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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聖聖    嚴嚴嚴嚴    師師師師    父父父父    開開開開    示示示示】    
 

慈悲是為了保護自己 

慈悲，可以幫助我們破除執著、抗拒誘惑。但是在這個弱
肉強食的社會上，雖然自己對別人處處慈悲，別人未必會以慈
悲回饋自己。因此，面對名利、財色的爭奪時，難免擔心自己
會吃虧。 

     對別人慈悲，從眼前來看好像吃虧了，但如果把範圍放大
來看，就會發現非但不吃虧，而且最終對自己或他人都是有益
的。例如過獨木橋時，如果兩個人在橋上互不相讓，最後的結
局就是兩敗俱傷。就像俗話所說：「兩虎相鬥，非死即傷」，
到了這個地步，沒有一個人能佔便宜。如果我們能夠對別人慈
悲，讓一條路給別人先走，自己一時之間好像吃虧了，但是至
少彼此的性命還在，毫髮未傷。  
 
     因此，當我們遇到非常強硬的對手，雙方僵持不下時，知
道再爭下去一定是兩敗俱傷，還是盡早把成敗得失放下吧！所
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慈悲不但能利益別人，還能
保護自己。當別人因為自己的退讓而成功了，此時自己看起來
似乎懦弱、 無能，是個失敗者，但這其實保護了自己生命的
安全，也是為了保全實力，使自己不受重大的傷害。 
 
     現代人最割捨不下的不外乎感情問題，自己不斷地付出，
卻又收不回來時，就會感到十分不甘心、不情願。其實，寶貴
的人生經驗都是從吃虧、挫拆、失敗之中得來的，如果已經為
對方付出很多還是失戀了，卻仍一心想再把對方追回來，這等
於是緣木求魚。就像賭輸的人心中不服氣，老是想翻本，錢輸
光了就想辦法再借，借了再賭、賭了又輸、輸了再借，就這樣
愈陷愈深而無法自拔，這種行為實在很愚蠢。 

人生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如果自己不是別人的對手，已
經全盤皆輸，不可能挽回局面時，就不要再陷下去了。此時應
該趕快撤退，就算輸掉了也無所謂，只要能以此為戒、學到經
驗就夠了，這就是對自己慈悲。 

面對別人的慈悲，雖然有些人會感謝，但大部分的人會認 
為這是他比你強的緣故，所以你得不到是你活該，而他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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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得的，並不需要感謝他人。遇到這種情形時，不需要把它當成奇恥大辱，也不用覺得
自卑，因為慈悲主要還是從自我保護的⻆度來考量。 
 

不過，中國人說「當仁不讓」，當你不斷地慈悲別人以後，對方反而得寸進尺地去傷
害他人，那就不能繼續再讓了。當然，在爭取權益之前，必須先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如
果有所把握，就要勇往直前、力爭到底，否則對方會傷害更多人。 
 
      對人慈悲，就是讓別人有路走，而整個世界是個生命共同體，讓別人過得快樂、自
由、有希望，最終一定也會利益自己。所以，慈悲不僅能利益別人，事實上，也是為了保
護自己。如果我們能常常生起慈悲心，對所有人都會有幫助的。 

摘自法鼓文化出版〈 真正的快樂 〉 
 
 

【世界日報書展】的兩場演講內容報導 :                          林果開                   
 

「快樂人生」- 常悟法師主講         
 
 在四⺝十三日「世界日報書展」的會場, 經由知名作家王曉亞師姊的熱心安排, 法
鼓山 LA 分會設有叢書攤位, 亦藉機請來自紐約的常悟法師為大眾演講「快樂自己決定―
由佛法闡述如何安頓身心、自在過日子的方法」. 
 
 一開始法師就問大家“什麼事會讓你不快樂?”回答者的答案皆與健康、工作、金
錢、人際關係等方面的不如意而引起的煩惱有關. 法師再問“如何去處理不快樂的因素? 
如何去改變? 若不能改變,又如何處理?”大家啞然未答. 
 
 法師又問“如何使你快樂?”有人答“樂觀的想法”就契合了法師接下來所講的
「心是決定快樂的因素」. 人們看到同一現象時會有不同的解讀,樂觀的想法會有正面的解
讀而快樂. 人們的情緒往往會受到環境的影響, 大環境如久旱逢甘雨時會欣喜, 小環境如家
庭不和睦時會傷感. 物質及感官上的滿足快樂並不持久亦不是真正的快樂, 當你吃下三加
侖的冰淇淋後, 就不再吃得快樂了. 許多負面的情緒是來自內心的矛盾衝突, 對人、對已、
對現象的不滿, 如“為什麼我出身貧寒?”“為什麼我這麼不能幹?”“為什麼我努力工作,
加薪卻比別人少?”而埋怨失望沮喪, 失去對事務的興趣, 使得心目中的世界灰暗化而變得
不美、不再充滿希望. 會看低自己,以至於本來能做到百分之九十的,卻只做到了百分之五十. 
 

