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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開示】    
 

禪修與信仰 
 

通常凡是有心或有興趣於禪修的人，比較不容易有宗教層次的信仰
心，因為信仰本身是屬於感性，而禪修的人，多重視自己的修行，
希望從修行中得到身心感應，得到禪修的經驗，因此很不容易接受
宗教層次的信仰，其實這是絕對錯誤的事。  
 
很多人都以為，禪修要全靠自己，屬於「自力」念佛的人則全靠
「他力」，這兩個觀念都不正確。其實禪修也需要靠「他力」，念
佛也需要有「自力」。一個禪修的人，不太可能完全憑自己的力量
就能夠完成。不論在印度、中國或在西藏，修行禪定的人還是需要
老師、護法神及諸佛菩薩的護持。因此在中國禪宗寺院也供奉天龍
八部、諸大天王等的護法神像。  
 
古德常勉勵禪修的人要把「色身交予常住，性命付予龍天」，所謂
色身，就是我們的身體，當在打坐用功的時候，不管自己的身體，
自然有道場的執事來照顧，依道場的生活軌範來調攝。而且如果要
想修行修得好，還需要有護法龍天的護持，沒有護法龍天的護持，
可能就會在身心方面有障礙出現，形成魔障。所以禪修而不相信在
自力之外，還有佛菩薩及護法神的力量，那就不能夠算是佛法的修
行。  
 
另外，修行禪法的人必須要相信，除了用功打坐之外，也需要積
功、累德；如果僅僅是自己打坐，就想得解脫或大徹大悟，這種想
法本身就是一種障礙，不能使我們真得解脫。因為自私鬼怎麼可能
開悟呢？所以禪宗也講修布施行、修懺悔行；如果沒有為眾生利益
設想的心，沒有真正為他人奉獻的心，沒有奉獻的供養、布施行
為，修行要想成功，是相當困難的。  
 
過去禪宗的叢林裡，許多禪師們在沒有開悟之前，都是為道場、為
師父做種種的勞力工作，稱為「行單」。包括在廚房裡挑水、砍
柴、煮飯、種菜，或者維護道場的環境整潔清裡、維修等工作。  
 
所以傳統寺院中設有四十八項執事，是由出家修行的人來擔任的，
僧眾只有在禪七之中不擔任比較複雜分心的工作，其他的時間，都
會有長期執事的工作。因此，法鼓山的禪七中，也鼓勵禪眾要做一
些坡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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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叢林，同時主張要把多餘的錢財衣物，布施給需要的人，自己留下的僅是最簡單的隨
身衣物。在過去，所謂的「禪和子」，衣單少到只有「兩斤半」，因為他們將得到的東
西，都布施出去了。由此可知，一名禪修者應該要有供養心、布施心，要能捨掉自己身邊
的長物，送給需要的人。  
 
可惜我們現在見到很多禪修的人，態度狂傲、驕慢，內心自私、小氣，卻又缺乏信仰心，
這是很可憐的、很危險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來禪修的人，都希望能夠得到身心實
際的體驗，獲得穩定、愉快、健康的成效；一旦得到健康、穩定、愉快的成效時，就認為
這是自己努カ修行的成果，不是由於諸佛菩薩的感應，當然也不是由於道場裡面有護法
神，更不會相信這是由於師父或者那一位老師的指導有方。這樣一來，就變成了驕傲、自
慢、自負、自滿，沒有信仰心和恭敬心。  
 
信仰的意思，就是雖然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可是相信有那種事實的存在，所謂「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就像見到一座高高的山，雖還不能親自上到
山頂去，但是相信高山上一定有高人，高山上一定有好的風光，越是往高山上方爬，越能
夠發現我們過去沒有看到的東西，這就是「仰」信。我們在低處對高處產生的敬仰，而在
敬仰之外產生信心，相信其中一定有我們所不知的力量能幫助我們。如果信仰心不足，就
不可能相信佛法所說，我們所不知道的事，修行便不會得力。  
 
禪宗主張自信，相信自己能夠成佛，相信自己本來就跟諸佛相同，不缺少任何一點東西。
禪宗鼓勵只要把自我中心擺下，馬上就能親見自己的本來面目，人人都能成佛。本來面目
就是自性的佛，也就是說那是天然的、不是修行之後才有的，因此有許多人誤會禪宗，忽
略了信仰心的重要。  
 
