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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開示】    
 

調和主觀和客觀    

「主觀」和「客觀」是現代人很喜歡用的兩個名詞。如果有

人堅持己見，我們就會批評他太主觀了，應該要客觀一點。相對

的，為了要表示自己對事或對人的看法不偏不倚，我們也會強調

自己的看法是客觀的。好像這兩種角度，有優劣高下之分，其

實，「主觀」和「客觀」是不相衝突的。  

從字面上看，「主觀」是自己的看法，「客觀」是他人的

看法；兩者雖然是相對的，但卻不是絕對，而是可以互補的。  

「主觀」本身並不是壞事，重點是除了有自己的主觀，同

時還要考慮到其他人也有他自己的主觀。尊重其他人的意見，讓

每一個人都願意提供自己的發現和創見，然後集思廣益，集合大

家的意見，這便是「客觀」。這種客觀從何而來呢？就是從很多

的主觀歸納出來的。  

如果一個人，只容許有自己的意見，不容許其他人有意

見，那表示他的主觀意識很強，非常自私，人緣一定不好。如果

他的能力很強，自信心也很強，可能就會成為一個獨裁者。  

現代社會中，因為特別強調個人主義，所以有很多主觀意

識非常強烈的人。他們總是相信自己想到的才是最好的，自己是

最聰明的，自己的想法是絕對的真理，其他人都不如他。像在家

庭裡，有的太太很強悍，動不動就否定丈夫的意見；有的丈夫則

是大男人主義者，完全不理會孩子和太太的想法，總是說：「我

說的就是對的，你們只要照著做就好了。」完全不讓人說理由。

類似的情形，在公司、團體之中，也經常看得到。  

這種人，多半自信心很強，頭腦反應快，處事精明能幹，

判斷事情也蠻精準的，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自己這樣做是對的。但

是，判斷正確並不表示你就可以否定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並不是

你，你一個人的想法並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想法。你可以提供自己

的意見和方法，貢獻智慧和能力，但是也要尊重其他人的意見，

至少要獲得他們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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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並不是全能，其他人也並不是全然無能。徵詢不同的意見，對事情的規劃一

定有幫助。而且從佛法的觀點來說，眾生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福報

和智慧。彼此雖然因為意見不同，可能會增加一些麻煩和不便；但這正是考驗我們的機

會，如果能夠廣納意見，就能為我們增長更多的智慧，帶來更多的福報。  

 

不過對於別人的建議，也不是就要照單全收，而是經過評估之後，定出優先次第，再

考量取捨，哪一個最急、最重要，就趕快去做，哪個可以慢慢來實施，就晚一點做；如果

雖然立意很好，但是時機不恰當，那就保留著，等待適當的因緣再做。這樣，既有了主

觀，也兼顧了客觀。  

 

如果我們能夠尊重自己，也尊重所有的人，提供自我的主觀，也能客觀肯定他人，具

備既主觀又客觀的修養，那就能集合大家的智慧與努力，完成彼此共同的事業。這樣的

話，不管是家庭也好，團體也好，我們的社會、國家，都會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

更成長。  

 

所以主觀意識並不壞，問題是出在，過於堅持自己的主觀意識，抹煞他人的貢獻或

意見，那就不好了。（聖嚴法師 - 大法鼓 第 071 集） 

 

        法鼓山 LA 共修處的緣起             江果隨 

  
法鼓山是由東初老人創建的農禪寺與中華佛教文化館發展而來的。 位於台北市北投

區的農禪寺創立於 1975 年,以禪修為主,務農維生故名為農禪寺。1978 年聖嚴師父從美國

回台灣繼承東初老人的志業,接任文化館及農禪寺住持,從此開始奔波於美台兩地, 致力於

佛法弘化與禪修推廣。 1990 年 8 月，聖嚴師父在農禪寺宣講「四眾佛子共勉語」，以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法鼓山的方向和目標。 

 