“如何去化解負面的想法及情緒呢？”可從兩方面來看. 

1) 世間的現象 – 以佛法來看,可歸納為兩種. 
「「「「因果因果因果因果」」」」:  
若是我們仔細想想蘋果是從何而來的? 就會發現能吃到它是不容易的. 蘋果的種子種入土
中後,若是土壤的水份、濕度、養分足夠, 還有充足的陽光, 又未遭受天災蟲害, 才會滋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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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過採收、清洗、包裝、運銷至市場, 去買了才吃得到. 由於種下種子的“因” 
而得果實的“果”. 
「「「「因緣法則因緣法則因緣法則因緣法則」」」」:  
自“因” 至“果”之間的過程是有時間性及“緣” 的成分. 果實成長所需的空氣、水、
陽光、無天災蟲害皆是其緣分. 明白了世事皆有其原因, 產生何種緣, 才形成所遇到的結果. 
我們若去明白自己曾經造作的前因, 而導至今日的後果, 即可減少忿忿不平的心, 而較為容
易去接受目前的情況. 如果今日飛黃騰達, 是由於自己昔日的努力及好的際遇, 而得以享受
此福報. 然而有如銀行的存款, 若不繼續努力或是未來時運不佳, 存款有用光的一日, 福報
也有享盡的一日. 因此不必大喜. 反而言之, 面臨逆境時, 亦不必太沮喪.  知道前因後果, 及
世事無常的法則, 努力去種善因, 就會吸引善緣, 而能提早改善逆境, 扭轉惡運.  
 
2) 向內看 – 看自己   
“大家對自己是否了解?” “怎樣才能了解自己的情緒、優點、缺點?”  
法師將自己的心得、方法與大家分享如下. 
「「「「情緒情緒情緒情緒」」」」: 有時會以為自己沒有什麼情緒, 卻發現許多情緒其實是被壓抑下來的. 想要了解
自己的情緒, 就要去分析自己在什麼情況下, 會產生什麼種情緒反應? 例如: 什麼情況會使
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 不想聽哪些話? 感到不被尊重? 忿忿不平?生氣激動? 感到自卑? 
自怨自艾? 驕傲? 得意忘形? 無可奈何? 
「「「「優點與缺點優點與缺點優點與缺點優點與缺點」」」」:我們往往不願去看自己的缺點, 不願去面對不滿意自己的地方. 就像打掃
家裡, 將灰塵掃至⻆落而不倒掉, 久而久之就忘記其存在.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自己, 就得正
視自己的缺點, 接納一個有缺陷的自己, 包容自己的缺點. 不必去嚴厲批判自己, 卻要朝改
進自己的目標前進, 只要每天都有進步、做得更好,就是正向的改變與成長, 並且常常練習
欣賞自己的優點及努力, 就會過得更快樂. 
 

“如何來提昇我們快樂的成分?” 
在面對世事時, 學習做正面的思考: 世事不可能全是壞的,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何不放開心
胸, 睜大眼睛去看、去欣賞好的一面, 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豁然開朗. 樂觀的想法會帶給
我們不同的人生, 提昇我們快樂的成份, 連帶著我們的身體也會感受到喜悅的能量. 
 

 “如何來保持平和的心情?”  
當我們心平靜時, 正面思考的能力會加強, 而較不容易為環境、情況左右心情. 
可透過禪修的兩種方式, 來訓練我們的心保持平和. 例如當自己感到體內一股熱氣向上冒,
血壓升高而怒氣快要爆發時, 平日若有禪修的訓練, 就會察覺此過程, 而理智的暫緩一下怒
氣, 不說出或做出傷害別人的話或行為. 
1) 止: 平息心中胡思亂想的妄念, 使心情不波動. 
2) 觀: 觀照自己心中的狀況、情緒的波動,並察覺到四周的環境. 
「方法」有一般常用的數息法、念佛(佛號)法, 及較高階的默照法. 
 

