亂的心安定下來¸果真¸在短暫的身心

放鬆之後¸所有的人都更能專注於聽講¸因此¸法得以入心, 對緣起法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聽
得法入心¸真是受益匪淺｡ 

  

當佛陀帶著眾弟子在外化緣托缽經過稻田時, 看見稻子的生長脫口說出:「若見因緣¸彼即
見法；若見於法¸即能見佛｡」諸多弟子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後來在見到彌勒菩薩時¸由舍利弗

代表大家發問¸於是彌勒菩薩從稻稈的生長來詳細解說“內緣起”及“外緣起”的緣起法則及意
義¸也就是佛陀在菩提樹下開悟的心得, 而成了「佛說大乘稻稈經」｡ 

  
法師說“緣起法則”就是佛法與其他宗教最不一樣而最為殊勝之處｡ 在這裡所講的“見”

是指體悟､體驗､照見的意思¸而“法”¸就是緣起的法則｡ 在稻稈經中¸將緣起法則分為內緣

起和外緣起｡“內緣起”是指有情生命的生老病死等“因之聯繫”¸也就是始從無明乃至老死的

必然過程¸這中間又因為地､水､火､風､空(空間)､識(精神狀態)等內六界和合的作用¸產生
“緣”之聯繫¸使得眾生的生命有各種現象產生｡“外緣”則是指生命以外的一切外在環境¸必

然會有成､住､壞､空的過程¸這就是因之聯繫¸而在這些過程當中¸又因為地､水､火､風､
空(空間)､時(時間推移) 等外六界和合作用¸產生了緣的聯繫｡由於有內緣起¸故愚癡眾生執著

於六處(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有“我”(人)的觀念產生；有了外緣起¸則產生色生香味觸法¸於
是執著於“我所”(法)｡ 所以稻稈經所強調的就是”二種緣起同一無我¸因緣所生故”｡ 

 

佛說「若見因緣¸彼即見法；若見於法¸即能見佛｡」到底什麼是“法”呢? 佛陀把八正

道､得果､涅槃合而為一¸即為法｡ 也就是先有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然後了悟因緣法則¸最後達到煩惱完全斷除的狀態¸即究竟涅槃的境界｡ 明白了法¸

該如何做呢? 佛陀又教導大家：由於人有無明¸所以有老､死､憂､悲､苦､愁､惱等苦之聚
集¸正是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唯有看透了緣起法則¸滅了無明¸則諸苦滅盡¸也

就是『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要想截斷生死之流, 該從何處下手呢? 果徹法師從十二因緣的⻆度告訴大家¸一定要從
“受”與“愛”之間截斷｡ 因為人有業報¸而投身為人¸承受六入､觸､受的業果¸這已是無法

改變的事實¸就好像稻子因為播植(無明)¸加上雨水陽光的滋潤(愛)¸進而成長成為田地(業)一樣
｡ 但是¸人卻可以選擇不再造業¸也就是不要再有因為無明而產生渴愛､進而產生取著而造作新

的惡業¸只要我們不再執著於“我”與“我所愛”¸就可以不再取著, 進而將苦､惑(即煩惱)､
業這樣的循環與輪迴截斷｡ 但是要如何才能不要再有渴愛呢? 這就必須時時警惕自己要遵守戒

律¸也就是遵守戒律的基礎–八正道¸並且常常培養自己的定力¸也就是參加禪修¸訓練定的功
夫¸最終才能知道正確的方法然後朝正確的方向努力¸從而生出智慧¸看穿緣起與緣滅¸達到完
全斷除煩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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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才能看穿緣起緣滅¸觀照五蘊皆空¸也就是觀無我呢? 稻稈經教導大眾朝由“我
所”對應的外在環境¸來觀照自己的生命現象¸也就是「五門觀察法」: 先從稻稈的生長來觀察
外緣起¸再把這樣的法則對應到觀察自身的內緣起｡ 五門觀察法的第一個方法是“由不常”: 也

就是稻米的種子､由種子發出的芽､以及未來長出來的稻子¸全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第二個方法