1989 年台灣「關渡平原保護區」方案的公佈,使農禪寺面臨拆遷的問題。 為祈求順

利解決此問題，該年三月的念佛共修會上，聖嚴師父帶領近一千位信眾，共同虔誦二十一

遍大悲咒。  不久之後，聖嚴師父即在金山鄉找到如今法鼓山的這塊土地。而不可思議的

因緣，使原本面臨拆遷的農禪寺，後來卻規劃為台北市史蹟建築，獲得政府的妥善保存。  

在台灣成立法鼓山之前，聖嚴師父已先在美國紐約創辦了「東初禪寺」, 其弘法的十

餘年間，已吸引了基本的中西弟子群，並建立了弘揚佛法的基礎。然而法鼓山成立後，這

些弟子們卻不知該如何幫助遠在台北的法鼓山，來推廣弘法事業。 
 

直到 1990 年，旅居於加州的李秋頻菩薩，積極推動設立海外聯絡處，親自回台北與

法鼓山總部接洽，得到總部的認可， 1992 年終於在加州洛杉磯，成立了在美國的第一個

聯絡處，並開始在美國印刷及流通『法鼓雜誌』。 
 

成立之初，聯絡處最主要的目的及活動，就是募款支援台北法鼓山之建設。但師父

一再強調以募款做為工具，目的是宣揚佛法及推廣法鼓山「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

土」的理念。因此一定要自利利人，一定要讓會員得到佛法的利益，一定要落實關懷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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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為此在美國各地，紛紛組織讀書會。亦由於師父極力推廣禪修， 禪坐會也在各地應

運而生。  
 

LA 分會成立之時，蒙法印寺印海長老的慈悲,每週四晚上提供固定場所，供大家禪

坐共修。 1996 年林博文師兄接替李秋頻師姊做召集人，李寧元師姊及李錦繡師姊任副召

集人。 開始承租了位於 San Gabel 路上的一間辦公室，作為法鼓人活動的固定會所，善

心的房東也以低於市價的房租與法鼓山結緣。 當時台灣法鼓山「禪坐般若會」的副會長

毛靖師兄剛好移民到 L.A.，就義不容辭的加入共修處開設禪訓班，幫忙師父推廣漢傳禪

修精神與方法,與南加大眾結緣至今。 後來陸續增設讀書會、大悲懺、念佛會和佛學講座.  
 

1999 年龔慕信師兄接任為召集人，陳祥炎師兄任副召集人。 2005 年陳祥炎師兄及

王維真師兄分別接任召集人和副召集人。 2006 年初正式名為『法鼓山美國護法會ＬＡ分

會』. 2006 年 12 月由 Ashley 接任召集人。 2007 年 2 月於僑二中心附近承租現址作為

新的分會地點。 4 月彭家彰師姊和張祈崇師兄共同擔任副召集人。 
 

回顧這 15 年來，由於這些盡心盡力的執事菩薩和默默奉獻的義工們，以及南加州護

法居士們的護持及鼓勵，使得法鼓山推動的「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及「心靈環

保」的目標與方向，得以在南加地區開展延續下來。  
 

尤其是今年 2月道場搬家至新址後，急需一筆資金來裝置空調、地板及整修時，共

有約 90 位護法居士及義工陸續捐款幫助完成。 另一次是 7月 15 日為紐約東初禪寺因年

久失修而被迫遷建所舉辦的募款餐會，由於是第一次舉辦，經驗不足，更顯困難。 終於

靠了大家的大悲心起,同心協力解決問題,才得以順利完成當天的活動。實在是感恩之外還

是感恩。 
 

雖然法鼓山在ＬＡ的道場，沒有畫棟雕樑的殿宇,但我們卻擁有推廣漢傳佛教的熱情

及學習菩薩服務奉獻的精神。 也因為您的鼓勵與協助，讓我們更有信心的向前邁進。 在

新的一年裡，讓我們一起跟隨聖嚴師父「許好願,做好事,轉好運」，為「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共盡一份心力！  

 

                           真心有感    菩薩有應                     張錦德  

 

〈感應不神秘    ─    用智慧觀照，一切靠自己〉 
 

感應，在修行的道路上，只是信仰過程中必然的副產品，一切仍需要智慧來分辨與

觀照，正信、正行，加上自己不斷努力才行。 
 

儘管身為 E世代的年輕族群，七年級的劉昱君，每次只要參與法會，聽法師開示佛

法，或是聽莊嚴、安祥的佛教歌曲，眼睛就不自主的掉下眼淚。「我不是一個愛哭的人，

但是我一到那種地方，我會感動掉眼淚」劉昱君說。類似劉昱君這樣現象的人並不少見，

有很多人參與法會，在頌經、念佛、禮拜佛像，或是參加禪坐，在打坐時不自然的流下眼

淚。這樣的現象，有人用科學角度解釋是因受到環境氛圍影響，導致心理感動生理官能；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樣的現象非常不可思議，是當事人冥冥之中，與道場，與法會，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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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菩薩產生感應。感應，一般人都把它視為一個抽象、神秘、不合科學的經驗。因為感

