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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開示】    
 

如何用禪解決問題？ 
 

生活在現代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比過去更頻繁，接
觸面也更廣，但是，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己或所屬團體的利益在努
力，在爭取，在計畫。因此，人與人之間有矛盾，團體與團體之間
也有矛盾，這些矛盾，比在過去的社會裡更明顯。要如何解決這些
問題呢？以現代人的觀點，是希望克服困難，改造環境，改變對
象。用這種方式，也許能夠克服若干困難，能夠改造對方一點，但
是，卻製造出更多的問題。 

 

因此，我們要講禪，瞭解一下禪對這些問題，究竟有什麼幫助？ 

 

       首先，我們要問，禪是什麼？禪，在印度是一種內省的方法，
和內省的工夫，也就是向自己的內心看，而不向外求。任何問題發
生，不要只看那個問題，更當回過頭來看，為什麼那個問題會發生
在我身上？為何會發生這種問題與困難？而要解決這個困難，還是
得從自己開始。 
 

       古來印度的各種宗教，用來解決煩惱，或解除痛苦的方法，都
是修持禪定。或許每一個人，都曾經有這樣的經驗，當非常痛苦或
煩惱的時候，又找不到對象來傾訴發洩，最好的方法是睡覺去。只
要往床上一躺，把被子一蓋，一覺睡起，雖然沒有解決問題，心裡
的痛苦卻減輕了許多，這雖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卻可暫時使自己
減少痛苦。 
 

       用禪或禪定的方法，第一層，可達到和睡覺相同的效果，因
為，用禪定方法的時候，不須去面對或思考自己發生的一些困擾及
問題，可暫時把問題放在一邊，用禪定的方法收攝身心，使達內心
的平靜。進一步，從禪的修行，透過平靜的心，可產生處理事情的
智慧，從面對問題進而解決問題，不但提高了自己處理問題的勇
氣，同時也增加了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印度傳統的禪法，第一
層，是把問題放在一邊；第二層，則能夠順利地解決問題，也就是
從禪定產生出智慧，問題解決了以後，當然煩惱就不存在了。 
 
家庭與婚姻的問題 
 
談到家庭問題，如果夫妻吵架，吵著要離婚，是不是真的就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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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只要雙方同意，便可離婚，離婚後再找對象結婚。曾經有一對夫婦，同時
來找我，他們說，沒有辦法生活在一起了，準備離婚。我問他們，離了婚以後，要不要再
結婚？他們說，我們還年輕，只要找到適當的對象，當然就再結婚。我說，如果再發生類
似的問題，怎麼辦？他們回答，再離婚然後再結婚。我對他們說，像這樣，一生之中可能
會結上幾十次的婚，這是多麼麻煩與痛苦的事啊！如果能夠一次把問題解決，不就沒有婚
姻不和的問題了。兩人便問我，要如何一次解決問題？我說，你們來跟我學打坐，來跟我
學禪，慢慢地便知道，要如何解決兩人之間的問題了。 
        

夫妻之間，發生困擾與問題，不僅是因為不瞭解對方，其實根本問題在於不瞭解自
己，所以，都把問題交給對方，總認為對方有問題。而用禪的方法修行以後，便會對自己
越來越瞭解，越來越清楚。瞭解自己以後，對方的問題雖沒有解決，整個問題卻已解決了
一半。如果夫妻兩人一起學禪坐，問題便太簡單了，因為，雙方都瞭解自己後，問題便全
部解決了。假如只有其中的一人來學禪坐，往往也能夠解決百分之八十的問題，因為，只
要一方認識了自己，知道如何真誠地對待對方後，對方也會改變。大約有幾十對夫婦，因
為跟我學禪坐而沒有離婚，這些夫婦有些生活在美國，也有在臺灣的。 
 

肉體與精神的問題 
        

現代人之中，百分之百精神穩定的人很少，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點精神上的問
題，當然還沒有到需要去精神病院的程度，但是，精神的問題，是現代人非常重要的問題
之一。如果，跟我學坐禪，修行一個星期之後，因為比較瞭解自己，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
自己心理有問題。此外，現代人有很多肉體上的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這些
疾病在古時較少發生，卻是現代人常有的時代病。最近在報上常可看到，有關癌症與愛滋
病的報導，後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怕；這二類疾病都是現代病。但是不論精神上或肉體上的
病，都和我們提出的四個問題有關，因為，現代的人生活在緊張不安，追求刺激的情況
下。如果我們能夠從身體與心理兩方面加以調適，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這兩年來，有一位英國的心理學教授，到東初禪寺參加禪七，也就是參加七天坐禪
的修行。他在英國主持一個用禪的方法來治療精神病的組織，一向治療的效果都不錯。但
是，他自己覺得程度還不夠，所以來參加禪七，而每當他回去時，常發覺又帶回了一些更
好的方法。 
        