這個觀念就基本理論而言是對的，可是，就實踐的、現實的⻆度來說則是錯的。這就如
同，人人都可能成為父母，可是剛剛出生的小孩就是父母嗎？他還沒有長大，還沒有成
年，尚不是父母，只是嬰兒。那麼嬰兒將來能不能成為父母呢？不一定；有人從小出家修
梵行，就不會成為父母；有的人結婚，如果沒有生育能力，也成不了父母。所以理論上人
人都可能成為父母並沒有錯，但在事實上不一定人人都能成為父母。  
 
又如同在民主社會中，凡是公民，人人都有選舉權，也有被選舉權，可是絕大多數的人只
有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的機會。因為能力不足，因緣不具，便只能夠選人，沒有機會被
人選。所以如果聽到禪宗說：「人人本都具有佛性」，結果自己本身什麼也不是，只是一
個愚癡的凡夫，就想像著自己是跟智慧圓滿的諸佛相等；見到了佛像不僅不拜，而且訶
罵，並說現在佛不拜過去佛，認為自性中就有佛，何苦去拜那些泥塑、彩繪、木雕的佛像
呢？這些人只信自心是佛，不信心外的佛。如果看到別人拜，就會說這是「執著」。有人
向出家師父頂禮，那些自以為是修習禪宗的人看了就搖頭嘆氣地說：「佛都不用拜，豈用
去拜僧。」  
 
有一次有人正在頂禮我的時候，馬上有一個居士把他拉起來說：「你不能拜啦！你不要害

了法師啊！」我被拜，是我被害？我都弄不清楚了，我問：「你是什麼意思？他害我什
麼？」他說：「如果你真正是個得道的高僧，還需要人拜嗎？如果你需要人拜，那表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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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執著，他越拜，你就越覺得是一位高僧。那你這一輩子不要想得解脫開悟了。」
哎！我想也有道理。他接著還說：「如果你真正得到解脫了，他拜你，那你應該要訶責
他：不要著相，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當然沒有師父相、徒弟相，你還
拜什麼！」哎！這個居士還真是厲害，我問他說：「你拜不拜佛啊？」他說：「我拜自心
中佛。」我說：「你怎麼拜法？」他說：「我不用身體拜，我用心拜。」我說：「你的心
怎麼拜？」他說：「我心得自在就是拜，心無罣礙就是拜。」他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禮拜佛
菩薩，除了相信自己之外，他一切都不相信。  
 
其實，這不是佛教，不是禪宗，是一種傲慢的魔見，缺乏信仰心。這種人可能有一點點禪
修的小經驗，所以有這種增上慢的自信心，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禪書，結果被「纏」住
了。他們在活著的時候，認為自己已經解脫了，可是，一旦死亡，福報大就進入天界，唯
其知見不正，不信三寶，所以雖入天界享福，報盡必墮惡道；如果是心態不正，不持淨
戒，常做壞事，那就下地獄如射箭般迅速了。  
 
所以禪宗祖師們還是相信有天堂、有地獄、有佛國、有娑婆，只不過對於正在精進用功，
禪修工夫已很深厚，但其心中尚存執著的人，才會對他們說：「沒有佛、沒有法、沒有
僧、天堂沒有、地獄沒有。」因為如果心中執著三寶、天堂、地獄，必然不得解脫。可
是，對於初機禪修的人，一定要因果分明，凡聖宛然。否則說是不要執著，結果因果顛
倒，以凡濫聖。畢竟凡夫就是凡夫，不要想像自己跟三世諸佛，都是平起、平坐、平行的
古佛再來。  
 
禪的修行，不僅僅是打坐而已，禪的修行不是唱高調，只求開悟，要跟三世諸佛論平等。
弘揚禪法，同時也要提倡信仰，則個人的修行更容易得力，人格會更完美。而且禪法一定
要去「我執」，去「我執」一定是從起信、布施、持戒開始；要以慚愧、謙虛、感恩、懺
悔心來消除我執，要相信三寶，要信諸佛菩薩，要信護法龍天，要信歷代祖師，要信指導
你修行的老師。否則的話，剛進禪的法門，就不拜佛、不尊法、不敬僧、不信護法諸天，
如此的慢心十足，就根本不要想能開悟見性了。 

 
『中觀』演講 (上) — 果徹法師主講        許常一 

 
七⺝盛夏洛杉磯連續兩個週末的中觀課程演講，給 LA 法鼓山道場帶來濃濃的中觀禪意，
主講者果徹法師紮實而嚴謹的學術根基，將聽眾對佛學的聞與思帶上另一個新層次。 
 
以下是這場為期兩週的中觀演講的文字紀錄： 
 
1.1.1.1.「「「「中觀中觀中觀中觀」」」」二字深義二字深義二字深義二字深義    

 
在深入中觀智慧以前，果徹法師首先對「中觀」二字做字義上的拆解：所謂「中」即

是「正」，是指「不偏不倚，正確無誤」。但此處的「中」卻並非等同於"中庸"或"中立"
的中，因為「中立」乃是在比較了或偏左或偏右等諸多立場之後，所採取的一個新立場。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4 