應經驗具有科學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所以有人趨之若鶩，但也有人把它視為迷信，而

忌諱去討論。 
 

〈感應，必須先出於自力的要求〉 
 

其實如果我們脫離神奇與迷信的爭執，從心靈層面來看待感應，將會發現感應不只

是一種抽象、不合科學驗証、邏輯的神秘經驗，而是一種很具體、很個人生命的覺知與關

照。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在欣賞藝術時，當你對藝術品產生感覺，勢必會融入藝術品

所傳達的境界裡，那樣的氛圍是和諧而快樂的。比方說人們在欣賞達文西的畫作「蒙那麗

莎的微笑」，所要感受的並不是達文西的繪畫技巧，或是蒙那麗莎的美麗，而是感受微笑

所帶來的生命中最實在的片刻。 
        

這樣的片刻，並不神秘，但卻也是一種既抽象又具體的個人經驗。感應何嘗不是如

此呢？一般人欣賞藝術，希望與藝術品產生相應，無非是想從藝術品得到啟發。同樣的，

一般人寄託於宗教，也是希望透過宗教找尋慰藉。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在《禪的世界》

這本書裡就指出許多人發生重大而無法解決的問題時，就會像宗教上尋求答案，透過念

佛、誦經、拜懺、持咒等，希望能與佛菩薩感應，化問題及困難於無形。 
      

眾生有所「感」，佛即有所「應」。當人們依願去求，確能如願感應，這必有其感

應的力量存在。只不過佛菩薩的悲願、加被力，雖然永遠顧念著眾生，光照著眾生，但是

如果眾生沒有自力，就是自身方面，沒有集福報及智慧的資糧，甚至沒有真切的信願，即

使佛菩薩的願力無遠弗屆，也無能為力。 
 

「佛教不只要信心外的對方──佛、菩薩（聖僧），也要信自己。如果自己沒有自

信心的話，信對方沒有用，自信信他，才能夠『感應道交』。」聖嚴法師指出感應除了對

三寶產生信心，也要相信自己。由相信自己的自力引發他力的感應，進而加強了自力的力

量。從法師的話，可以知道自力與他力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如此一來「自助而後天助」，

必能在宗教上達到自我安慰感的昇華。 
 

只是令人疑惑的是，感應這麼殊勝，為何社會上仍不斷以負面的價值來判斷？ 

 

〈用正念面對感應〉 
      

問題的探索最終恐怕還是要回到個人的身上。一般人崇敬佛菩薩，想要與佛菩薩感

應，如向菩薩許願，希望菩佛薩佑助，往往是從個人出發，與自身的功利息息相關。這種

為個人利益的祈求，是出於人性、自然，事實上也是無可厚非！然而因利益出發的祈求，

也因利益而容易使人有機可乘。新聞上因神通、感應等靈異現象而引發的詐財、欺騙的新

聞不斷，探討事件的背後，往往受害者也難辭其咎。 
 

甚至有些人因為祈求而沒得到感應、幫助，反而毀詆三寶。就有新聞報導說，樂透

彩?發行一來，有不少神像因為無法滿足人們的願望而流落街頭，成為落難菩薩。透過畫

面傳送，對照過去民眾湧向寺院祈求的情景，此情此景著實讓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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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佛教的立場並不特別強調感應的功用，或者說完全他力，沒有理論的基礎的

宗教感應，並非佛教所特別強調，佛教所認定的他力感應，必須先出於自力的要求。而且

站在佛教的立場，不但相信法界一切有佛菩薩的存在，也承認靈體鬼神的存在，因此如何

去分辨他力的感應，是來自於佛菩薩，或者是來自於山、石、樹、木等靈體鬼神，這恐怕

也是一般人對感應的疑惑。 

 

