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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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足是幸福的起點 

幸福是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在追求的過程中，有多
少人漏失了唾手可得的幸福？又有多少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很
多人窮盡一生的心力追求幸福，換來的卻只是白髮蒼蒼和一聲
聲的唏噓，這都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幸福的真諦。雖然財富、健
康、名位、權勢都是一般人所喜愛的，但這些並不等於幸福。 

 
幸福的真諦應該是「平安就是福」，能不能夠平安雖然

和外在環境有關係，但是決定性的關鍵，還是在於主觀的自我
心態—如果自己的心態能平安、知足，就是幸福；如果不知
足，要獲得幸福就很難。真正的知足是「多也知足，少也知
足，沒有也知足」，這是平安常樂的基本條件。不過，「多也
知足」還容易理解，「少也知足」和「沒有也知足」就很難體
會了。一般人大概會覺得納悶：「東西都不夠用了，要怎麼知
足呢？更何況當什麼都沒有時，講知足不是很奇怪嗎？」  

 
其實，東西多不一定 就能滿足，因為世界上沒有一樣

東西是真正、絕對的多，所有的「多」都是透過相對、比較而
來的。而且，即使真的擁有很多，既不可能永恆不變，也不可
能永遠維 持正面的成長。所以，當「有」的時候就應該知
足，至於「少」或「沒有」也是一樣，因為「少」或「沒有」
都可能是「有」的開始。因 此，無論將來「有」或「沒
有」，都一樣要努力，不要和別人比較、不要和過去比較、也
不要和未來比較。只要活著，就要憑自己的心力來做事，如果
做錯了事，就 要懂得懺悔、反省；如果做得不夠好，就要繼
續努力把它做好、力求完美，以求不愧於天、地及自己的良
心，這就叫做「知足」。 

 
我常常向弟子們講一個比喻： 「不知足的人就像生活

在米缸裡的老鼠，不知道自己的身邊都是可以吃的米，卻在米
缸裡撒尿、拉屎，把米缸弄髒了，才又跳出去找東西吃。不但
身在福中不知福， 還糟蹋了自己的福報。」例如，雖然在禪
堂裡有很好的環境供大家修行，還有老師指導修行方法，但是
很多人仍然想著：「這個方法不好、這個修行場地很差、我的
身體很不舒服…」，用這些藉口來拖延自己的修行，不就像 
不就像是米缸裡的老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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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缺乏感恩、知足的心，得到利益以後不但不會滿足，而且還會嫌棄別人把不要
的東西送給他們，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此外，我們也要常常想到，自己的福報是從過
去生中帶來的。所以，這一生要好好的惜福、培福，不要糟蹋了自己的福報。 一 個真正
知足的人，能夠瞭解「進退自如」的道理。退的時候，他不會怨天尤人，也不會認為是老
天瞎了眼、自己生不逢時；進的時候，他則會心懷感謝地想：「如果不是我過去修來的福
報，就是別人對我太好了。因為得到許多人的幫助，我現在才能這麼順利，無論得多、得
少我都很感激。」 所以，一個人如果不培福、惜福，卻老是在享福，福報就會愈來愈
少，幸福的日子總有結束的一天。一個懂得知足、惜福、培福的人，當遭逢逆境時不會抱
怨，在一帆風順時則懂得感謝，無論何時何地都感到心滿意足，才是個真正幸福的人。 

                 --- 摘自《真正的快樂》 
 

 

【聖嚴法師開示】               不放棄自己 

 
問：導演李安近年非常風光，但他在成功之前，有六年時光是失業在家的。您當年也曾無
處可去。在情勢看來黯淡，別人都不看好時，如何能有自知之明，堅持走下去呢????    
    