是“由不斷”: 也就是雖然這三者不同¸卻是密切相關的｡ 第三個方法是“由不移”: 芽和種子根

本不同¸兩者並非可以完全移轉｡ 第四個方法是“由小因生大果”: 也就是一粒小小的種子¸可

以結出一株包含許多種子的稻穗｡ 第五個方法是“由彼同類相續”: 也就是稻種絕對是生出稻

子¸不可能生出蘋果或其他的植物｡  
 

由外觀衍伸､進而內觀的五門觀察¸第一是“由不常”: 也就是過去世的我≠現在世的我
≠未來世的我｡ 第二是“由不斷”: 也就是過去世之我､現在世之我､與未來世之我雖不相等¸

但有必然的關聯｡ 第三是“由不移”: 也就是過去的身心與現在的身心並非由此轉移至彼｡ 第四

是“由小因生大果”: 也就是造作小業¸會受大果報¸所以人應該切記「莫因惡小而為之¸莫因
善小而不為」｡ 第五是“由彼同類相續”: 也就是造做什麼業､會得什麼果報¸某種果報相應於

該業｡ 只要清楚了解觀照外緣起､進而觀照內緣起的方法¸時時練習¸終能體驗觀無我､體悟緣

起的境界了｡ 
  

九⺝二十三、二十四日在果徹法師詳實而清楚的導讀之下¸讓我們對緣起法則的內涵､如
何精進¸進而達到斷除煩惱的方法¸有了更深的認識¸也知道了學佛應該努力的方向｡ 原本一些

讓人聽了似懂非懂佛法中難解的專有名詞¸也在法師的說明之下¸變得淺顯易懂｡ 這兩天的課程

非常紮實､緊湊¸我們何其有有幸¸能夠邀請到學有專精的果徹法師特地來 LA 道場講解「佛說
大乘稻稈經」¸大家心中充滿無上的欽佩與感恩｡ 只要我們能夠努力朝著正確的學佛方向前進¸

同修們彼此能夠常常互相鼓勵､督促¸隨時互相問訊 :「少事少惱否? 道業精進否?」那也就不枉
果徹法師不遠千里､不辭辛勞的來到洛杉磯¸代替師父為大眾解惑､傳法了｡ 

     
學佛如何「單刀直入」「撥雲見日」       林果常 

 
今年是 LA 道場 11 年前成立至今，有最多位法師來此說法的一年。也即是這裡的法鼓山

會眾取法最豐富的一年。以下是由繼程法師講的「小止觀」，寬謙法師的唯識，及果徹法師的稻
稈經，得到啟發，而整理出來的心得報告。 

 

單刀直入  
 

緣起法，即是阿含經裡提到「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的自然法
則。這是佛在菩提樹下，開智慧而悟出的宇宙真理。稻桿經裡說，「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
佛」。我們學佛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與佛一樣。能開發智慧，體證緣起法。在此以「單刀直入」佛
法之門來表示緣起法的重要性，但是學佛人在其學佛的過程中，仍然有必要去明瞭佛及祖師們教
導的其他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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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雲見日  
  
佛在成道之後，曾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個個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

著不能證得」。由唯識學，認識到妄想是因為第六意識，執著是因為第七意識在運作而形成的現
象。對治之道，「撥雲見日」的方法就是「止」與「觀」。天台宗的「小止觀」之開宗明義，如
此說：「若夫泥洹(涅槃成佛)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又說：「止是禪定之
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 

 

經由修止可以止息妄想，經由修觀可以去除執著，在小止觀裡面，如何應用緣起法修止，
修觀。有以下的闡述： 

 

•修止(體真止)：隨心所念一切諸法，悉知從因緣生，無有自性，則心不取。若心不取，則妄念
心息，故名為止。 

 

•修觀(正觀)：觀諸法無相，並是因緣所生。因緣無性，即是實相．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能
觀之心自然不起。 

 

禪修，從給自己一個早安微笑開始⋯         許果崇 

 
佇立在象崗湖邊，凝視著靜謐的湖面清楚地映照出周邊蓊鬱的林木，而涓涓湖水潺潺地流

向林中小溪⋯心中浮現法師的開示「當你的心安住在深邃的靜止的狀態裹，覺照力自然映現著週
遭的一切⋯。」禪十期間，繼程法師不斷提醒我們老實用功，不要想一步登天，更不要附會別人
的經驗，自欺欺人，調身、調息、調心，一步一腳印，心不離方法，而方法自然會引領心往更深
細的層次，當心安於止，此時，不管是用默照或參話頭，力道自現，心念起伏，清清楚楚。 
 