     面對感應，把心端正起來是很重要。因為佛菩薩本身是沒有私慾的，而人本身會產

生感應多半是與自己的七情六慾有關，也因為有七情六慾，一般人容易被誘導矇蔽，而產

生幻想。過去禪宗在修行的時候就強調要非常清淨的，而有所謂「魔來魔斬，佛來佛斬」

的說法。聖嚴法師指出「任何反應、任何感應都要當成平常現象和幻覺幻境處理，才是最

健康最安全的禪修觀念。」因為一般人，沒有辦法判斷異常經驗是真是假，與其因此患得

患失，乾脆提起正念一律視為是假是幻，是比較妥當正確的。 

 

〈感應無法解釋，也不需解釋〉 

      

感應難以分辨，除了難以分辨，回到問題本身，分辨了、瞭解了又能如何？從事資

訊產業工作的周果強（化名）就曾經有一次在台北縣五股鄉凌雲禪寺做晚課，在不斷專心

禮佛時，本身有鼻竇炎的他竟然聞到一股香味；「那樣的香味比檀香還要香，當時大殿只

有我一個人，當我想尋找香味在哪？很神奇的是，念頭一提起，香味就沒了。」 

類似的經驗，對於熱衷於淨土法門，或是時常在拜佛的信眾而言，並不陌生。也不少人因

好奇開始著手探查香味的來源，或思索香味背後的啟示，但追尋最後答案多半都是無解。

「對我而言，這股香味到底是什麼？好像沒那麼重要，因為之後我感覺身體，心理也沒太

大的變化；所以我把這股香味當作佛菩薩對我的鼓勵與信心，支持我不斷去拜佛、去修

行。」周果強說。的確，感應可以說是佛菩薩對人們的認證，但認證之後，問題依舊存

在，修行仍必須繼續，一切終究還是要回歸到自己本身才行，而這也正是佛教所強調「自

力」的用意。 

 

     印順長老就曾在《教制教典與教學》這本書裡大聲疾呼提到，感應是要用智慧來觀

照與分別，他說：「多少不是佛法的，都搬到佛法裡來了，這不是專重信心，缺乏智慧，

不能分辨邪正好壞的結果嗎？專講信佛、信菩薩、信感應、信神通，久而久之，學佛而增

長愚癡，也就和一般外道差不多了！」由此是看來感應可以帶來信心，但信心也是要與智

慧相輔相成。 

 

一直以來，古代高僧大德在勸人修學佛法時，智慧與信心要雙管齊下；事實上，不

只是佛教，現代醫學也強調智慧與信心並重，認為當一個人左右腦平衡時，腦中就會產生

一種腦內嗎啡（β-endorphin），腦內嗎啡就像嗎啡一樣，讓人有幸福感，可以安定神

經、放鬆身心緊張、增加自信心。其中左腦是掌管思維，是邏輯，而感動、信心則是來自

於右腦，是非邏輯，看不見的。同樣的，一個健全的學佛者，信與智都是必須的。誠如

《大涅槃經》與《大毘婆沙論》所說的：「有信無智，增長愚癡，有智無信，增長邪

見」。在修行的道路上，感應只是信仰過程中必然的副產品，一切仍需要智慧來分辨與觀

照，正信、正行，加上自己不斷努力才行。 (摘自法鼓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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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與出離                     曉亞 
 

佛教裏，「出離」有很多種意涵及解釋，但許多人都把佛教的出離認為是遠離人世，

不食人間煙火，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夢想。其實佛法的每分道理、每個修行法門都是存在於

日常生活當中，是可以具體實行應用的。 

 

聖嚴師父說，出離心，實際上就是默照的默，不受任何誘惑、刺激，有任何狀況及現

象時，不受其困擾及影響。出離，是要從煩惱、是非的陷阱中跳出來，不要再跳進去。 

 

我們在生活中，往往會遇到不順心意的時候，孩子的不認真努力，配偶的不體貼諒

解，上司的嚴苛不近人情，同事的勾心鬥角，人際關係的冷漠疏離，金錢財務的壓力負

擔…，在在都讓我們活得不痛快。甚至可能只是不相熟朋友的一句批評、外面辦事員的些

許刁難，都讓我們耿耿於懷，感到不舒服。這便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執著與期待，當對方

不符合我們的期許時，失望於焉產生，而你也就陷入一個致你於不快樂的痛苦情境。這個

時候，我們就需要出離，從一個你所執著不放的觀點中出離。如果我們能夠從種種執著中

出離，我們將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因為再也沒有任何事物或對象可以激怒你，帶給你煩

惱。 

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完滿及種種缺憾，不可能每件事都順從我們的心意，你有多少執