“快樂過生活的禪修方法是什麼?” 
法師教給我們四個方法, 包括了四字法寶 —“放鬆、微笑” 
1) 放鬆身心–襌坐開始前, 先自頭至腳的放鬆全身每個部位, 並且放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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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笑–是方便法. 微笑會使人自然放鬆, 使頭腦分泌讓人快樂的化學物, 而降低負面的
情緒. 每天早上刷完牙照鏡子時就開始微笑, 在生活中記得常面帶微笑, 練習久了,即使
面對不喜歡的人或事時, 亦自然會如此. 

3) 廣結善緣–會使善的因緣聚集而來, 轉掉惡緣. 
「佈施法」: 不只是物質或金錢的施捨, 也可以用愛心的言語佈施, 包括了衷心的讚

美、鼓勵的話、溫柔關懷的話等等. 
        「慈悲觀」: 以沒有期盼、要求、條件的慈悲心, 去關懷周圍的人, 甚至於不喜歡的人,

在無形中也會結善緣. 
4) 活在當下,享受人生 – 吃飯時好好的看菜色、聞菜香、品味的吃,腦中不想東想西, 如

此類推, 每一分鐘專注、全心全意的做好在做的事, 並且享受每個當下. 
 

希望大家都能不忘時常練習微笑、放鬆身心、把握當下、專注所做的事, 就會生活得輕鬆
又快樂. 
 

「禪修入門指引」- 毛靖居士主講 
 

 在四⺝十四日「世界日報書展」的會場, 王曉亞師姊言簡意賅的介紹後, 法鼓山的
資深禪坐指導老師-毛靖師兄, 展開了「樂活人生的開始-禪修入門指引」的演講與示範. 
 

 隨著工業革命及科學的進步, 為人類生活帶來了方便, 亦帶來了更多的煩惱. 改變了
人們的價值觀, 講求速度事事求快, 大人小孩皆產生了心理壓力的文明病. 亦會錯誤的認為
人定勝天, 而產生違反自然的理念. 自我觀念太強, 使得人際關係不融洽. 聖嚴法師看到這
些使得人心浮動、煩惱不安的現象,於是學習研究出一套簡易、不講玄奧神通、對身心平
衡有益的禪修方法技巧, 來幫助人們改變觀念、少計較、放輕鬆, 心就會平靜安定下來. 此
外還配合了打坐前的暖身運動「八式動禪」,以及打坐完舒活筋⻣的的全身按摩.  
 

「禪修的主要功用」是增加覺照的能力, 改善對人對事的觀念看法, 增加智慧.  

禪修的方法包括了「坐禪」與「動禪」,動禪有「經行」及「八式動禪」. 
 

打坐(坐禪)、放鬆、觀呼吸等方法可使我們的心平靜下來. 心不安定往往是不會放
鬆的緣故. 放鬆的技巧,首要是放鬆眼球, 當想事情、看東西、緊張時, 我們的眼球都會用力,
好像是眼珠要伸出去抓東西進來似的. 眼睛應該像一面鏡子, 只是自然的反映外物景像. 放
鬆頭腦,少想無關緊要之事, 少自尋煩惱, 才不會因緊張而產生心理或消化系統的毛病.放鬆
小腹, 會使頭腦不緊張. 嘴⻆上揚微笑有助於放鬆臉部肌肉, 亦會產生愉悅的情緒. 

 
大家在毛師兄的指導下, 練習禪坐靜心. 只以臀部坐在椅子的前半部, 背部不靠椅背

如此不會壓迫到脊椎,雙腳平放在地上, 雙手輕放在大腿上, 雙眼微閉, 來練習放鬆.「放鬆的
順序」是放鬆頭皮, 放鬆額頭, 放鬆眉頭, 放鬆眼球, 微笑放鬆面部肌肉, 放鬆嘴, 放鬆下巴,
放鬆脖子, 放鬆肩膀, 放鬆上手臂, 放鬆手肘, 放鬆小手臂, 放鬆手腕, 放鬆手掌, 放鬆大姆指,
放鬆食指, 放鬆中指, 放鬆無明指, 放鬆小姆指, 放鬆前胸的各區塊, 放鬆後背的各區塊, 放
鬆小腹(頭腦也就會自然放鬆), 放鬆臀部肌肉, 放鬆大腿, 放鬆小腿, 放鬆腳掌, 全身就都放
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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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蒲團高度約三至四吋, 坐時只坐三分之一至一半的部位. 以大毛巾或毯子蓋住膝蓋,因為
打坐會發熱而毛孔張開, 若受到風寒, 很不容易好. 