向來我行我素，不耐數息之枯燥無聊的我，居然與數字奮戰了九天。一次一次耐住躁動，
收攝散亂的心念，呼吸、數字、外境和我的互動關係漸漸明晰了起來，隨息中漸漸感受到心在一
片寂靜中呼吸著⋯看著心漸漸安止的過程，生命中的困惑、徬徨、焦慮也安止了下來，這一刻，
我安靜而誠實地面對自心的種種。 
 

這次禪十，法師以一個「心田」的譬喻叮嚀我們日常禪修的重要性; 人們的心田是一塊沃
土，可以蒔花植蔬，也可以任憑雜草叢生，當我們禪坐時，前者會與清淨心相應，心念容易安定
集中，而後者則與煩惱心相應，禪坐時是拔不完的雜草，妄念不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又該如
何耕耘自己的心田呢? 法師給了「Three Rings」的開示: 
 

1. Caring，關懷自己，關懷家人、朋友及一切眾生。每天從給自己一個早安微笑開始，懷抱同
樣的真誠關懷與善意對待週遭的人們，這是一個只要有心就不難做到的功課，入睡前，對自己再
次微笑的道聲晚安。 
 
2. Sharing，樂於分享，尤其在佛法的分享上要積極，不需憂慮所知疏淺; 我們知道一分的佛法
便與人分享一分，知道兩分的佛法便與人分享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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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ffering，樂於給予，因緣所及，不吝伸出援手。法師分享了一個頗令人動容的小故事; 一個
小男孩對於火車將行經鎮上剛開通的鐵路一事，懷抱著無比的興奮之情。他迫不及等待著，火車
終於來了，他興奮的揮著手，追著火車跑，日復一日，他對著火車揮著手，但從沒有一個乘客回
應他的問候。小男孩終於害了奇怪的心病，醫生也束手無策。小男孩的父親在一個偶然的機緣
下，對一個偶遇的陌生人憂心的道出小男孩的情形。就在隔日，小男孩卻不藥而癒了。原來陌生
人特地去搭了那火車，當他看見那病懨懨揮著手的小男孩，他探出半個身子興奮地對小男孩揮著
手，小男孩揮著手，笑著追著火車跑，直到火車不見了。 
 

  「Three Rings」是一個對自己、對他人正面能量的循環，是一個不斷提起內心善念的日常禪
修，就從給自己一個早安微笑開始吧⋯。 

 

與西方眾共修的禪三                   林果開 

 
二００七年十⺝十二日至十四日, 洛杉磯道場經由宋國明師姊的熱心安排, 與 Rancho 

Palos Verdes 山上一處寧靜又環境優美的天主教避靜中心, 第一次合辦了與西方眾共修的禪三. 
由專程來自紐約東初禪寺, 英文流利的常悟法師主持, 全程以英語進行. 共有四十人參加, 佔了三
分之一席位的西方眾多半是天主教徒. 他們皆敞開心胸來嘗試佛教的禪修營. 為了方便初學者, 法
師未對大家做嚴格要求. 
 

       初抵避靜中心的晚上, 常悟法師說明此次生活禪的修習重點是 1. 放鬆身與心 2. 無論何時何
地, 清楚知道自己每個當下的思想行為, 如經行時能清楚知道每一步踏下去與地面接觸的感覺. 又
在毛靖菩薩的示範下, 解釋了引磬、木魚、香板的擊聲及不同長短聲所代表的信號意義. 法師並
請大家關掉手機, 開始禁語, 包括不與自己在心中對話, 不看任何刊物, 準備在這幽靜的環境中, 靜
下心來, 好好享受一個完全放鬆又無煩惱的週末. 在回宿舍的途中, 遠望山下如星光般閃爍的萬家
燈火, 深深感到己遠離了世俗塵囂. 
 