用禪來治療精神病，不是他自己發明的，而是他在美國加州，遇到一位美國人，這
個美國人曾經在日本禪堂裡，學了幾年的禪，回到美國以後，便開始用禪的方法，作為心
理治療的輔助。而這位英國教授，將那位美國人使用的方法改良後，引用在心理治療上。
他所治療的對象，並不是精神病院裡的病患，而是自己認為精神有一點問題或不平衡，心
理有問題或困擾，信心不足或毅力不夠，對前途茫茫或意志消沈者。另外，根據兩位日本
醫師的實驗結果，透過禪坐，小姐們能夠減肥；高血壓的人能夠降血壓，低血壓的人能使
血壓升高；有糖尿病的人能夠治好，或至少也能控制病情。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實驗，教孕婦們用禪的方法打坐，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有用。婦女
懷孕之後，可以打坐到臨盆以前一個⺝，甚至於臨盆前都可以坐；當然，此時就不是在地
上盤腿而坐，而是坐在椅子上。參加禪坐的產婦生出來的孩子，通常性格都很穩定，身體
健康，頭腦清楚，顯得非常乖巧聰明。這和母親懷孕時的心理狀態有關。還有一個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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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小孩到東初禪寺，突然間肚子疼，不知是什麼原因。我教他打坐，坐五分鐘之後，放
了兩個屁，肚子就不痛了。由此可知，靜坐對身體機能的調整，有很大的用處。當然，小
孩子喜歡動，喜歡玩，打坐最多只能坐十五分鐘，不能坐久，打坐對小孩卻是有用的。 
 

禪修是現代人的需要        
 

過去，禪的修行是出家人在山裡修的，因此有所謂「老僧入定」之說；現在，禪的
修行則有普及於大眾的趨勢。現代人處於工商業社會中，生活非常忙碌，忙著做什麼呢？
忙著工作、忙著趕路回家、忙著看電視、忙著上電影院、忙著去郊遊、忙著照顧孩子、忙
著照顧太太、忙著照顧先生、忙著……，唉啊！一切的事情都是忙。特別是在美國，連玩
的時候都顯得很忙。而最忙的人，最需要禪的方法來幫助。 
        

我常遇到一些很忙的人，便勸他們打坐學禪，他們說：「師父啊！我們忙成這個樣
子，那裡還有時間，有那種閒工夫學打坐？打坐，是和尚們做的事。」我說：「現在的和
尚跟過去不一樣了，現在的和尚也是好忙，但是，因為忙，所以要打坐，只有打坐之後，
才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你想做的事。」諸位相不相信，忙的人往往有忙錯的時候。忙的時
候，不會那麼細心或穩定，所以，工作效率不一定好。 
        

由一項統計顯示，凡是打坐修行的人，早上打過坐之後，一天之中，發脾氣的機
會，會減少。打坐後，一天的心情往往會比較穩定。因此，忙的人若能抽空打坐，他的工
作效率會提高，工作的時間會縮短；相對的，自然會有更多空閒的時間。所以，今天日本
工商界或政界最忙的人，他們多半打坐。現在的日本總理中曾根維持每天打坐；過去的老
總統蔣介石先生也每天打坐。在很困擾忙碌的時候，只有打坐能幫助你，因此，打坐並不
是和尚們沒有事情才做的事。                                本文摘自法鼓文化出版「禪與悟」 

 
禪與腦                   林果常 

  

想想看大腦與你，是否可以劃等號？大腦就是你，你就是大腦？大腦不但掌控身體
的肌肉與器官的活動，並且也主導著記憶，情緒，思考，分析、判斷等等的心理活動。當
醫生判斷你 “腦死”的時候，別人便認為你已經不再存在於這個世界。 
        