從中觀的⻆度來看，有立場的本身就是一種執著，就是一種"我執"。而"我執"正是中觀智
慧所最要破除的。 
 
 佛法闡述的⻆度或者一般看事物的⻆度有二：一為「世俗諦」，一為「勝義諦」。
前者承認一般世俗所能觀察理解的世間現象，而後者「勝義諦」論述的是一種超越世俗的
真理，也是中觀智慧所欲闡述的對象。舉例而言：一般世間認知下的"火"的存在是十分具
體可見，並指向"燙熱"這一特性。但細細分析形成一般認知下的"火"或者其特性"熱"，實因
藉助了透鏡、柴薪、乾燥等條件，倚靠了諸多因緣條件而成就了"火"這一種現象。若其中
缺少任何一種條件，也許仍具備"火"的某種特性，卻可能已不成其為火了。易言之，世間
所有可見的事物，形成我們眼前那麼真實的相貌，都是諸多因緣條件下的組合結果，在因
緣聚足時，會形成一個暫有的假體，此即一般認知存在下的「有」；當因緣離散時，事物
也就不存在。因此，能理解到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實為緣生緣滅的「緣起」法則，並透視
到萬事萬物的本質原是「性空」,此即是中觀智慧所欲闡述的真理「無」或者「空」。 
 
 中觀的「觀」字，其意本有"觀察"和"觀照"之意，然需以正知正見做為引導，此為
第一層次的觀；由此種觀照而產生的智慧稱之為「觀慧」，此慧可助我們如理思維，以鞏
固在觀念上與知見上的正解，此即「思所成慧」，為第二層次上的意義；若能透過修行以
達如實智觀世間實相，才能達到第三層次「修所成慧」的實證目標。 
 
  
2.2.2.2.中觀學派概述中觀學派概述中觀學派概述中觀學派概述：：：：    

 
中觀學派是以龍樹菩薩所造的《中論頌》為主而做的注釋，由此而開展出來的佛教學

派。龍樹菩薩有"千部論師"、"八宗共主"的美稱，被譽為大乘佛教的先導。綜觀龍樹菩薩
精彩的一生，法師將之分為四階段來概述並以「全力以赴」來總括龍樹菩薩生命的基調。 
  

龍樹菩薩生於南印度的婆羅門世家，自幼天資聰穎，廣泛涉獵世間學問，因年輕即有
名氣，養就了目中無人，享樂縱欲的人生態度。但因一次的嘻遊肇禍目睹好友橫死面前，
讓年輕氣盛的他頓感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其後遁入沙門，於「一切有部」出家。其時大乘
佛教剛剛興起，而部派佛教在當時已漸趨封閉的學院傾向，在教化眾生方面已然不符時代
需求。聰慧根利的龍樹菩薩出家後遍讀部派三藏，卻並不能滿足於其對佛學深義的渴求，
其後曾於雪山修行時讀到一部份大乘經典並值遇大龍菩薩，透徹認識到大乘佛法的深義，
因而針對當時日趨蒼白僵化的部派佛教缺失，提出了「中觀深義」以導正回歸佛陀教法。
其弘法足跡以南印度為根據而遍及全印度。 
 

中觀學派的發展乃是從龍樹菩薩造《中論頌》開始。《中論頌》又名《中觀論頌》，
一共分成 27 品，這 27 個不同的主題即是根據眾生容易產生的執著來逐一破解，其中有
許多更是針對當時部派佛教偏差執著的缺失來解決的。由於"頌"是一種類似詩歌的偈頌形
式，文句精簡而非長篇大論，故而後人便以各自的理解來為其做注釋解說，因而逐漸開展
成一個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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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者整理後將中觀學派劃分成三個時期： 
 
初期以龍樹菩薩造《中論頌》開始，其後青目為其做注釋，傳到鳩摩羅什大師時將之

翻譯成漢傳本，傳入漢地。鳩摩羅什是將龍樹學說介紹來華的第一人，對中國佛教產生了
極其深遠的影響。 
 

中期的中觀學派正值唯識學派的蓬勃發展，與唯識學派的發展遙相抗衡。當時學派對
要不要引進印度邏輯學「因明學」來論述中觀意旨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分裂成兩派：a.自
立論證派，以清辨所做的《般若燈論》為代表； b.歸謬論證派，以⺝稱所做的《淨明句
論》為代表。清辨和⺝稱為中期中觀學派兩位中觀大師。 