•吃完飯不要馬上打坐,至少等半小時以上才打坐. 
•打坐完, 不要馬上喝水, 因為打坐會調整體內的平衡, 馬上喝水會改變平衡, 最好等五至

十分鐘後再喝溫開水及上廁所. 
•打坐對健康有益,但有病時仍該去看醫生. 
•在忙碌的生活中, 自己要找時間打坐. 最好是養成每天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坐的習慣.

早點睡覺, 起得早, 才有時間打坐. 初學者, 可以每天坐二十分鐘至一小時. 毛師兄的習慣
是, 起床後喝杯水, 先做一套八式動禪的暖身運動, 使得睡了一夜而變得較僵硬的四肢舒
展活絡起來, 再去打坐一個半至二小時. 

 

在示範「七支坐法」時, 毛師兄一面講解重點:   

1. 重要的是腰桿挺直, 因為每節脊椎⻣有血管神經, 挺直了才會通暢. 否則有障礙不通暢
就會引起病痛. 

2. 雙盤是功效最大最快最穩而持久的坐法, 單盤會使脊椎不平衝, 散盤時若能如瑜伽坐法
將雙腿拉入則較穩而效用如雙盤.但是不要勉強用力拉開腿來雙盤, 會受傷的. 初學打坐,
盤腿並不是那麼重要, 也可以坐椅子. 儘量以最舒服的姿勢來坐, 坐得穩才坐得久. 

3. 坐時雙肩自然下垂, 放輕鬆不要用力. 
4. 頭頂與天平行, 頸椎自然會直. 下巴向內微收. 
5. 眼睛下垂微張, 閉八分開二分, 視而不見眼前物. 
6. 嘴牙合攏, 舌尖輕舐上門牙後的上顎, 若有口水緩緩嚥下, 
7. 為了凝聚氣, 雙手結定印,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左手中指放在右手掌心, 雙手姆指相觸

結成圓圈, 輕輕平放於丹田下的骻部腿上. 
 

「體驗呼吸」:  

打坐時輕鬆自然的呼吸, 將意念放在呼吸的進出上, 清楚感受到吸入時氣較涼, 呼出時氣較
暖. 將每一口氣皆當做是新的一口氣, 不同於前一口氣, 是新鮮的. 也可以當做是最後的一
口氣, 就會去專注於每個當下的那一口氣, 去體會它、享受它.有妄念時不管它, 回到體驗呼
吸上. 
 

「打坐完的按摩方法」: 

打坐完睜開眼後,頭先左右轉動幾下. 雙手互搓,搓熱手掌, 輕蓋住雙眼, 以掌心熱氣助眼部血
液循環. 搓熱手掌, 由中向外按摩臉部. 以中指上下來回搓鼻樑兩側, 有助於治療鼻子敏感.
上下按摩揉揉雙耳, 拉拉耳垂, 會如腳底按摩一般的反射至內臟. 搓熱手掌, 按摩頭皮、脖
子、雙肩、手臂、胸、背、腹、腰、雙腿、腳底. 
 

「經行」: 在走路時, 置心一處, 保持心無雜念的走. 只是專注而清楚的知道每個腳步提

起、移動、踏下等動作步驟, 以及踏下去時腳底的感受、大腿及小腿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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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式動禪」: 大家跟隨著毛師兄做, 也學到以下的要點. 

•八式可分開來做.記住要用禪修的觀念 – 練習放鬆(做點、線、面的放鬆), 做每個動作
時都不用力. 動作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心中清楚知道每一個動作.  

•「頸部運動」後仰時要閉口、張開眼以免暈眩.「擎天觸地」的向前下彎觸地時, 要一節
一節的脊椎⻣慢慢伸展下彎.「甩手屈膝」能使氣下沈至腳底(腦用多了會使氣上升至頭
部), 亦可預防五十肩.「左右伸展」膝蓋不要超過腳尖才不會受傷, 頸、臉、手臂皆放鬆,
雙臂如掛在竹竿上. 

 

「打坐的功用」: 促進血液循環而發熱, 調節內分泌而使身體健康. 長期打坐下來, 可紓

解心理上的壓力, 使心情平和愉快.睡眠時間自然減少. 還可治療關節炎、胃或十二指腸潰
瘍、高血壓、失眠等症狀. 
 
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要記得隨時運用禪修的觀念」, 練習放鬆, 練習專注當下, 練習
深入的觀察自己的心念及外在的環境、人事、現象,培養覺照的能力, 並能改變自己的想法
觀念. 毛師兄在法鼓山教導的「初級禪訓班」, 每期上課四次,每次三小時, 屆時可做詳細的
講解. 歡迎大家來參加法鼓山免費提供的禪訓班. 
* 5 ⺝ 31 日開始有連續四個星期六的禪訓班. 平常每週四晚上及週六早上還有禪坐共修. 