過去一個世紀，神經科學界，堅持一項教條，即人類的大腦在孩童時期就終身定
型，其後不會再有結構上的變化。在最近十年，這項教條已經被推翻。根據各種實驗報
告，已證明大腦神經有強烈可塑性，甚至老年人及腦功能受損傷的人，也可以藉由專注的
心靈力量，及運動來恢復某部分的功能，這種發現與改變被認為「大腦革命」。   
        

佛教則長期以來，便認為藉由心的訓練，可以改變人的氣質及品格，佛教認為人類
的心靈，有著可以進行轉變的無窮潛力，即相信 “人人皆可成佛”，如果每個人都有機
會認識正確的見解，學習正確的修行方法，契而不捨繼續不斷努力，終究便能 “人成即
佛成”，人間的淨土，即可實現。 

 

基本上心不是腦，腦也不是心，但兩者有互為影響、互為因果的關係。心的力量需
要藉由大腦表現，但同時心也可以改變大腦的構造。一個人經由意志力(intension)，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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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力(attention)的訓練，可以使各種原本稍縱即逝的念頭。延長、停留在意識裡，而形成
改變的力量。二十世紀初美國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認為 “專注的這種心態，可讓一個
人在每一刻，很真切地選擇下一刻，自己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這與佛教業力觀念非常吻
合。最近幾年，另外一項重要的發現是人的大腦明顯的與其他動物不同，人腦具有在與他
人互動時，可以因為對方的內心狀態，而不斷調整自己，並接受對方影響的功能。執行此
項功能的部分之大腦稱之為 “社會腦”。由此證明某些正面的心性反應，如同理心、同
情心、慈悲心，的確是可以培養是能夠增長。 
  

人是慣性的動物，除非遭遇到重大的變化或苦痛，否則不會想辦法去改變自己。但
佛經又說：既身為人，便會具有三種殊勝的特質，憶念勝、梵行勝及勤勇勝，總括一句，
就是有不斷向上提昇的感情及意願。 

 
在此做一個結論。 “人生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我們要把握這殊勝的因

緣，為了不再受輪迴之苦，為了得當下解脫之樂，希望每一位學佛的人，都有以下的認
識，即：1)要時時警覺，並提起向上改變的意志力(intention) 及 2)要在平時，藉由禪修，
培養專注的力量(attention)。經由聞、思、修、證的過程，改變我們大腦的結構，轉化我們
的心靈，如此才不致於輪為 “盲修瞎練”而虛度人生。   

 
「百法明門論」提要–繼程法師主講             林果開 

 
九⺝十九日及二十日, LA 分會有幸邀請到繼程法師來講課兩天, 為我們講「百法

明門論」的要點, 也做了精闢的佛法開示. 由於居住於馬來西亞的繼程法師, 近年來多半在
歐洲、美國、臺灣各地演講或帶七天以上的禪修, 而很少講課了, 使我們更珍惜這次聽課
的機會. 去年四⺝法師來給我們做禪修指導時, 在他著作的多本結緣書中, 就包括了「百法
明門論講錄」, 只要詳讀此書必可明瞭此論作. 

 
“唯識學”分析我們身心的詳細運作狀態, 世親菩薩著作的「百法明門論」是唯識

學的重要論典, 涵蓋了一百個法的名相. “百法明門”之義為: 如果我們能明瞭百法, 將每
一法及其所牽涉到的問題弄清楚, 而有了百法的智慧, 就能進入大乘的法門, 對唯識學就會
有相當的了解. “百法”即宇宙萬有的現象及作用. 

 
「經」是佛說,「律」是佛制,「論」是祖師們解釋經與律的典籍. 本論是一部使我們

能了解百法的論作, 而知世間是什麼樣, 是怎麼一回事. 此論典可簡言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
的「如世尊言」是作者根據佛陀世尊所說的法寶,非常恭敬的寫此論作. 第二部分的「一切
法無我」可說是本論的中心點, 也可說是唯識學的中心. 佛陀所說「三法印」中的「諸法
無我」法印, 就是在講「一切法無我」.「我」有三個含義, 即主宰、獨一、永恆不變. 既然
宇宙人生可分為一百種, 若是我們從一百法中找不到一個能主宰的、獨一的、永恆不變的
個體, 就足以說明一切法都是無我.  