 
以清辨為首的自立論證派受陳那等的影響，採用了印度邏輯推理論證（因明）的方

式，從正面的⻆度積極地來闡述中觀旨意（先提出"一切法空"的主張→再論述原因理由→
最後舉例證明，此乃標準的因明三段論式），其學說主張「空」的思想本身是可以被論證
出來的。然而，以⺝稱為首的歸謬論證派卻認為「空」的思想是超越邏輯論證，屬於修證
的層次，無法以邏輯思辨來討論，當你以邏輯論證出「空」的存在時，此將導致陷入某種
「空」的執著，而此並不符合龍樹菩薩的精神。因而⺝稱的歸謬論證派主要以反面消極的
論證方式來凸顯「空」的精神，其方法即是利用否定許多對中觀的錯解，一一打破這些執
著與成見，來凸顯中觀「空」的真義，認為這樣才能真正符合龍樹菩薩「以破為立」的精
神。 

 
學術上以"畫⺝喻"對此兩派的特色做了清楚的描述。法師此時在乾淨的白板上，用黑

筆畫出兩個方形框框，然後在其中一個框框中直接畫出一個圓形，此時一個圓圓的⺝亮被
畫出來了，此即是自立論證派對「空」的直接而正面的論述方式；法師接著在另一個方塊
的內部邊緣處慢慢開始塗黑，等到方塊內部四週邊緣處均被塗黑後，一個澄清而明亮的圓
圓⺝亮被突顯出來了，此即是採用「以破為立」為論述方法的歸謬論證派。清辨和⺝稱是
中期中觀學派兩大論師，由其各自為龍樹菩薩《中論頌》所做注釋之論名：「般若燈論」
（借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和「淨明句論」（為澄清被擾亂的正確觀念，使
回復清淨明確的注句），亦可見兩者論述的目的及不同風格。 

 
後期中觀學派逐漸吸收唯識學的思想並將之納入中觀體系中，於世俗諦上採用「唯識

學派」的看法，但於「勝義諦」上則持一切法空的中觀學派立場，成了「瑜伽行中觀學
派」的綜合學派。 
 
3. 3. 3. 3. 中觀學派的基本義理中觀學派的基本義理中觀學派的基本義理中觀學派的基本義理：：：：    
  

中觀學派的基本義理可以「緣起性空」四個字來簡要概括，若要以八個字來概述則
為「俗有真空，體虛如幻」。詳而言之，其內含可概分為四部分：1)緣起 2)性空 3)二諦
4)中道。 
 
1) 緣起論  

包含緣起的「此緣性」、「相待性」和「空寂性」等三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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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緣性」強調的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的因果關係的序列性；「相待性」
強調的是因與果之間的相依相待性，也就是因果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例如父與子的關
係，一般認知下以為子乃從父而生，然實際上若無子的存在，父自然也不成其為父了。佛
陀即曾指出十二因緣法中的「名色」和「識」的關係就是一種互相依待的關係，因為不但
「名色」依於「識」，同時「識」也要依於「名色」，如此有情的生命（肉體與精神）才
得以開展出來。「空寂性」講的是緣起的真實相，《中論•歸敬偈》中的「不生不滅，不
常不斷，不一不異，不出不來」的"八不"最能整體含括緣起的真實相，也就是「性空」。
其下聯「戲論盡息滅，寂靜是緣起，我稽首禮彼，最上說法者」，透露出能徹見「空寂
性」的智者實已達證悟者境界，而達此境界時必然是「戲論息滅」而「寂靜安穩」，此即
為「涅槃寂滅」的境界。易言之，達於此境者必定「息諸戲論」，並能以「空性」之慧如
實智觀世間的一切現象。 
  

法師在此對「戲論」做了一番說明：凡是起心動念所產生的名言概念，包括形諸於口
的語言、文字，或者尚未說出口的思想概念，只要是會導致妄想分別執著的，或者與煩惱
輪迴方向相應的名言概念，悉皆屬於「戲論」。 