 
                             舒活山水禪                         施常敬 

                                       
四⺝十六日的太陽不是那種從寒冬中剛透出嬌羞小臉的溫暖, 而是在清晨六、七點就

已大辣辣高掛天空,如熾暑般的酷熱. 入春以來, 尚未將棉被塞進衣櫥, 便已迫不及待的想打
開冷氣, 來吹去滿屋的熱氣.這九十幾度的高溫,使我對當天在”鄉巴佬公園”的山水禪有點
提不起勁, 然而, 一想到常悟法師特別抽空由紐約過來, 帶領大家在大自然中體驗不同於坐
禪的山水禪時, 不得不打包簡單的行囊上路了.  
 
       到了集合地點, 看到四十多位老老小小的師兄師姐們已在等候時, 原本懶散的我受到
眾人精進禪修精神的感染, 而頓時活力充沛.常悟法師在開示時特別強調, 山水禪不同於平
常嘻鬧的登山活動, 為了讓大家在登山的過程中, 不被旁人或自心所影響, 而能輕鬆專注的
享受所跨出的每一步及身體的感受, 禁語是必需的, 不僅不能興人交談,也不能與自心對話.
惟有摒除心中的雜念, 才能真正的體會到山水禪所帶來的效益. 在法師的引領之下, 大夥先
放鬆全身的肌肉, 並整理好心情, 將所有煩人的大事小事通通拋諸腦後, 開始一步步的邁向
山頭, 去體驗內心的清靜. 
 

慢步在公園的登山步道上,路邊不知名的小黃花隨風搖曳, 好似在頻頻對我招手微笑, 
來擾亂我專心不二的禪修功夫, 使得我心隨之起舞, 而停下腳步來欣賞起風景. 不一會兒,想
起法師的叮囑, 趕緊收心, 全身再放鬆一次, 回到方法上, 慢慢一步步的前進. 然而, 在美麗
的大自然中, 要我專心不隨境而心轉, 真是難如登天呀. 到了半山腰, 法師教我們將注意力
放在腳掌上, 去體會腳底的感覺, 例如踩到石頭時的感覺, 踩在泥土路的感覺, 體會每一步
帶來的感覺. 法師告訴我們不要去想已走了多久, 也不要想還有多遠才能到達山頭. 只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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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這一步, 這一步踩下去的體會與感受, 才是我們這次山水禪的精神. 剩下的路程, 我認
真而專注的去走, 頭頂上的艷陽及陡峭的步道都不再擾亂我的心. 

 
到了山頂,坐在大樹蔭下, 陣陣涼風迎面而來, 分享著師兄師姐們親手做的杏孢菇三明

治及水果, 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以前也曾和我同修來爬過此山幾趟, 但從未有這種通體舒
暢的感覺, 以及心無旁騖的舒活, 所有的公事家事在瞬間都一掃而空了. 午餐後, 法師讓大
家靜坐休息片刻, 舒緩適才爬山的疲憊, 我就乘機貪婪的俯瞰著山下的景物, 及眺望著對面
山頭的風景, 剎時有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之感. 
 

下山的路又寬又大,頓時太過於輕鬆自在,而忘了法師先前的交代, 走時要練習專心不二
的禪修方法, 沒有注意到腳下凹凸不平的山路, 而扭傷了腳踝. 幸好張繼強師兄急救處理的
經驗豐富, 也帶全了所有的急救物品, 在稍微包裹之後,我還能撐著二根登山手杖的慢步到
山腳下, 難得的山水禪活動讓我不捨先行離去, 在胡淑萍師姐幫忙冰敷後, 我還可以和大家
一起參與後續的活動. 看著大家躺在草地上, 享受著與大地同臥的感覺. 頗為後悔由於自己
沒有認真的運用法師所教的禪修方法, 而成了唯一的一名傷患. 

 
接著法師又教我們練習直觀的禪修方法. 大家均被分配到一張白紙和鉛筆, 正在懷疑

其作用時,法師要大家選定一個固定的物品,例如一片樹葉,一棵樹,或者一顆石頭等等, 然後
專注看著自己所選定的目標, 沒有分別心,不給這樣物品起名字, 沒有色彩的好惡, 沒有大小
的對比, 用很單純的心,平等的心看著它, 然後將它畫在白紙上, 最後你便能夠和這樣東西, 
和附近的環境, 融合在一起, 心理不再有分別與對立的存在. 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練習直觀,
但卻是我第一次以直觀的方式,將所看到的物品畫下. 在畫的過程中,發覺到我的心還是會有
波動, 不夠平靜, 但也發現在山水禪後做直觀, 心起伏的頻率與波度都比平時平靜些. 