 

此論是一本佛教心理學的書, 其「五位百法」將一百個唯識名相, 分為五個類別: 心
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為法. 前四類均為「有為法」即「世間法」,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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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個名相. 「無為法」即「出世間法」, 有六個名相. 百法的排列有著一定的次第, 位
居第一法的是『心法』, 因為心識的作用最大––––諸法唯心造, 萬象由心所現. 當一個人沒有
心識作用時, 就己死了. 即使身體各器官還存在, 卻產生不了作用, 而外在的一切, 也對他產
生不了影響. 

  
『心法』又分為「心或心王」及「心所法」兩種. 「心」或「心王」是心法的主體, 

即八識, 前五識為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 身識, 第六識為意識, 第七識為末那識, 第八
識為阿賴耶識, 是根本識.“唯識”即指唯有神識(阿賴耶識)在輪迴. 唯識最主要的部分就在
第八識.「心所法」即依心而起的心理作用, 與心相應, 互不能相離. 當心接觸外境時, 必須
與心所法同時生起, 否則心就不能對外境(外塵)產生了別(認識、分別)的作用. 比如蠟燭是
心, 火是心所法. 要將火點上去, 蠟燭才有照亮的功用. 而離開了蠟燭, 就沒有了火光. 睡覺
時, 心所法不生, 故心就沒有作用, 醒來時心所法生起, 與心相應, 認識的作用又再生起. 可
見「心」並不是單獨生起, 而是要靠許多法. 心只是了別的作用, 沒有獨立的個體, 這剛好
符合了「緣起」法. 心離開了心所法的資助, 就沒有作用, 依此而可了解到緣起性空的道理. 

 

「心所法」包括了五十一種心理作用. 依作用之不同而分為六類: 遍行、別境、不
定屬於無記性(沒有善惡分別)的三類, 其餘三類為善、煩惱、隨煩惱. 「善心所法」有十一
種: 信、精進、慚、愧、無貪、無嗔、無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 「惡心所法」
(煩惱、隨煩惱) 有二十六種: 貪、嗔、癡、慢、疑、不正見、忿、恨、惱、覆、誑、憍、
害、嫉、慳、無慚、無愧、不信、懈怠、放逸、昏沈、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 我們
應著重在善、惡心法的了解, 因為這對我們的道德修養有著太重要的關係了. 我們要以分
析、觀察心理的活動來資助我們的修養, 先去分辨是非與染淨, 進一步消除不好的心理, 引
發善的心理, 才有可能修習戒、定、慧. 佛教心理學不只是為了瞭解心理活動, 它的一個特
點就是把善心所法如法發揮, 把惡心所法(煩惱)斷除, 才能轉染成淨. 

  

 
                             9-20-08  繼程法師與 LA 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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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的法喜                                 高常觀 
 

（一）:  
 

十⺝十八及十九日, 紐約東初禪寺的新任住持, 暨美國護法會輔導法師- 果禪法師及
隨行顧問 Rosa 師姐, 來ＬＡ與分會悅眾幹部們, 分享了彼此與法鼓山結緣的經過, 以及對
法鼓山未來發展的建議與期許｡ 

 
 與會菩薩都是這兩年透過禪訓班､募款餐會､認識了法鼓山, 然後加入義工的行列
｡ 有些則是因為家人的接引､看了師父的著作､或是受到法鼓雜誌的吸引¸逐漸認同法鼓

山的理念和禪修, 進而成為義工, 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少數資深的義工,則是在台灣就接觸

過法鼓山的禪修活動, 到了美國又重新加入法鼓人的行列, 為這個團體付出心力｡ 雖然每個

人加入法鼓山的動機不一樣, 但是都在這個團體裡擔任或多或少的任務, 為這個團體的茁
壯成長付出努力｡ 

 
 由於許多新進的菩薩, 對師父在美國弘法的經過, 和美國護法會在法鼓山弘法過程
中所扮演的⻆色, 並不太了解｡ 因此, 果禪法師特別放了一段師父在八⺝份,對美國資深悅