 
2) 性空論  

所謂「空」並非什麼都沒有之意。提到「空」必須立即聯想到其三個特性：非單一性
（一），無永久性（常），不具主宰性，如此才不至於被約定俗成的語意所縛。由於中觀
以「性空」為了義教。所謂了義教，是指最圓滿究竟的教法（與之相對的是不了義教，指
的是佛陀為了對應不同根基的眾生，為了方便而宣說的法）。所謂「空」是對於有情眾生
（我）與其所相對應的外在世界（我所，法）的考察，發現並沒有一固定不變的實體，無
論有情世界或者無情的器世界皆然，皆離不開成住壞空。當其在一定的因緣條件組合下，
會形成一個暫時性的存在，但究其本質卻是在不斷地變化當中，且終究是會滅壞的，此即
「諸法宛然有，畢竟空」，亦即「俗有，真空」。 

 
中觀的智慧並非否定此一暫時性的存在（俗有），而是要破除一般人過份執持這種受

因緣條件變化限制而不斷生滅的不穩定的存在現象，若能對這種暫時性的「假有」的執著
少一些，也就能離「苦」更遠一些。 

 
曾經有一位事業有成的企業家問聖嚴師父：「是否不執著，就是不用太認真工作

了？」聖嚴師父回答：「如果你不認真工作，那麼誰來護持佛法？」。這樣的回答看似玩
笑話，但卻是有深義的。現象界的「俗有」不容否認，應該盡的責任當然要努力去做，更
何況依他(企業家)而生存的人太多了，在彼此互為因緣條件的情況下，怎可輕率地拋棄自
己的責任不負？就如龍樹菩薩的一生，不管是在生命的哪一個階段都是「全力以赴」。但
在全力以赴的過程中，對於緣生出來的某些現象，如輝煌的成就或者慘澹的結果，都不應
該執持為「我」，而為之驕傲或感神傷，因為「空性」的智慧告訴我們這些都是眾多因緣
和合而成的暫時性現象。 
 
3) 二諦論  
 在真理闡述上，中觀主張「俗有，真空」。因此「真，俗」二諦又可稱為「空，
有」二諦。俗諦(世俗諦)指的是一般世間認知下有條件的真理現象；而真諦（第一義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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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諦）則是指不受時空等條件所限制，超越世俗一般見解的最高真理。龍樹菩薩以為「諸
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由於「諦」和「世俗」二詞在梵文都含有"言語"的意思，而
「世俗」一詞更含有"習慣和約定俗成"之意。因此，雖然空性的真理並非言語所能表達，
卻仍須透過約定俗成的言語習慣，才能使第一意開顯，讓世人漸趨通達第一義，而入於涅
槃之境。《中論頌》即云：「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而
這正是佛陀要講經說法 49 年的原因。在佛陀時代，其弟子很多時候經佛陀三言兩語一點
撥，立即「鬚髮自落，袈裟著身」斷煩惱生智慧，足見言語的力量（聽經聞法）在修行過
程中不可忽視。 
 
4) 中道論 
 龍樹菩薩的中道論並非自己的獨創，而是直接承襲《阿含經》的緣起中道和《般若
經》的性空假名而來的。「中」如前述，含有正確無誤之意，但更有駁斥時人只捉取一邊
的偏頗見解之意。龍樹菩薩的"八不中道"即在破斥各種邊見，包括「生滅，常斷，一異，
來去」等邊見，捨離這些邊見，即為「中道」。而「道」則隱含道路、途徑，含有具體的
實踐之意，也就是達於「中」的具體方法。 
 

一般均以為佛陀初轉法輪時講的是「四聖諦」，但法師提醒大家，實際上若依說法的
先後順序而言，佛陀證道後為五比丘說法，首先講的是"倫理實踐的中道"(戒)，其次才是"
如實智觀的中道"(定、慧)。這是因為當時印度的思潮或者修行的風氣偏向苦、樂兩邊，就
是佛陀自己也曾修苦行 6 年而無所獲，為了對治苦樂兩極的極端作法，佛陀乃告知「中
道」與其具體實踐的方法「八正道」。 

 
所謂「八正道」包括：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這

些即為中道的基本精神所在，富含現實的積極實踐之意，是我們日常生活行為的指標。佛
陀在宣說八正道的內容（即"倫理實踐的中道"）之後, 才接著說「中道」可以讓人開法
眼，產生如實觀的智慧，有助於導向寂靜，趨入涅槃的境地，這便是"如實智觀的中道"。
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許多困厄，很多時候是我們認知上的障礙所造成的。若能採取中道
的生活態度，積極落實於生活中，有助於我們提升智慧，於煩惱障礙中解脫出來。 