 
大自然與禪修的結合,正是給忙碌的現代人一個舒活身心和心靈沉澱的好機會, 禪修不

只是在禪堂打坐, 所謂行、住、坐、臥皆是禪. 把禪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讓心靈能夠隨時
保持安定自在, 不受環境的影響, 正是練習禪修的最主要目的. 希望下次的山水禪活動,能見
到更多的師兄姊一起來體驗. 當然囉,下一次我會更專心練習, 絕對不會重蹈覆轍, 也藉此特
別感謝各位師兄師姐的照顧與關懷, 

 
臨終陪伴關懷的方法與技巧                       黃常雲                     

 
“假如我們能讓他人感覺安祥與安全, 慈悲與關懷, 那就是給予他人一片淨土.” 這句話讓
我體會到, 在他人最悲傷的時候, 給予適當的關懷是多麼的重要. 聖嚴師父曾說過 “話到口
邊想一想, 講話之前慢半拍, 不是不說, 而是慎言慎語.” 這是我在臨終陪伴及關懷時,所常
提醒自己的一句話.  
 
三⺝十六日在ＬＡ分會的「臨終關懷課程」上, 我以兩個主題與大家分享： 
1. 針對與病人及家屬的溝通及溝通技巧.  
2. 哀傷的過程有那些？親屬往生時, 家屬常會有哪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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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般會認為溝通只是用言語來表達, 因此在與他人做溝通時, 會比較注重於自己所要
說的話或是自己想要說的話. 但是對臨終陪伴者而言, 可能還需要多一些技巧與方法.  
 
我們簡單地把「溝通的要領」分成三個部份： 
 
1. 傾聽時,言語及肢體的反應及表達: 

在口語上的溝通及支持, 包括肯定及鼓勵對方講出心理的話.  
實際上 80﹪的溝通技巧是比較偏重於肢體語言的表達. 例如當我們認同或給對方表示
支持時, 我們可以用肢體語言來表示. 這包括了面部表情、點頭、手勢、握住對方的手,
或是一個真誠的擁抱, 甚至於拿面紙給對方擦眼淚等等. 適當的肢體語言往往比口頭言
語更能傳達我們的關懷及善意. 
 

2. 傾聽之後所產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當我們能感受到病人及家屬心裡的吶喊、苦痛、掙扎時, 所產生的同理心自然會流露
出來, 這時對方也能體會到我們真誠相助的心意. 當對方能完全放下防備心來接納我們
時, 我們也就能給他做適當的建議, 如勸他持誦佛菩薩名號或是靜下心來打坐.  

 
3. 深入傾聽及產生高層次同理心之後,如何給對方做建議的要領: 

一般而言, 面對即將失去至親好友時, 哀傷是無法避免的必經過程. 對於哀傷的接受程
度及表達方式也是因人而異. 這個過程通常會一直持續到親人往生之後, 沒有人能預知
這整個過程需要多久時間, 亦不會因為曾有過親人往生的經驗而變得容易面對及處理. 
如果此時師兄師姊在陪伴家屬的過程中, 能以適當的佛法來開導而紓解他們的哀傷, 或
許會使他們釋懷許多, 甚至縮短這漫長的哀傷過程. 

 
在醫學上,「哀傷的過程」（The Grief Process) 共分為五個階段： 
1. 否定事實的存在（Denial)  
2. 生氣（Anger ）: 對人或事生氣  
3. 交易或要談條件（Bargaining )  
4. 憂鬱（Depression) 
5. 接受事實（Acceptance)  
 
該以什麼「態度」來做關懷及陪伴家屬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的時間長短不一,因此當我們做
關懷時所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樣. 最重要的是「不要勉強對方來做我們認為是對其有利的
事.」 開導對方是需要時間及因緣的. 當陪伴(關懷)者能扮好催化的⻆色,而不過度涉入時,
家屬反而更有可能完成心靈的成長,早日走出悲傷. 記住：重點不在於為家屬做些什麼,而在
於「以怎樣的態度」陪伴他們一起面對這生命中的重大考驗. 
 