眾菩薩所錄製的講話, 希望大家能較為深入的了解, 師父對整個法鼓山發展的願景與期許｡ 

 
         師父首先提到的是, 法鼓山創建美國護法會(DDMBA)的經過｡ 當初成立護法會的目

的是, 將在美國募得的款項, 用來支援台灣法鼓山的建設｡ 

 
         台灣的法鼓山, 正推動大學院､大普化､和大關懷三項教育, 急需資金｡ 法鼓山在台

灣體系下的十個基金會, 以及美國三個基金會都在積極募款, 協助總本山推動這些工作｡ 例

如: 大學院教育項目下的法鼓大學､法鼓山佛教研究所等的建校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 此外, 大關懷教育項目下, 為協助緬甸風災､四川震災災區重建而設立的救災行動, 已進

行了七個梯次的救援工作, 目前仍舊持續進行; 還有在台灣各地推動的防止自殺運動, 也逐
漸見到成效｡ 

 
        此外聖嚴文教基金會與哥倫比亞大學, 合作推動研究漢傳佛教文化, “中華佛學研究
所”固定補助全世界漢傳佛教研究者的經費¸和定期舉辦「聖嚴思想與現代社會的關係研
究」的研討會, 都是法鼓山積極推動漢傳佛教研究的項目, 也需要世界各地護法會員的頂
力支持｡ 

 
        在美國, 因為紐約東初禪寺已入不敷出, 遷建已是當務之急, 及象岡禪修中心的日常
維持, 都需要全美各地的護法會員積極參與和支持｡ 師父深切期盼弟子們能夠誠心發願護

持, 除了能夠盡力幫助法鼓山為弘法而進行的各種活動之外, 他也深切盼望北美地區能夠
多吸引年輕人和西方眾加入法鼓山的行列, 使法鼓山在北美地區能夠永續經營, 使人人心
靈都能受到淨化､沾染法喜｡ 

 
 原本只是單純地想藉由師父的講話讓大家了解目前法鼓山發展的狀況, 與未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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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 沒想到這段講話卻引發熱烈討論｡ 有些人認為分會力量有限, 本身維持已經成問題, 

應該先壯大分會, 找到屬於自己的據點, 並有法師常駐帶領, 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護法來支
持幫助法鼓山, 等到分會基礎穩固, 才有餘力來幫助師父及總本山完成法鼓山的各項志業｡ 

 
        有些人則認為, 沒有法鼓山總本山穩固的根基, 哪來分會這些分支, 其實只要一步一
步往前進, 方向正確, 讓社會大眾知道法鼓山有在做事, 自然會有更多人來幫忙,只要發願, 
眾志成城不難完成師父心願｡ 也有人建議, 不妨讓大家清楚知道分會收支情形, 大家才能計

畫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 除自給自足之外, 分配固定收入為建立自己的道場､並為資助紐
約及台灣的各項活動盡一份心力｡ 

  
         Rosa 師姐分享：其實師父這段講話的對象, 是那些對法鼓山弘法方向有深入了解的
資深法鼓人, 因此對新進菩薩, 乍聽師父談到法鼓山資金籌措困難的話, 有些難以接受, 對
分會必須支援遙遠的紐約東初禪寺, 和台灣總本山也有不同的理解｡ 

 
         其實無論台灣或北美的護法會, 一直跟隨著師父, 將法鼓山建立成為漢傳佛教中心, 
十六年來從無到有, 是大家聚集人力財力的結果｡ 只要每個法鼓人都徹底實踐師父的理念, 

大家自身做好, 並且影響別人, 讓身邊的人都能體會法鼓山理念的好, 並且親身受用, 自然
人家也願意參與, 樂意出錢出力｡ 

 
         北美是師父弘法起點, 師父認為佛法這麼好, 應該要更深入美國西方世界, 影響更多
人｡ Rosa 師姐勉勵大家, 代表師父做為師父的化身､人人成為菩薩, 珍惜因緣,把握修學機

會, 好好善用, 把佛法在西方世界傳開｡ 

 
 最後, 果禪法師認為多溝通､交流¸才能讓法鼓山發展更茁壯, 她會把大家的建議
彙總起來, 在年度的董事會中報告給護法會的董事們做參考｡ 法師同時也勉勵大家, 其實好

的意見, 會像滾雪球一樣會越滾越大, 只要大家發心, 因緣俱足, 果自然能呈現｡ 重要的是只

要進了法鼓山, 願意接受佛法的薰染, 就已經是一種小小的解脫了, 逐漸解脫､分段解脫, 
總有完全解脫的一天｡ 不過千萬不能隨波逐流, 要讓佛法的觀念生根, 才不會被一般的觀念