 
法師藉機更深刻解析緣起的深義。「緣起」梵文包含兩個部份：[prat tya-samutp 

da]，前一個梵文字 prat tya 是一個 "連續動詞"，強調的是「多數」而非「單一」，意指
一連串的動作；後面一個是"主要動詞"，其內涵則是"後面的主要動作之升起，主要仰賴前
面一連串動作中產生"。也就是「以 A 為緣，而 B 生起」，而 A 又是多因素的構成。 

 
法師接著又解說因果一詞，「因」字梵文 hetu，是一個複數，實際上包含了「因」

和「緣」兩個部份，「因 」是一個主要條件，「緣」是一個輔助條件。「果」字梵文是
phala，強調的是結果。法師在這裡特別提醒在談因果的「因」的時候，應該將「緣」納
進來，因為忽略掉「緣」的部份，很容易強化了自我中心的部份，也就是落入「我執」而
不自知，這是許多人在修福報的過程中的盲點，正所謂「修福不成反成障」，這是在家居
士應時時自我提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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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後記            江果隨 

 
兩天「兒童心靈環保體驗營」在溫馨禪悅的氣氛中, 平安結束, 這次共有四十五位

小朋友參加, 動用約五十位義工菩薩. 包括 4 位來自台灣法鼓山教師聯誼團的老師,  四位
在ＬＡ任教職的悅眾菩薩, 四位在大學念相關科系的大哥哥大姊姊及加上約四十位義工共
同成就. 這次主題為心靈環保的體驗, 主要是把禪修的「清鬆, 清楚, 專注」的觀念融入課
程及遊戲中, 如用書法畫出奧運參賽項目, 赤腳行走體會大地, 帶眼罩聽聲音的遊戲…等寓
教於樂的方法.  
 

剛開始, 報名人數一直維持個位數, 包括香積組長贊助公司同仁的小孩及任師姊的
三個孫子和張師兄的二個姪子, 眼見招生不理想, 私底下和實琪討論萬一要是真的 cancel 
時…？！ 但為讓道場幾位當老師的菩薩能有機會和總本山的教師聯誼團有機會互動及學
習, 還是決定花錢登昂貴的廣告, 望能湊成 15-20 個學生. 沒想到, 因世界日報把曉亞師姊
的文字稿筆誤了！把學費＄60 寫成 ＄6 造成許多人打電話來詢問, 無意間增加我們跟家
長進一步介紹活動的機會, 值班的秀媚菩薩說很少她值班時那麼忙！…就這樣學生一個個
增加, 負責的吳甜老師雖希望多接引些小朋友, 但由於場地有限, 最後只收 45 位小朋友.  
 

七⺝三十日(星期三)中午, 台灣四位老師風塵塵僕僕的抵達 LAX, 一下飛機便直奔道
場勘察上課地點, 看了幾個戶外場地後, 便又回道場重新調整上課內容, 超耐心的實琪一邊
討論, 一邊打電腦, 重新修正課表. 到了 6 點多, 負責老師們住宿的林師兄和陳師姊則來到
道場, 帶大家去吃晚飯.   
 

從星期二開始, 實琪, 美蓉及姑姑三位菩薩便開始整理名冊, 書包, 制服, 點燈用品, 
製作手冊, 準備教材, 大家是一邊作, 一邊幫忙帶美蓉的孫子（ニ歲不到喔！）. Mori 師姊
則於星期四值班時加入採購點心的行列, 一路上她被提醒「要買信譽品牌好的食品」. 讓
她直呼這些小朋友很幸運!  
 

星期五下午, 幾位義工老師、大哥哥、大姊姊和台灣的四位老師一起預習課程. 因
為學生增加, 使得空間的使用成為很大的考量, 雖增加星期日戶外活動時間, 但星期六在室
內, 便成了我們的挑戰, 禪堂及接待廳便得輪流使用, 感恩賴盈如及施宗憲兩位年輕菩薩的
盡心盡力, 不負使命, 完成任務. 香積組則在任勞任怨的宋永隆菩薩帶領下, 任師姊和她的
媳婦也把大人及小孩都餵的飽飽的. 感恩宋菩薩的發心, 看到水果點心飲料供不應求時, 私
底下多買了好些點心跟小菩薩結緣！大家可以回想那個五歲不到的樓泓金, 他的吃相…難
怪她媽說「他挺喜歡你們的！」 
     