    早上七點由八式動禪而展開一天的禪修活動, 包括了早課、禪坐、戶外經行、晚課、法師
開示、心得分享等等. 下午禪坐之後, 大家都很樂意的跟隨法師於奇花異草鳥語花香的花園中慢
步經行, 或是經行至海邊山上練習直觀. 在心得分享時, 發言最多的仍屬西方眾, 其中有人享受唱
誦經文, 有人享受不說話的寧靜, 有人用禪修的方法去享受食物. 一位美國老太太說, 她真遺憾不
良於行而失去經行的好機會, 法師就說, 每個人的身體都會老化, 在年長體衰時正好致力於修心.  
 

有人提到打坐會昏沈, 法師傳授一個有效的方法: 在昏沈時, 儘量睜大雙眼而不眨眼直至流
下眼淚就會清醒過來. 並說食物對人的影響很大, 吃蔬菜沙拉或水果會頭腦清醒有精神, 禪坐期間
應避免吃容易令人昏沈的甜食或澱粉食物, 以及會令人產生慾念的蔥蒜等五辛植物. 有人提到打
坐會妄念紛飛, 法師又傳授三個對治妄念的方法: 1. 自頭至腳將每個部位逐一完全放鬆下來, 並將
全身的重量降至臀下, 則會減少頭中的血液流量, 使思緒變得不活躍而減少妄念 2. 將思緒分類, 
如忿怒、嫉妒、歡喜等等 3. 太累時不如去好好休息一下.  

 

禪坐的要點就是不要氣餒, 每支香都是新的開始, 從上支香的失敗中學習並改進, 時時自妄
念中抽離而回到打坐的方法上. 若用數息法, 上次數至二, 這次能數至三即是進步. 法師並提醒我
們, 不要對下支香有所期望, 期望即是貪念, 想坐得更好卻愈坐得不好. 至於對治腿痛, 法師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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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頭至腳分段徹底放鬆 2. 儘量不去想痛的部位, 將思緒拉回到方法上. 法師大カ鼓勵我們養成
每天禪坐的習慣, 即使坐五分鐘都是好的開始.  
 

這次禪三, 在常悟法師輕鬆幽默的契機開示下, 使西方眾亦明白了無常與因果等觀念, 學習
運用放鬆與專注當下的禪修方法於行住坐臥中, 亦學會藉練習直觀來減少分別心與比較心. 禪三
結束後, 大家心中充滿了幸福輿感恩, 並相約再來此西方淨土共修. 

 
 

        
Mary & Joseph Retreat Center 入口                                經行的幽靜花圓 

 
 

 
                                 常悟法師與其樂融融的東方眾及西方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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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果謙法師親自指導:  念佛禪一, 默照禪一, 橙縣心經導讀 
 

《念佛禪一 》  【時間】11/3 (星期六) 10am-4pm  
  
佛教的種種修行法門裡, 念佛是其中的一種, 它也是禪宗的修行方法之一. 凡能使心清淨及

安靜且生出智慧的, 那就是禪. 用禪修的精神來專注念佛, 讓無間無隙的佛號一點一點地融入心田
意識之中. 歡迎一起來學習以清淨心, 老實念佛, 放下執著自私, 老實念佛！      

 

《默照禪一》   【時間】11/4 (星期日) 9am-4pm  
 

放下自我執著, 是「默」. 清清楚楚的知道是「照」.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心境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從寂靜中, 朗朗觀照現代紅塵, 直指佛法最真實的究竟. 歡迎一起來學習默照禪的方法
教您恰如其分的處理憂慮、煩惱、興奮、快樂等情緒. 

 

＊以上兩個活動請事先電話報名 626-350-4388 或 e-mail: ddmbala@gmail.com 
   留下姓名電話即可.  
＊請穿著寬鬆衣褲 ﹠攜帶環保水杯及一顆輕鬆愉快的心情. 

 
《橙縣心經導讀》【時間】11/2 (五) ﹠11/3（六）晚上 7-9 

            【地點】橙縣爾灣- 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 Room #209 
                      9 Truman, Irvine CA 92620/ 5 號 freeway exit Jeffery  

 

 《心經》, 是一部傳頌千古, 家喻戶曉, 最能琅琅上口的佛典. 文字精簡扼要, 同時也具備嚴謹
鮮明的義理層次. 想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做到心無罣礙？又如何在積極實踐人生理想的過
程, 超越自我為中心的自私自利？敬邀您一起來和果謙法師領略這部教導我們佛法不是厭世的, 
亦不是戀世的, 而是入世的, 更是化世的《心經》. 