所淹沒｡ 只要認清無常非負面, 而是因為無常, 所以才能生生不息｡ 法師的開示如暮鼓晨鐘, 

敲醒了我們世俗的想法, 也帶給我們新的思考方向｡ 

 
（二）:  

 

十⺝十九日約三十位菩薩們, 聆聽法師分享她如何與法鼓山結緣､進而出家的故事
｡ 她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是從吃素開始, 進而走上修行之路｡ 第二個轉折則是在出嫁與出

家之間徘徊, 雖然當時已有談論婚嫁的男友, 可是心中卻更想真正入佛門修行｡ 經過一番掙

扎, 終於決定拋開兒女之情, 結束俗緣以後, 毅然走上出家之路｡ 出家並非大家所想像的遁

入空門､不問世事, 而是面臨更多挑戰｡ 僧團就像一部大機器, 每位法師就像一個小零件, 

彼此合作, 才能讓僧團順利運轉｡ 果禪法師覺得每擔任一項執事, 就會有不同的責任與面臨

不同的難關, 她本著一位老前輩的忠告,「會的就去做¸不會的就去學」, 努力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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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僧團中擔任過許多不同的職務, 曾任安和分院住持, 來美之前為聖嚴師父的秘
書｡ 她告訴眾人, 在團體裡, 大家都覺得龍蛇混雜什麼人都有, 總是認為是別人混雜, 不是自

己混雜, 其實真正混雜的是自己, 別的人都只是自己的鏡子, 反映出自己的生命｡ 就像師父

在她出家之時, 就常常問她, 你為什麼要出家, 當時她對出家還懷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師父就告誡她, 來出家就是來下地獄, 進來了就不要起妄念､妄想, 不要有假象, 這樣在團
體裡才好修行｡ 千萬不要常往外看, 而是要把自己看得更清楚｡ 從決定出家到真正出家的

過程, 也是一關又一關身心的考驗, 真的要非常堅定, 才有辦法通過考驗成為法師｡ 
  

法師最佩服師父的是, 他常常會利用一些偶發狀況來考驗弟子們的修行進展,如果不
能攝心和不夠精進, 是應付不了師父隨時拋出的測試的｡ 法師提到的許多故事當中, 最讓筆

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個關於開車的事｡ 當時, 法師正擔任師父的秘書,每天要當師父的左右

手, 日理萬機, 非常忙碌, 連在車上都要不停的幫師父修改資料或是聯絡行程｡ 有一天在車

上, 因為開車法師開車不太順暢, 剎車比較重, 果禪法師因為要閱讀資料, 且也擔心師父在
顛簸中會受不了, 所以在後面一直提醒那位法師不要開太快, 不要剎車太重, 應該怎麼怎麼
開｡ 當時, 師父一言不發, 靜聽果禪法師如何教人開車｡ 過一會兒, 師父就請開車的法師停

到路邊, 然後要果禪法師接著開, 師父說:「你一直要別人這麼開､那麼開¸那麼你來開開
看｡」法師只好親自上陣, 沒想到一坐上駕駛座, 竟然連車的排檔手剎車都搞不清在哪兒, 

小心翼翼開了一陣之後, 卻發現路也不認得了｡ 法師這才體會到師父是如何觀機逗教的教

育弟子的｡ 其實, 法師提到這個故事, 也給了我們不少啟示, 我們何嘗不是這樣呢? 在分會, 

每個人都對召集人的領導有不同意見, 大家都覺得自己的意見最有價值, 對領導者的批評
與質疑不在少數, 可是, 願意出來做事的又有幾人? 等到真的坐上領導者的位置以後,是不
是又真的能把整個團體穩健地帶領到正確的方向呢? 這個小故事真的是發人省思, 果禪法
師會提起這個故事, 想必也有一番特別的用意吧! 
 