答：其實，我當年並不是完全無處可去；而且我也相信「天無絕人之路」，我一 向如此
相信。所謂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還可以轉；如果連身子都動不了，至少我的心還是自
由的。所以，「無處可去」最多是在當下，在人生的某段時間走到山 窮水盡。這樣的情
況在我的人生裡不只一次，而且常常如此。我有個信心，就是在窮途末路、命運走到了谷
底，我卻覺得正好是往上的時機。雖然已到了谷底，但不代表沒有路走，還可以從谷底找
路往上爬。你可以往上、往下走，往左、往右走。但如果不走，就真的永遠待在谷底了。 

 
因為有這樣的信念，我常常在逆勢、打擊、挫折出現時，感謝它。逆勢可以用努力化解
它，可以迴避它，也可以把黑夜當作白天來過。我不會用蠻勁來對抗逆勢，或者採取衝擊
突圍的方式。也許我的膽子小，體能也不強壯，所以不會靠蠻勁因應，而是以時間爭取空
間。不要急，等一等，他又峰迴路轉了。就像在山中遇到大霧， 不要莽撞，想要衝出濃
霧，太危險了；只要耐心等待霧散了，就可以辨別出方向，找出路來了。 
 
我對自己的未來不曾抱太高的期待，不會為自己設下「幾年內一定要達成一個什麼樣的標
準」，但是我有大方向，盡心盡力努力下去。因為對未來，會出現什麼樣的因緣，我沒有
辦法預料。就像武俠小說裡的主⻆，離開師父下山了，前途未卜，遇到狀況就應對，至少
要練習自保，讓自己有一條活路走。活下去，就有前途。不放棄自己，繼續往前走，就能
走出活路來。所以好多武俠小說的主⻆經歷折磨，反倒成了一代武林宗師。我想，成功的
人並不是只靠好口才、有偉大的事業目標就能成功。成功的人做是應該是器而不捨，再接
再厲，認準方向，隨機應變。 
 
我不知道李安是如何成功的。但就我自己來說，我只知道，在我還沒死以前、身體還能動
時，我朝著我的大方向繼續奉獻，繼續努力。如果有人感覺到我是成功的，那不是我的關
係，我只是配合時代環境的需要，完成一些事而已。  --- 摘自智慧隨身書《家庭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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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程法師的佛法開示                     林果開 

 
九⺝十九日繼程法師的佛法開示, 與大家分享如下. 

 
反求諸己, 找對修行法門 : 
 

許多人學佛多年, 知道要讀經、念佛、禪修, 也知道不少理論, 卻不知道為什麼這麼
做. 心中的信願不強, 似乎缺少什麼力量而不夠精進, 其關鍵就在於“自己”, 因此首先就
是要瞭解自己的資質程度. 當初佛陀以不同的方法來教導不同根器程度的弟子, 我們若能
先明白自己的程度, 去找到與自己相同程度的佛陀弟子, 他當時受教的經典, 依照佛陀教導
他的佛法來學習, オ會如魚得水般的學到契合自己的修行方法而相應受益. 不要在對自己
都不瞭解時, 就隨便去拜師, 隨眾人去依某部經典或用某一種法門修行. 如此就不會因為不
受用而時常更換經典、修行方法或教派了. 
 
探苦的根源, 堅定修行之心 : 

 
我們若能明白“苦”的真義, 真正體會到人生是苦多於樂, 才會升起堅定修行的意

願與力量, 而想要去滅苦的根源, 才會自動自發的練習打坐與禪修, 才能知道如何恰當的處
理自己的問題. 一般人所理解的情感上及情緒上的苦, 包括了害怕會與所愛的人分離, 在快
樂時擔心快樂時光即將過去, 在與人互動的日常生活中, 心情上的煩、擾、亂, 為了保存所
愛之物以及當財物損失或敗壞時的苦惱, 以及行事若不如預期或不順利時之苦等等. 

  
再進一步的觀察自己內心的變化, 會發現我們的心念不能一直保持在同一個狀態. 

是不斷在變化的. 例如當我們去追求喜歡的人、事、物時, 是為了追求快樂的感受, 得到後
又花許多心思去保有. 過了一陣子, 卻發現自己不再那麼喜歡這擁有物了, 又不願喜新厭舊, 
想捨棄又可惜. 這種種心思不定、費心力的過程會快樂嗎? 心在波動中產生了苦受, 樂受很
快的就過去了. 每天就如此心境起伏、苦樂交替的生活著.  