最後再分享一次我所常用的兩句話： 
「假如我們能讓他人感覺安祥與安全, 慈悲與關懷, 那就是給予他人一片淨土.」 
「話到口邊想一想, 講話之前慢半拍, 不是不說而是慎言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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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佛力一夏」活動預告 : 
 

課程 主講    日期 時間 

初級禪訓班 毛靖老師 5 ⺝ 31 及 6 ⺝ 7, 14, 21 
連續四個星期六 

午 1:30-4:30 

佛學講座：「中觀」  
 

果徹法師 6 ⺝ 28. 29 & 7 ⺝ 5, 6  
連續兩個 weekend  

早 9:30-下午 4:30 

佛學講座: 「阿含經」  
 

楊郁文老師 7 ⺝ 12 (六) & 13 (日) 
 

早 9:30-晚上 9:30 

兒童心靈環保夏令營 法鼓山教師
聯誼團 

8 ⺝ 2 (六) ﹠ 3 (日) 早 9:00-下午 5:00 

禪修講座與指導 繼程法師 9 ⺝中旬  

 
**** 以上活動因席位有限, 請事先報名. 

 

【活動內容預告】 : 
 

初級禪訓班  
想要知道為什麼「禪修,能使懦者立, 頑者廉, 狂者謙, 剛者柔」？ 
一期四堂課將為您開啟這話頭. 解答為什麼打坐可以“打起精神,坐出快樂”.  
【需知】請著寬鬆衣褲, 帶環保水杯及輕鬆愉快的心情.    

 

果徹法師講解 「中觀」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去  
能說是因緣 善滅諸戲論 我稽首禮佛 諸說中第一 
生死煩惱乃由偏端、矛盾而起；而中道者，即是從消除偏端、矛盾而得解脫與圓融。故中
觀的思想，乃佛教般若的心要，亦眾生苦海之舟航。尤其破而不立的一貫結論，更是掃蕩
群邪亂魔的無上慧劍。要雕琢你的思想，要貫通你的體系，請來接受中觀的洗鍊吧！ 
 

楊郁文老師講解  「阿含經」 
 釋尊說法大部分結集在《阿含》中，阿含聖典是大小乘諸宗的根本，是一切佛法的源
頭。聖嚴師父「既是原始佛教, 確又是次第通向大乘佛教究竟成佛的寶筏」 

**** 楊郁文老師任教於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阿含要略》作
者。國內研究根本佛教先驅及權威。楊老師精研漢傳四部阿含與南傳五部尼科耶，
為阿含研究屹立不搖之權威，他對阿含經的教義析縷明察，議論精闢入裏，深受愛
戴，有意探索佛陀教法之真諦者，切莫錯過此一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需知】由於上此課的方式為雙向學習-問答的方式, 請大家先想好問題, 儘早將問題e-mail 
            至 ddmbala@gmail.com, 或傳真至 626-350-4388.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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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6月及 7月活動表 

 

MMMM    TTTT    WWWW    ThThThTh    
5/1         5/1         5/1         5/1             
     禪坐共修 

     Pm 7-9:30 

FFFF    
2  
 

SatSatSatSat    
3      禪坐共修 am 9:30-12    
        健康講座 pm1:30-430 

       “吃出健康活出佛力” 

SunSunSunSun    
4   
        南加聯合佛誕節 

Pm 1:00-5:00 
 

5 6 7 8       

     禪坐共修 
     Pm 7-9:30 

9    

 

10       

        禪坐共修 am 9:30 -12 

11       

成佛之道 10am-12pm 
悅眾會議   

12 13 14 15      
     禪坐共修 
     Pm 7-9:30 

16 
      
 

17      
        悅眾會議 

18    
  悅眾會議  
        

19 20 21 22 - 24 

            方丈ＬＡ關懷感恩之行 
            星期四 (晚) 7:00-9:30      悅眾聯誼  
            星期六 (早) 9:00-11:30    大悲懺  

                      (午) 1-5        「心安就有平安」活動 

25     

        

26 27 28 29     
        

 
 

30 
         

31             
初級禪訓班 4 之 1  1:30-4pm  

 

6/16/16/16/1    
    

2 3 4 5     

    禪坐共修 
     Pm 7-9:30     

6 7       

        禪坐共修 9:30-12 am    
 初級禪訓班 4 之 2  1:30-4pm 
 

8     

       戶外踏青聯誼 
 

9 10 11 12     
    禪坐共修 

    Pm 7-9:30 
      

13 14      
        禪坐共修 9:30-12 am    

     
初級禪訓班 4 之 3  1:30-4pm 

          

15      
     念佛暨誦戒 10-12 am 

禪修與導讀 1:30-4pm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16 17 18 19 
    禪坐共修 
    Pm 7-9:30 