著，就有多少痛苦。所以要擺脫痛苦與不快樂，最簡易的方法便是，從所有的執著裏出

離。《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所有人生當中的起起落落、離合悲歡、富貴

榮華或是貧賤哀戚，都將轉眼成空，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當生命結束時，一切有為法

都將如夢幻泡影般消逝無蹤。現象的來去，自有其因緣與變化，讓它自來自去，不加以執

著與判斷，才能活得自在愉悅。《菜根譚》裏有句話講得很好：「風過疏竹，風去而竹不

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當境界現

前，有如雁鳥飛過心湖，雁子的倒影雖然映現於水中，然雁是雁，水還是水。當現象消

失，鳥兒離去，一潭湖水依舊清澈無波，平靜如昔。如此，便是出離了。 

回想過往，有許多人事讓我們生氣、痛苦，現在再回頭看看，這種種可能當時讓我們

傷心自憐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卻再也不重要了，我們能夠以客觀的心態坦然處之，這表

示我們已經從這裏出離了。用這種觀念與方法，來處理面對現在生活當中的問題，將自己

置放於未來兩年、五年、十年的時空中，這些問題是否還同樣重要，是否還會如此在乎、

忿怒、不甘心？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能幫助我們從現下的情境中脫困。 

 

我們不該陷身於被那麼多的煩惱、那麼多的人與事所指揮擺佈中，將自己的快樂建立

依靠在外在脆弱無常的現象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沒有執著，沒有不切實際的期

待，沒有事事追求完美的心態，才能以智慧平靜的心好好過每一天的日子。 

所有的執著都是來自於「我」，《利器之輪》中，法護菩薩闡述，「凡事都如鏡中影

像，我們卻想像它們是無比真實；凡事都如山上雲霧，我們卻想像它們是堅固實在。」因

為渺小的我們，往往將外在的事物，拉到以自我為中心的水平中觀察、判斷，以我們的價

值觀衡量評斷所有的東西，在自我操縱下，我們遂被種種狹隘自私的觀點所奴役而不自

知。聖嚴師父所教授的默照禪，便是對出離心很好的修行與練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身處

的環境與變化，但是不跟隨其起舞。也不要試圖依自我觀點想改變他人，創造完美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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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因為那是徒勞無功的，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本心，不受外在所牽絆、迷惑。如《六祖壇

經》所云：「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要將心從所有虛幻執著中出離，才能獲致身心的

自在與安樂。 
 

 

“觀 照”和 “出 離 心”            性儀法師 

 

出離心是指出離煩惱的心，不會愛著、執取一切的身受心法和人事物。 

但如何能夠不會愛著、執取一切的身受心法和人事物? 

那就要能夠看清楚真象。但真象又是如何呢? 

那就是一切的身受心法和世間的人事物是因緣和合而產生的現象和組合， 

會因時間、空間的轉變而變化乃至消失， 

 

如果無法認知、觀照、體認到一切是由因緣而組合成的，  

一切是會變化的、會壞的、會過去的、會失去的， 

那就會對一切的現象和感受強烈愛著不捨，產生執取心 

無論是高興的或痛苦的，都當作是真的， 

心情隨著起伏不定，身心團團轉，當然就心緒不寧，煩惱不斷，痛苦不堪了。 

 

那要如何才能夠看清楚真象呢?  

在每個念頭起動時，都要非常注意是否強烈的以自我為中心，喜歡愛著快樂的感受。此

外，誦經、禮懺、禪修、念佛、布施、持戒、行善等等，都可增長福德、智慧。再加上努

力清淨身、口、意三業，消除障礙，增長戒定慧的力量。 

 

不斷地聽經聞法和修持一個特定法門，就是為了要透過止的定力和觀的覺照力，穩定身

心，透視和照見身心和世間的真實相—不是真的，只是因緣假和合的，那也就會自然而然

的不會強烈的愛著、執取種種現象和感受，因此很容易就讓境過心無痕，那當下就是清涼

自在的境地! 