 
若能時常觀察苦的覺受, 諸如不知何時會失去的苦, 在取捨時或做決定時心中掙扎

的苦, 而去深層的探討自己內心的苦時, 方知“苦”是產生於我們心造作的過程, 這種心念
投射至外境時的苦樂反應, 起緣於我們理智上無明“我見”的迷惑與執著, 起緣於我們情
感上的愛與染著, 起緣於對你、我、他的分別心與比較心而產生的傲慢心(包括在理智上為
一體的自卑與傲慢, 以及引發出情感上的哀與恨). 因迷惑與染著使我們不能除去內心深處
的不安, 這種內心深細的不安即是苦.  
 

能明白苦的真諦, 而能體會到“無常”的真理, 才不會修行得不知所以然(譬如為何
要持戒、布施、打坐), 才能看到問題的本質. 若能時常由現實中, 去觀察自己身心運作的過
程以及五蘊和合的作用, 就能了解到“緣起”的真理, 並能明白惑、業、苦及十二緣起的
流轉運作, 而發願去滅掉苦的根源-迷惑、染著, 在理智上破我見, 在情感上破我愛, 在意志
上破我慢. 依照三法印來修行才有力量, 依八正道(中道) 修行而能得證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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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就是「不用大腦做思考」               林果常 
 

我們的心經常是在蠢蠢欲動的狀態，所以我們會用「心猿意馬」來形容它。但就像
家裡養的狗一樣，若從來沒有被訓練，你要它安靜下來，是不可能的事。受了訓練之後，
它才會聽話，叫它坐下的時候，會乖乖的坐下來。我們的心也一樣，需要經過訓練，才能
被駕馭管制。 

 
心念如瀑流，根本無法停留，並且往往從四面八方，毫無秩序的生起，根據科學家

的估計，我們一天當中會有六萬個念頭。依照佛教的觀念，則有粗念頭，還有不易察覺的
微細念頭，根本無法計算。西方科學家認為六萬個念頭當中，有 95%是重複的念頭，即
昨天、或前天也動過的念頭，就像唱盤一樣，一直在重複。還有一項發現是 80%以上的
念頭是屬於負面性質，即對人毫無益處，甚至會損害身心健康。 

 
佛教不認為心就是大腦，但卻承認心識活動，往往是依靠大腦表現。心念的生起就

是神經細胞的互相連結。人類不到三磅重的大腦，佔人體體積不到 2%，但卻消耗人體所
吸收 20%的能量，比心臟 10%、肺臟 10%、腎臟 7%還多，幾乎不成比例。由此可以印
證，近代人為什麼那麼容易疲勞的原因。 

 
不久前法鼓山美國 LA 分會與天主教團體，在其避靜中心 Mary and Joseph Retreat 

Center 聯合舉辦禪三活動，由常悟法師主持，有 45 人參加，西方眾超過一半以上。美國
不景氣，已有一段時間，嚴重影響我所經營的公司營運，不得不整天到晚，思考如何解決
遭遇到的困境與問題。這次禪三，便成為給我做內心觀照的好機會。星期五晚上是報到，
星期六早上等於是在做暖身運動的心理準備。在中午用餐前，常悟法師，提醒我們，這幾
天因為一切起居飲食都有人照顧，不用操心，所以要我們把心放在唯一要放的地方，也就
是放在正在使用的禪修方法上。這類交待，以前我參加過禪三、禪七、禪十時，主持法師
應該也都提過，但是這一次似乎特別的清楚。 

 
我所使用的是默照禪，觀境的方法。即是把整個我所處的環境當做我所觀照的對

象。也就是說要隨時清楚知道在此環境中，所發生的一切現象，但心不會被其中的任何一
項活動所影響或受繫傳。環境裡的活動包括外在的活動，即會被五官接觸到的色、聲等五
境，以及內在心念的生滅。一旦有察覺時，盡量不讓第二念生起，讓心時時保持在寬廣開
曠的狀態，就像在晴朗無垠的天空，念頭的生起就好似一片白雲的出現，看到後就讓它慢
慢消失。 

 

打坐有兩大障礙，一是昏沉，一是雜念。這次禪修期間，睡眠相當充足，沒有昏沉
的問題，唯一我必須對治的是雜念。聽了常悟法師的開示之後，我便開始用心使用方法，
不但在蒲團上，吃飯、走路及任何行動，我都盡量保持在「不觸事而知」的狀態，每次在
察覺有念頭生起時也儘量不使其產生第二念，儘快回到方法。 