               

《《《《法器練習法器練習法器練習法器練習》》》》    
 

聖嚴師父說”「梵唄的功能, 是讚歎諸佛的無量功德, 也是修定及安心的方法. 梵唄用的法
器, 稱為「龍天耳目」或「龍天眼目」, 在課誦時, 一方面向龍天護法諸神說法並引導他們生起歡
喜心及恭敬心, 同樣地也使我們修行, 那些剩餘的氣力、體力及煩惱, 唱過以後就沒有了. 讚頌中, 
內心的衝突及不平會自然地抒解、化解.  放眼看看各國的道場，不論是在家人或出家人, 都有課
誦及法會的儀式. 例如日本的禪堂, 向來是最簡單、乾淨，但還是有課誦, 它的主要目的是在調劑
修行人的身心, 同時也是禪修的方法之一。」 

    

【內容】學習念佛會和誦戒會的儀軌及引罄,木魚,和地鐘等法器 
【時間】11 ⺝ 11,18,25 & 12 ⺝ 9 日 （星期日下午 3:30-5:30） 
【對象】有興趣學習並能夠參與法會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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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禪訓初級禪訓初級禪訓初級禪訓----    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進階課程》》》》    
 

您是否上過禪訓班後, 卻一直無法靜下心來？ 
打坐時, 方法用不上反而跟著妄念起舞？ 
日常生活中又無法將禪的觀念融入⋯ 
 

ＬＡ分會特別規劃了 初級禪訓- 進階課程 , 教理與實修並重, 讓您利用連續四個 

週六的下午對禪修的觀念和方法「從心」瞭解及檢視, 讓自己擁有一個輕鬆自在,  
福慧增長的禪味人生.  

 

【時間】11/10,11/17 & 12/1 ,12/8 共四個星期六下午 2-5 
【師資】法鼓山般若禪坐會前副會長毛靖菩薩親自講解授課  
【需知】＊請事先報名. 電話 626-350-4388 / e-mail ddmbala@gmail.com  
               留下電話及姓名, 並請於上課前 15 分鐘到道場, 完成報名手續. 
            ＊請穿著寬鬆衣褲 ﹠攜帶環保水杯及一顆輕鬆愉快的心情.  

＊全程免費用. 誠摯歡迎隨喜功德贊助道場活動支出. 
    

《《《《電影心賞電影心賞電影心賞電影心賞》》》》    
 

看電影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曾試著從心看過電影嗎？  
如果說電影是人生的縮影, 在浮光掠影中, 是否體悟到人生的種種⋯ 
師父說人生若夢誰都會說, 終生作夢怎麼不醒？ 
戲夢的人生裡, 給自己一個從心看電影的機會, 讓禪在生活中的每個⻆落等你靠岸！  

 

【時間】11/25（日）下午 2-4  
    

《《《《臨終關懷研習臨終關懷研習臨終關懷研習臨終關懷研習》》》》    
    

四十二章經說四十二章經說四十二章經說四十二章經說：「：「：「：「人命在呼吸間人命在呼吸間人命在呼吸間人命在呼吸間, , , , 出息不還出息不還出息不還出息不還,  ,  ,  ,  即是後世即是後世即是後世即是後世」」」」往生人人有份然而往生後到哪往生人人有份然而往生後到哪往生人人有份然而往生後到哪往生人人有份然而往生後到哪
裡去裡去裡去裡去？？？？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或是自己臨命終時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或是自己臨命終時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或是自己臨命終時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或是自己臨命終時, , , , 要如何面對要如何面對要如何面對要如何面對？？？？ＬＡ分會的悅眾菩薩將根據法鼓
山臨終關懷的章程,一起研習如何做好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及如何轉迷信舖張浪費的喪事為莊嚴
的佛事. 請事先報名參加.      