星期日一早, 賈朝明菩薩和張繼強師兄夫婦就到公園, 幫忙高實琪菩薩設立場地. 因
是戶外活動, 所以義工是總動員, 不是當司機叔叔便是車掌阿姨…一路呵護著, 印像最深的
是小朋友玩托水缽時個個天真稚氣的臉龐, 都散發出的一份專注莊嚴的模樣, 真的是個個
都是小菩薩. 還有當風箏好不容易飛起來時, 義工和小朋友同時歡呼高叫的聲音, 至今隱約
還在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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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下來雖然一直擔心精力充沛的小朋友在佛桌下和玻璃櫃中「如來如去」, 又或
許小朋友們就只體會一點點什麼是清楚和放鬆.…但看到小朋友學習的興緻高昂和專注用
心的神情, 還有大夥那份小心呵護小朋友的耐心及慈悲… ！霎時心中的煩惱, 卻也不由自
主的轉為「感動」及「感恩」, 感動義工菩薩們, 不分工作大小, 彼此分工合作, 共同成就
這次活動, 感恩法鼓山使我們有機會學習小朋友的童真, 感恩能和大家相聚一堂的為下一
代撒下善緣種子, 在此和大家互相勉勵, 讓我們彼此珍惜這樣的緣份！ 

 
 

【活動預告】 
 
◆ 秋天的法喜禪悅秋天的法喜禪悅秋天的法喜禪悅秋天的法喜禪悅    ————    繼程法師繼程法師繼程法師繼程法師 LA LA LA LA    弘弘弘弘講講講講    
    
    
    
    
    
    

9/18 （四） 晚 7- 9:30 禪修Ｑ ﹠Ａ 

9/19（五） 晚 7- 9:30 佛學講座 「百法明門論」 （一） 

9/20（六） 早10-下午 5 佛學講座 「百法明門論」 （二） 

9/21 （日） 早  9-下午 5 精進禪一  
 
 
 

    

「「「「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百法明門論」」」」為西元400多年, 世親菩薩將「瑜伽師地論」的「本地分」 

提鋼挈領, 將佛教要義濃縮為百法而名之.  西元600多年唐朝玄奘法師, 由梵文 
翻譯成中文. 西元2008年秋, 繼程法師將帶領大家進入這部適合初學佛法及唯識 
的入門書.   
 

繼程法師繼程法師繼程法師繼程法師為聖嚴師父早期認可的法子. 法師1978年依竺摩上人出家.  1985年由聖嚴法師

傳法, 賜法號「傳顯見密」,並許主持「靜坐七」曾任：馬佛青總會會長, 馬來西亞佛學院
院長.  著作：一代人天師範, 小止觀講要, 頭頭是道等. 
 
 

◆ 英文禪修指引英文禪修指引英文禪修指引英文禪修指引 Meditation Workshop   Meditation Workshop   Meditation Workshop   Meditation Workshop  by Gilbert Gutieby Gilbert Gutieby Gilbert Gutieby Gilbert Gutierrezrrezrrezrrez    
    

【時間】第四個星期六早上 9:30-12 （9/27 & 10/25  ) 
 
Whoever interested is welcome to join us to learn:   
1. What is meditation? （9/27） 
2.  Beginning / advanced meditation techniques and personal clinic（10/25） 
3.  Meditation fine tuning （12/6） 
 

    

GilbertGilbertGilbertGilbert Gutierrez Gutierrez Gutierrez Gutierrez received his BA and JD degrees from UCLA and has over 30 years  
of meditation practice. Mr. Gutierrez has been authorized to teach Chan by master 
Venerable Sheng-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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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初級禪修班中文初級禪修班中文初級禪修班中文初級禪修班   10/25    10/25    10/25    10/25 開開開開班班班班了了了了    
 
 

完整, 漸次地教授禪修的觀念與方法，讓您學會如何運用禪修的方法來 
認識自我、觀照自我, 進而改變, 提升生命品質, 擁有一個自在輕鬆的人生. 
【時間】連續四個星期六下午 1:30-4:30 （10⺝25, 11⺝1 ,8 , 15） 

    
 

◆ 讀出智慧讀出智慧讀出智慧讀出智慧, , , , 書活心靈書活心靈書活心靈書活心靈    ————    佛學初階導讀佛學初階導讀佛學初階導讀佛學初階導讀 10/5 10/5 10/5 10/5    開課了開課了開課了開課了    
 
 

 
經由閱讀、交流、覺照內心的核心價值, 反省身心的種種問題, 訓練自己的耐心,  
放下我執, 打開心量, 傾聽他人,..這種種的過程就如同修行…歡迎互相學習彼此關懷的方法, 
分享與體驗生命, 進一步運用佛法觀念轉變人生. 
 
【課程】以「學佛五講」ＣＤ為主加上師資帶領討論.  
 