Rosa 師姐與法鼓山的因緣, 也非常感人｡ 她曾經相當自負, 總覺得自己能力很強, 為

法鼓山做事, 是幫法鼓山的忙｡ 自從為法鼓山辦一次大型活動時, 受到別人強烈質疑「你有

什麼資格來代表法鼓山宣傳法鼓山的理念」之後, 她才如大夢初醒,了解到精進修行的重要
｡ 從此開始努力打坐､讀經､修行, 每天檢視內心, 看到哪裡變得無礙, 哪裡不自在, 不自在

地方就是我執所在｡ 就這樣不斷鞭策自己, 並透過跟不同的法師共事, 來向不同的法師學習

｡ 六年前, 她開始擔任全職義工, 越忙碌, 就越找時間打坐､精進, 才能應付這麼多的事情｡ 

她最佩服的也是師父的定力, 無論多繁忙的行程, 多令人緊張的狀況發生, 師父仍能如如不
動, 不隨外界境轉, 用智慧帶領大家走出困境｡ Rosa 師姐透過生動的描述, 讓人好像跟著她

一路走過修行來時路¸回首前塵, 再對照看到現在的她, 不變的是幹練, 卻多了份謙虛､沉
穩､與智慧, 她的精進與發心, 讓人真心感動｡ 
 

最後, 法師謙稱這趟旅行不是關懷之旅, 而是她的成長之旅｡ 她期望大家常來道場修

學佛法, 將學佛的甘露分享給大家｡ 她也告訴大家, 在自己體驗修行時, 眾人都是自己的鏡

子, 將自己的一言一行, 我執､我慢都不斷呈現給自己看｡ 只要隨時關照反省, 隨時修正自

己的慣性和慢心, 一花一草一木皆是修行者的須彌山｡ 相信這次的會面, 只是大家與法師緣

份的開始, 以後必定常常會有機會, 再聆聽法師充滿智慧的開示, 我們期待與果禪法師再次
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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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程法師 「紅塵回頭」文摘 

 
一個人無論如何努力, 總會有力不逮之處 
不論如何精勤, 也總會有無法完成的修行或某些事業 
 
若悟此點 
 
則事事放手去做不問收穫 
做到那裡就是那裡, 能繼續則努力做去, 不能做則休去      
 
豁然自在       
 
 

                                         學佛心得                                  賴玉梅      

 
       我每次覺得自己生命受到某種程度的擠壓時, 也就是不再如慣常班逍遙自在時, 我總
認為是我自身柔軟謙和不夠, 也覺得是自我觀照不深, 對因緣及空性的體會不徹底. 才會對
自身執著太重, 才會覺得自己被擠壓. 此時我會放空自己, 問自己誰被擠壓? 何人擠壓你? 
一切的問題其實都在自己的心. 心柔軟了, 心放空了, 問題就有了新觀點. 山上很重的課業, 
山下事務所的業務壓力, 覺得自己生命受到壓擠, 我告訴我自己我生命將有所提升, 我可以
更消融我自身, 則可以消融所有的對立, 問題將不成問題. 因為一切問題都來自心的對立. 
經自己不斷關照心的變化, 果然不再擔憂. 我相信一切會隨順因緣, 得到解決. 來法鼓山三
個⺝, 覺得自己進步很多. 溫柔慈悲多了, 不要認不出我了. 

 

 
【法鼓文化書籍法鼓文化書籍法鼓文化書籍法鼓文化書籍、、、、影音及文物展影音及文物展影音及文物展影音及文物展】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12⺝21日 

 
凡發心請購30元：贈送一本「智慧掌中書」或 隨身經典 
 

凡發心請購50元：贈送一片CD (任選以下其一) 
 

叩鐘偈 阿彌陀佛聖號 觀世音菩薩聖號 佛說阿彌陀經晚課 

我為你祝福 精進拜願 精進拜佛 精進拜懺 

梵網經菩薩戒 聽見菩薩 地藏王菩薩聖號 禪修早晚課 

 
凡發心請購100元：贈送一本「世紀對話系列」及一片CD 
 

凡發心請購250元：贈送一套「環保餐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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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減碳七招,多多少少為地球降溫貢獻心力 

 
以心靈環保為精神核心的法鼓山，從成立之初即重視環保的觀念，以『提昇人的品

質，建設人間淨土』為理念，積極向社會大眾推行心靈環保、自然環保、生活環保、禮儀
環保等『四環』運動，為社會塑造一股清新節約的風潮，也深深影響許多民眾的生活。 

 
為因應不斷攀升的全球氣溫，法鼓山積極推行一系列從內而外、從自身到大眾的節

能減碳響應活動與措施。舉凡法鼓山行政中心冷氣系統規劃以中央控制開關時間及限制溫
度；每位專職或義工所使用的電腦及其他用電產品要求下班後一律關閉電源；資訊單位更
換節能的電腦主機，並加強提升舊款電腦的效能以延長使用期限，為地球節能資源。除此
之外，由法鼓大學籌備處發起的『多多少少，減碳愛地球』活動，更希望呼籲民眾能一點
一滴地積累愛地球的能量。 
 