 
 

      願意嚐試改變的勇氣                   曹志揚 

 
感恩淑良的用心，讓我們有機會欣賞勵志電影【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原名是

《和平戰士》（Peaceful Warrior）。「和平」與「戰士」似乎是矛盾的兩個詞，看過影

片之後才了解，其實每個人最大的戰鬥對象是自己的內心。唯有丟掉腦中多餘的垃圾, 付

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淨化自己, 面對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人與事的考驗，往往要等到付出了苦痛的代價以後，才發

現自己要有願意嚐試改變的勇氣，才有可能解決問題。如同男主角 Dan 是個自以為是的

體操選手, 他好強傲慢的習氣，在車禍摔斷腿後, 心灰意冷的站在校園的高塔上, 掙扎猶

豫的他, 最後選擇的不是自殺, 而是徹徹底底捨棄那個“舊我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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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蘇老人的深度用心，讓 Dan 了解到人是有選擇的權利。當他們遇到強盜，蘇老

人選擇歡喜的捨，他不僅平心靜氣的配合強匪給了錢包, 還主動給手錶, 甚至外套.  讓

Dan 看到 ”不只這樣” 的無限能力。另外一幕場景，蘇老人帶 Dan 去尋找一顆特殊的石

頭，結果當他們爬了好長的一段山路來到山頂時，心情愉快的 Dan, 忽然想起他們的目的, 

便問蘇老人：「石頭到底在哪？」蘇老人指著地下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就在你的腳

下」，原本以為被開玩笑而氣極敗壞的丹, 忽然領悟到，旅程所帶來的是快樂，竟不是目

的地。其實人生許多事都沒有終點，而是過程，每一刻的活在當下，便是突破逆境的原動

力。而且人生的旅程，每一站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帶給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幸福。Dan 靜下心

後，開始看見完美假相背後的自己，原來面對自己的不完美，才能促使他面對真實環境和

接受自己，進而征服自己的個性與習氣。  

 

於是 Dan 開始鼓起勇氣嚐試改變, 他慚愧地向昔日隊友道歉。想想凡夫如我，做錯

能否接受(這樣不完美的自己)；還是怕錯(太在乎別人眼中的自己)；是否做到認錯(捨棄

心中的包袱)，讓自己有全新的開始？ 難行能行，即是超凡入聖的起點。若是不改不做，

只會在心中累積壓力，因為知道的多，做到的少，所以越來越難。可以深深認同當 Dan 道

歉後，他那會心的微笑：體驗到放過舊有的自己，到達心境合一的喜悅。 

 

Dan 有一個體能教練，一個生命老師。教練給的是外在的訓練(現象解) 。Dan 的過去

得過無數的獎狀獎杯，但這些有形外在的成就卻帶給他的無比的壓力及空虛感. 直到他遇

到生命的老師蘇老人，幫助他覺察了他自己的內心，了解為何要替他人著想, 是快樂的泉

源，並鼓勵他勇敢嚐試修正改善自己(根本解) 。這是把苦難轉為智慧的行動。藉由認

錯，盡力修正，不計較，提的起放的下，無得失心。真真實實地活在當下. 不再是為了生

活中的 “擁有”。唯有 “享有” 生命中，一次次當下的經歷，珍惜而不執著，為他人

著想, 服務人群 (無我) ，才能真正享有快樂 。如同蘇一開始的問題，「你快樂嗎？」 

 

環保自然葬 - 新時代的殯葬思惟 

 

一向注重環保的法鼓山，近來倡導世人以新的「自然葬」觀念，來處理人生最後的這樁大

事。不只是讓我們不執著於自己的色身，又可以取代過去傳統鋪張浪費、耗時費力的喪葬

方式，還可以留給後代子孫及大地眾生一個更乾淨、美好的世界。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臺灣首創的植存園區「金山環保生命園區」於法鼓山正式啟用，落實「節葬、簡葬、潔

葬」的目標，不分宗教信仰的開放給大眾使用。 
 
不執著，就是給大地最好的禮物                                  林鍾妏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 晚清．龔自珍 

 

     當生命的花朵已然綻放後，面對枯萎凋謝的剎那，你是否曾經思考過自己生命的落

幕方式？面對人生的最後一個選擇，若能以利益眾生的慈悲心畫下句點，將使自己的生命

價值更為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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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常說：「人的價值，在於奉獻。」無論人生走到了哪一階段，都不要喪失

奉獻自己、利益眾生的慈悲心，甚至走到死亡的階段，若能秉持這樣的信念坦然面對，自

然不會有恐懼產生。奉獻的願心，落實到人生的死亡大事，值得讓我們思考的是，該怎麼

做對這個世界才是好的、對自然環境是有益的。 
 

『樹葬』 — 在公墓內將骨灰藏納於土中，再植花樹於上，或在樹木根部周圍埋藏骨灰

的安葬方式。這種安葬方式不僅保留了傳統文化「入土為安」的精神，也兼具環保概念，

讓人體回歸自然，隨土地生態循環再利用。 

 