《學佛五講》最初是在一九九一年三⺝，聖嚴法師為法鼓山的出家眾所講；  
含五個講綱： 

第一講〈宗教與佛教〉 
第二講〈佛法的正見〉 
第三講〈人間的佛教〉 
第四講〈生活的佛教〉 
第五講〈實修的佛教〉 

 
一九九二年開始，由常延法師接棒，為法鼓山信眾開設此一課程。常延法師以其累積多年
講學經驗，在此綱目之下，將佛教基本的核心要義、深奧難解的佛學名相，以生動有趣的
方式演說，讓聽者易懂易解，快速掌握佛法的知見，幫助初學佛的人奠定深入經藏的基
礎、學習到實踐、修行佛法的基礎觀念。 
 

常延法師，俗名林孟穎，一九五五年出生於南投竹山，曾親近廣欽老和尚、懺雲法師、

李炳南居士等大德，一九八二年開始追隨聖嚴法師修學佛法。二００六年於法鼓山依止聖
嚴法師出家. 
 
【時間】10⺝起第一及第二個星期日下午 1:30-4:30  
 
 

《《《《需知需知需知需知》》》》以上各活動皆免費用, 敬邀隨喜功德, 贊助道場經費. 

            以上各活動需事先電話或email 報名. 以便香積組準備點心餐飲.   
         * 歡迎大家自備環保水杯及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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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及 10 ⺝活動表 
 

M T W Th Fri Sat Sun 
9/1 9/1 9/1 9/1     2 3 

 

4  

    禪坐共修 
    Pm 7-9:30 
 

5 

 

6    

       禪坐共修 

  Am 9:30-1200 

7      

        大悲懺 

    Am 10-12  

        悅眾心得分享 

    Pm 1:30-4:30 

8 9 10 11  

    禪坐共修 

    Pm 7-9:30 

12 13-14 

                         中秋節快樂 

15 16 17 18 

    禪修 Q&A 
    Pm 7-9:30  

    繼程法師主持 

19-20 

         「百法明門論」 
            繼程法師主講 

            Fri. 晚 7-9:30 
    Sat 早 10-下午 5 

22 

       禪一  
  Am 9-Pm 5 

       繼程法師主持 

22 23 24 25 

    禪坐共修 

    Pm 7-9:30 

 

26 27 

英文禪修指引 
 Gilbert 主持 

 Am 9:30-12 

28  

念佛暨誦戒會 
 Am 10-12     

 
「心六倫」研習 

   Pm 1:30-4:30 

29 30 10/110/110/110/1    2 

禪坐共修 

    Pm 7-9:30 
 

3 4  

禪坐共修  

Am 9:30-12:00 
      

5  

  大悲懺  

 Am 10-12  

 
佛學初階導讀 

   Pm 1:30-4:30 

6 7 8 9 

 禪坐共修 

     Pm 7-9:30 

10 11  

禪坐共修  

Am 9:30-12:00 

12  

 佛學初階導讀 
  Pm 1:30-4:30 

 14 15 16 

禪修共修 

    Pm 7-9:30 
   果禪法師主持 

17 
 

18 

禪坐共修 
Am 9:30-12:00 

     

悅眾培訓 (1) 
     Pm 1:30-4:30 

果禪法師主持    

19    

   念佛暨誦戒 

   Am 10-12 
        

悅眾培訓 (2) 
   Pm 1:30-4:30 
  果禪法師主持    

20 21 22 23 

禪坐共修 

     Pm 7-9:30 

24 25  

     英文禪修指引 
     Gilbert 主持  

Am 9:30-12:00      
 

禪訓班(4-1) 
Pm 1:30-4:30 

26      
 

一日禪 
Am 9-Pm 5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12 

【活動預告】 
 
★繼程法師 LA 佛學講座「百法明門論」: 9/19, 20 (星期五, 六)  7-9:30 pm 

★英文禪修指引 Meditation Workshop  by Gilbert Gutierrez : 9/27, 10/25 (六) 9:30 am -12  

★佛學初階導讀「學佛五講」 : 10/5. 12 (星期日) 1:30-4:30 pm 

★中文初級禪修班 : 10/25 & 11/1, 8 ,15 (星期六) 1:30-4:30 pm 

 
 

 
【啟事】 
 
您若是能上網至 www.ddmbala.org 或 www.ddm.org 閱讀我們的 
“ 法鼓雜誌”與“南加州法鼓通訊”, 而不需收到此印刷刊物,  
感恩您能來電告知 626-350-4388 或是 email 至 ddmbala@gmail.com  

以便節省紙張, 推廣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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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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