20 21      
        禪坐共修 9:30-12 am    
 初級禪訓班 4 之 4  1:30-4pm 

22  
    一日禪 9am–4:30pm      

23 24 25 26     

    禪坐共修 
    Pm 7-9:30 

27 28 - 29      

        佛學講座「中觀」   果徹法師主講 
         9:30am – 4:30pm 

30 7/17/17/17/1    2 3      
    禪坐共修 

    Pm 7-9:30 

4 5 - 6 
        佛學講座「中觀」    果徹法師主講 

        9:30am – 4:30pm 
    

7 8 9 10 
    禪坐共修 

    Pm 7-9:30 
 

11 12 - 13 
        佛學講座「阿含經」  楊郁文老師 主講 

         9:30am – 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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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方丈和尚  公開演講【心安就有平安】 

安心茶會 + 祈福皈依∼∼ 
 
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將於5555⺝24242424日訪問洛杉磯，進行關懷與感恩之旅，屆時將作一場
【心安就有平安】的公開演講，以此祈願洛杉磯的民眾善緣常相隨，好願好運在人間，演
講會後並有【安心茶會】，邀請大眾與方丈和尚茶敘談心。 
現場亦舉辦『法鼓山理念展』、『法鼓文化書籍展售』及『皈依典禮』等豐富的活動，歡
迎踴躍參與。因場地有限，參加前請先預約索取免費入場券，憑券入場，感恩！ 
 
【時間】5555⺝24242424日（週六） 
                                   1:00pm     接待入場 + 動禪示範  
             3:00pm    【安心茶會】（敬備茶點招待. 與方丈茶敘談心 ） 
               4:30pm    【祈福皈依】 （請事先報名填寫報名表))))    
 

【地點】“San Marino Center”San Marino Center”San Marino Center”San Marino Center”    
1800 Huntington Dr1800 Huntington Dr1800 Huntington Dr1800 Huntington Driveiveiveive, , , , San Marino, CA 91108 San Marino, CA 91108 San Marino, CA 91108 San Marino, CA 91108     

                                            位於Virginia Road的東邊附近, Huntington Middle School的左鄰. 請按照義工的
指示,停車於該校的停車場, 或至下個街口West Drive右轉再右入Center的停車場.  

           
【詳情】索取入場券或皈依表： 
       1. 請洽分會  9674 Telstar Ave # C, El Monte, CA 91731 
               2. 電話/ Fax  626626626626----350350350350----4388 4388 4388 4388 或    e-mail 至    ddmbala@gmail.com ddmbala@gmail.com ddmbala@gmail.com ddmbala@gmail.com     
                                                請留下中/英文姓名及電話,,,,    會有專人為您服務. 
                         3.    或上網    www.ddmbalwww.ddmbalwww.ddmbalwww.ddmbala.orga.orga.orga.org    下載皈依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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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5 ⺝ 24 日「心安就有平安」演講 RSVPRSVPRSVPRSVP 回條】 
出席者的人數________________     需要殘障停車位者請打勾_____ 
每位出席者的中文/英文姓名/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演講入場卷寄至:  中文/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 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於 5 ⺝ 16 日以前, 寄或傳真回條至:  
DDMBA, 9674 Telstar Ave. # C, El Monte, CA 91731       Tel / Fax : 626-350-4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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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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讓您家中的寶貝擁有一個充滿童趣及禪味的夏天嗎？ 
請趕快報名參加我們充滿童趣及禪味的兒童夏令營喔！ 
 

 

【招生簡章】 法鼓山ＬＡ分會 2008 兒童夏令營 (童趣+禪味+心靈環保)           
           

營期 2008 年 8 ⺝ 2 & 3  （六 & 日）9am - 5pm 

營址 7833 LA 分會  9674 Telstar Ave. #C El Monte, CA 91731 ( 僑二斜對面) 

課程 建立自我信心, 培養健康人生觀, ＥＱ成長活動, 體驗自然環保, 探索教育,  

人際溝通及互動, 禪的體驗. 

師資 台灣法鼓山兒童營的四位資深小學校長及老師, 連同四位ＬＡ中小學老師 

共同精心設計並親自帶領.     

收費 每人＄60 元(含 T-shirt + 午餐+ 點心)   支票請開ＤＤＭＢＡ - ＬＡ 

報名資格 
六歲至十三歲的青少年 （五歲以下小朋友, 請家長陪同）    

 
報名需知 

請將填妥及簽名的報名表及支票寄至ＬＡ分會           
9674 Telstar Ave. # C El Monte, CA 91701 

 

LA 分會 626-350-4388   

e-mail : ddmbala@gmail.com, 可上網下載報名表：www.ddmba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