在台灣，實際執行方式首先必須由委託人（親友）向政府殯葬單位申請通過，受葬

者火化後，骨灰必須經過嚴格的「再研磨」過程，使之可溶解在泥土裡。研磨後的骨灰必

須裝入易於分解的「環保骨灰罐」中，在政府指定的墓地範圍，由管理員陪同進行穴位挖

掘，埋藏覆蓋後即告圓滿。施行樹葬費用只需一至二萬，過程中所耗費的人力、時間也相

對精簡許多，更重要的是達到「愛護環境」的心意，減少大地的負擔。 

 

『骨灰拋灑或植存』— 即一般所謂的「海葬」和「灑葬」。「海葬」指在政府畫定的

海域內進行骨灰拋灑；「灑葬」則是指在一般公園、綠地、森林等適當場所，由政府畫定

一定區域，於其上進行骨灰拋灑或植存。 (摘自法鼓山電子報) 

 
* 2 月 10 日 - 12 日來自法鼓山為 LA 分會新春祈福及演講的兩位法師簡介: 
 

〔果光法師〕 
 

現任：2006-至今  法鼓山行政中心副都監、慈善基金會秘書長 

      2005-至今  法鼓山經營規劃處監院 

歷任：2000-2005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第二副院長及僧團教育院監 

          1998-2000 法鼓山文教禪修體系創辦人機要秘書 

      1997-1998 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會、輔導法師 

      1993-1998 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主編、輔導法師 

經歷：1995 年依止法鼓山聖嚴法師出家 

      1991 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 

 

〔常華法師〕 
 

現任：2006-至今 法鼓山經營規劃處-策略規劃小組 

歷任：2005-2006 法鼓山僧團弘化院-營運推廣組 

經歷：2004 年依止法鼓山聖嚴法師出家 

      2003-2005 法鼓山僧伽大學-出家體驗暨僧才養成班 

      1997-2001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博士後研究 

      1992-1997 美國北卡教堂山大學 UNC-Chapel Hill生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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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分享內容簡介】 
 

「自家寶藏─如來藏經」 

聖嚴師父說：「印度的大乘三系、中國的大乘諸宗，我都有涉略，......。其中我自己受

用最多的，弘化最好用的、也最能被大眾接受的，還是如來藏的信仰。」 如來藏思想所

闡述眾生皆有佛性的觀念，能使人願意接受一切眾生都是現前菩薩、未來佛，進而願意尊

敬、尊重每一個人，而且能將順逆的兩種因緣，都看作是菩薩的現身說法，幫助自己改變

對人生的態度。法師將分享如來藏思想的核心，及如來藏經的宗旨。全經以九種譬喻，說

明眾生皆有佛性如來之藏，此次分享將以第一萎花有佛喻為主. 

 

「圓覺12問」  
圓覺經是佛陀回應12位菩薩所提出的問題為人們開示如何透過種種方便, 證悟此圓覺自性. 

隨著菩薩與佛陀的一問一答, 透過法師的引介, 可以讓我們彷彿參與一場圓滿證悟的盛宴. 
  

「誰惹我生氣？─禪修與情緒管理」 

生氣，自古以來一直是最難克服的情緒之一。小至幼稚園的操場，大至國際舞台，因為這

種破壞性情緒而造成的損失難以估計。然而，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具深刻修為的人，縱使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依然能保有一顆平靜祥和的心，不受憤怒情緒的左右。 情緒變化

是每個人所面臨的情況，到底是誰惹我生氣？到底是誰在掌控我的心情？我應該如何才能

保有穩定的情緒及寧靜的心境？ 
 

【禪修課程簡介】 
 

「禪修指引」 
 

對禪好奇, 感興趣, 卻不知從哪入門嗎？針對沒有學過禪修的朋友, 法鼓山特別規劃了

「禪修指引」的課程, 讓您利用兩個週末下午, 對禪修的觀念和方法有初步的認識與瞭解.  