 近年來，地球溫度節節高昇，嚴重影響到民眾居住與生活的環境，也讓民眾環保
意識高漲，逐漸匯聚成一股節能減碳愛地球的力量。法鼓山規劃導引民眾從日常生活的
小地方做起，以『多多少少，減碳愛地球』的響應連署活動，希望透過『三多四少』的
減碳七招，一點一滴累積個人對節能減碳的環保心力，為地球降溫。 
 

『三多四少』的減碳七妙招 : 
『三多』- 多吃一天素、冷氣多一度、多種一棵樹 
『四少』- 少開一天車、少用一張紙，少用一份免洗餐具，少開一盞燈 
 

以上這七種日常行為對民眾生活而言並非難事，只要願意一天做一點，就可以為地球減
少可觀的溫室氣體，並對地球降溫的獻上心力。 
 
       除了規劃宣導響應節能減碳的連署活動之外，法鼓山對節能減碳的措施也行之有
年，除金山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興建以環保工法建設規劃之外，園區的營運也著重
在節能減碳與資源再利用的觀念經營，而各地分院道場也積極落實節能減碳政策，空氣
調節系統設定在晚間6點自動關閉，而且每天須在室溫達28度以上方能開啟。另外每一
位法鼓山的專職、義工均配發具開關功能的延長線，下班後一律將所有電器設施的電源
關閉，徹底落實節能措施。除此之外，負責資訊工程的單位則採購節能的新電腦主機，
並適時提高舊款電腦的效能，延長使用舊電腦的壽命，為地球節省更多寶貴的資源。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11 

2008 年 11 ⺝及 12 ⺝活動表 
 

MMMM    TTTT    WWWW    ThThThTh    FriFriFriFri    SatSatSatSat    SunSunSunSun    

27 28 29 30  
禪坐共修 
7-9:30 pm 

31 11/111/111/111/1     
禪坐共修 9:30-12:00 am 
禪訓班 (4-2) 1:30-4:30 pm           

2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30-4:30 pm 
 

3 4 5 6   
禪坐共修 
7-9:30 pm 

7 8          
禪坐共修 9:30-12:00 am 
禪訓班 (4-3) 1:30-4:30 pm 

 9         
念佛會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30-4:30 pm 
 

10 11 12 13  
禪坐共修 
7-9:30 pm 

14 
                     

15       
禪坐共修 9:30-12:00 am 
禪訓班 (4-4) 1:30-4:30 pm 
      

16        
           電影禪 
           1:30-4:30 pm 
             

17 
 

18 19 20  
 

21-23                                                 
禪三 

                      Mary & Joseph  Retreat Center 
 
                           

24 25 26 27 28 29-30                          
Happy Thanksgiving 

 
 

12/112/112/112/1    2 3 4    
禪坐共修 
7-9:30 pm 

5 6   
英文禪修指引  
 Gilbert 主持 
 9:30-12 am  

7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30-4:30 pm 
 

8 9 10 11  
禪坐共修 
7-9:30 pm 

   

12 13     
禪坐共修 9:30-12:00 am 

 

14      
念佛會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30-4:30 pm 
 

15 16 17 18  
禪坐共修 
7-9:30 pm 

19 20     
禪坐共修 9:30-12:00 am 

21     
         義工感恩聯誼 
 
 

22 23 24 25-28          
                                          Happy Holidays                                                       

29 30 31 1/1/20091/1/20091/1/20091/1/2009    2 3 4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30-4: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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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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 * * * 英文禪修指引  Meditation Workshop        

    Topic:  Meditation Fine Tuning  by Gilbert Gutierrezby Gilbert Gutierrezby Gilbert Gutierrezby Gilbert Gutierrez 
【時間】12/6 (六) 早上 9:30-12 

【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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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讀出智慧, 書活心靈--佛學初階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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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第一及第二個星期日下午 1:30-4:30 （11/2. 11/9. 12/7. 12/14）    
【課程】以「學佛五講」ＣＤ為主加上師資帶領討論. 

Non-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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