 

【時間】12 ⺝ 16 日 （星期日 9am-4pm）             
【【【【內容】助念的意義, 儀軌的練習和關懷的方法 

        

《《《《寬謙法師演講寬謙法師演講寬謙法師演講寬謙法師演講----金剛經金剛經金剛經金剛經》》》》    
 

《金剛經》是去執掃相最徹底的經典.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
是觀」傳誦已久的名偈即出自《金剛經》. 常以經中偈語觀照人我, 即使逆境紛擾. 也無一不是清
涼安住地.  出自聖嚴師父「金剛經如是說. 」 

 

【時間】12/23-12/25 在道場. 詳情會於 12 ⺝初通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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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12 ⺝ 活動表 
M T W Th F Sat Sun 
29 30 31 

    
   
 

11/1 

  禪坐共修 
 7pm - 9:30pm 
果謙法師 主持 
 

2  

 *橙縣心經導讀       
      (2-1) 
    

7pm–9pm 
 果謙法師 主持 

 

3 

念佛禪一 
10am–4pm 

     果謙法師 主持 

  
   *橙縣心經導讀 

 (2-2) 
     7pm–9pm          
      果謙法師 主持 

4 

默照禪一 
10am–4pm 

      果謙法師 主持 

 
與法師彈心- 

悅眾菩薩聯誼 
 4pm–7pm  
 

5 6 7 
  

 

8 
    禪坐共修 

 7pm-9:30pm 
     果謙法師 主持 

 

9  
  

  

10 
初級禪訓 (進階 4-1) 

   2pm-5pm   
 

  

 

11 
    成佛之道  10am-12pm 

    大悲懺     1:30-3:30pm 
法器練習 (1) 
 

12 13 14 
    

 

15 
    禪坐共修 

  7pm-9:30pm 
 
 

16  
  

 

17  
初級禪訓 (進階 4-2) 

 2pm-5pm 
 

18  
    成佛之道    10am-12pm 

   誦戒暨念佛 1:30-3:30 pm 
法器練習 (2) 
 

19 20 21 
    

22 
   

 
   

23 24           
           

25  
  

半日禪     9am–12pm 電
影心賞與討論 2-4pm 

 

26 27 28 
     
 

29 
    禪坐共修 
 7pm-9:30pm 

30 
      
 

12/1  
初級禪訓 (進階 4-3) 

 2pm-5pm 

           

2 
 成佛之道 10am-12pm 
 讀書會-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2pm-5pm       

3 4 5      

 
 

6  

   禪坐共修 
 7pm-9:30pm 
 

7 

       

8 

初級禪訓 (進階 4-4) 
 2pm-5pm 
        

9 

     成佛之道 10am-12pm 
     大悲懺    1:30-3:30 pm 
     法器練習 (3) 

 

10 11 12 
 

      
 

13 
   禪坐共修 

 7pm-9:30pm 
 

14 
 

    
 

15 
       

16 
臨終關懷研習營（一） 

   9am–4pm   
          

17 18 19 
 

20 
   禪坐共修 
 7pm-9:30pm 

 

21 22 
 

23 
      寬謙法師演講 
       「金剛經」 

 

24-25 
 

寬謙法師 
「金剛經」 

 

 

26 
 

 
 
 

27 
 

 
 
 

28 
 

 
  

29 
       

 
  

30 
 

半日禪  9am–12pm 
 
聯誼暨大掃除 2-4pm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16 

 

 

 

『心安就有平安 
只要還有一口呼吸在, 就有無限的希望, 就是最大的財富 
放下驚恐或輕忽的心, 關懷他人, 便是造福自己 
救苦救難的是菩薩, 受苦受難的是大菩薩 』    ----- 聖嚴師父 
 
讓我們以最虔敬的心一起來為南加山林大火的消防救災菩薩們 
及失去家園的菩薩祈禱祝福！ 
 
心安就有平安！ 

 

 

 

 

 

 

---------------------------------------------------------------------------------------------------- 

法鼓山美國護法會加州洛杉磯分會 
Dharma Drum Mountain Buddhist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9674 Telstar Ave. # C, El Monte, CA 91731 

Tel / Fax : 626-350-4388 

網址: www.ddmbala.org 

 

 

 

 

 

 

 

 

 

 

 

 

 

 

 

 

亦可上網至 www.ddm.org.tw 或 www.ddmusa.org 閱讀“ 法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