 

「八式動禪 」  
 

為了讓緊張忙碌的現代人, 能夠簡便地享受禪法的奧妙, 法鼓山聖嚴法師依據多年的實修

體驗, 將禪修心法融入運動中, 發展出「法鼓八式動禪」. 法鼓八式動禪除了具有健身的

效果外, 還能調心, 幫助人們將散亂心轉為專心, 並進而達到身心合一。勤加練習後, 可

應用在生活中, 時時放鬆, 放下身心.  法鼓八式動禪不分男女老幼，不論健康或患病, 

任何人皆可。 

 

「初級禪訓班」  
 

探究自我, 認識自我的第一步 完整, 漸次地教授健康, 安全, 實用的禪修基礎觀念及方

法.讓您學會如何用禪修的方法來認識自我, 觀照自我,進而改變, 提昇自己的生命品質, 

輕鬆享受自在人生. 課程內容為聖嚴師父親自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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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 2 ⺝ 活動表 

M T W Th F Sat Sun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2 3 4 5 6   成佛之道 10:00 am-12 pm 

                誦戒暨念佛會 1:30-3:30 pm 

                    華人工商展會議  3:30-4:30 pm  (一) 

7 8 9 10 11 12 13  大悲懺 10:00 am-12 pm 

      禪坐共修         禪修與導讀 -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7 - 9:30 pm                  1:30-4:30 pm 

                     華人工商展會議  3:30-4:30 pm (二) 

14 15 16 17 18 19 20 

      禪坐共修   華人工商大展 華人工商大展 

        7 - 9:30 pm       

21 22 23 24 25 26 27 

      禪坐共修   禪修指引 2-1 一日禪   9:00 am–5:00 pm 

       7 - 9:30 pm   1:30 - 4:30 pm   

28 29 30 31 2222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2 3 

      禪坐共修   禪修指引 2-2 成佛之道  10:00 am-12 pm 

       7 - 9:30 pm   1:30 - 4:30 pm  誦戒暨念佛會 1:30-3:30 pm 

4 5 6 7 8 9 10 

          大年初三 果光法師 /常華法師 :  

            佛法分享- 自家寶藏 1:30 - 5:30 pm 

            悅眾新春聯誼    5:30 - 8:00 pm   

11 12 13 14 15 16 17 

 佛法開示 -        果謙法師主講 果謙法師主持 :   

 圓覺 12 問      "誰惹我生氣-禪修與情緒管理"       大悲懺  10:00 am-12 pm 

7:00-9:00pm        1:30 - 4:30 pm       悅眾甘露門  2:00-5:00 pm 

18 19 20 21 22 23 24 

      禪坐共修             半日禪 9 am-12 pm 

        7 - 9:30 pm     電影心賞 2:00 - 5:00 pm    

25 26 27 28 29 3333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2 

      禪坐共修   禪坐共修 9:30am - 12:00pm 成佛之道  10:00 am-12 pm 

        7 - 9:30 pm   初級禪訓班 4 之 1 1:30-4:30pm 誦戒暨念佛會 1:30-3:30 pm 

3 4 5 6 7 8 9    禪一   9:30am – 5:00pm 

      禪坐共修   禪坐共修 9:30am - 12:00pm   "Mary & Joseph Retreat Center" -  

        7 - 9:30 pm   初級禪訓班 4 之 2 1:30-4:30pm   Rancho Palos Ver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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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聽佛法點心燈】 
 

日期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2/10（日） 午 1:30-5:30 自家寶藏- 如來藏經 

2/11 (一) 晚 7- 9 圓覺 12 問 (上) 

2/12 (ニ) 晚 7- 9 圓覺 12 問 (下) 

果光法師  

常華法師 

2/16（六） 午 1:30-4:30 誰惹我生氣─禪修與情緒管理 

2/17 (日） 早 10-12 大悲懺法會 

果謙法師 

 

【禪修活動預告】 
 

禪修指引與  

八式動禪 

1/26, 2/2  

兩個星期六 

下午 1:30-4:30 需事先電話或

email 報名 

初級禪訓班 

 

3/1, 8, 15, 22  

四個星期六 

下午 1:30-4:30 需事先電話或

email 報名 

禪坐共修 

 

每週四 

每週六（3月起增設） 

晚上 7-9:30 

早上 9:30-12 

2/7, 2/14 

暫停 

禪一或半日禪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1/27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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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bala.org 或 www.ddm.org 閱讀“ 法鼓雜誌”與“南加州法鼓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