 
星期日下午，法師帶我們去戶外，海邊練習直觀修行。我就把觀照的對象改換成一

塊石頭，所謂直觀、簡單講就是練習「觀到了什麼，就是什麼」，不要給它名字、標籤、
形容、比較。在修練當中，不是要求結果，只要體驗過程就好。在開始的時候，我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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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的念頭，但慢慢的就似乎與它融為一體，不會有對立的感覺。因為已經有一天以
上觀境的練習，所以做直觀時，自然就駕輕就熟，相當得力。 

 
「不用大腦做思考」是在使用直觀與默照的觀境方法時，最大的原則與關鍵。以前

只是在文字上或知識上，我有認識與瞭解，直到這次禪三，才真正有很親切的體會。 
 
直觀的訓練，因為「不用大腦做思考」所以能減少一個人身心能量的消耗，但最重

要的還是，這種訓練，可以讓人的心胸開放，可以比較不受成見的束縛，故在對人事的處
理上會有幫助，以後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會儘量記得，隨時應用。 

 
禪三心體驗                             潘秀媚 

 
今秋道場在Palos Verdes 山上，一個遠離塵世的天主教避靜中心舉辦禪三，我很好

奇，同時也希望給自己一個親身體驗的機會。自從一年前開始學打坐，一直沒進步，主要
是不用功。 於是報了名, 不久便收到通知：禁語，穿中性色衣服，不能用香油香水，
Ashley師姐還特別叮囑要我在家早晚練習打坐，她是怕我吃不消。 報到當天和四位女士
搭了一位美國菩薩的便車上山，整車的人都是首次參加, 尤其這位美國菩薩一路上一直擔
心受不了兩天的禁語。大家卻都報名了，一路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害怕…心想禪修近年來對
中外人士還真的很有吸引力。 
 

果然，晚上七點集合時，除了法鼓山的師兄師姐，加上天主教避靜中心的中西方
眾，年齡包含老中青，一共四十五位。常悟法師專程從台灣來主持，清瘦的她，聲音不
大，卻字句清晰，英文非常流暢，平易近人。她先是詢問我們對這次禪修的期望，對它有
甚麼看法與認識？過去有打坐過嗎？這次有一半的學員是初學者，所以法師特別在一間的
教堂內給初學者講解打坐的基本方法，她強調身體放鬆的重要，重複地述說如何放鬆各個
部位，也介紹了數息的基本方法， 呼吸要自然，不用勉強或急著去用方法。打坐與禪修
的目的，是為了放鬆，消除胡思亂想，把心靜下來。排除煩惱與雜念後，一個人才能產生
明銳的觀察力，所謂定後能靜，靜後起慧。常悟法師以平靜的語調，娓娓道來，讓我們著
實放鬆不少。 
 

監香菩薩, 雖在早上六點半打板，叫大家進禪堂, 但有些菩薩早已靜靜的在禪堂用
功多時。進齋堂用餐時法師細心的引導我們要注意食物的口感，味道，注意嘴的運動，提
醒大家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都可以訓練專注。法師同時也教我們走路禪，先是放慢腳步，
注意走路時前後腳板碰到地上，小腿，大腿，膝蓋，髖部在走動時的感覺。然後是一般速
度的散步，注意手腳的擺動，身體各個部位的感覺，眼睛，鼻子，耳朵都在吸收花園內的
一切，如玫瑰花的色香，小鳥的鳴叫。我們跟著法師，如小學生般歡喜，享受著走路禪的
自在悠閒。 
 

每個晚上，在法師的關懷詢問下，各人抒發打坐時碰上的困難，有人說有太多的胡
思亂想，不知如何控制。也有人說坐久了腰酸背痛或腳痛，我是坐久了會昏昏欲睡。法師
建議胡思亂想的人，回到數息上，她說其實不用強行控制，就讓他自然來去，如雲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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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如果念頭太多，還可以面對它們，把它們一一歸類，如屬於貪的，屬於瞋的，屬於愛
欲的。至於疼痛，可檢查姿勢是否正確，有些人如盤坐有問題，可以坐在椅子上。如昏
睡，可伸直腰背，打開眼，或睜眼直到流下淚水，保證不睡。也可能是室內空氣不好等
等，如果實在太累了，乾脆讓自己睡一段，不用掙扎。法師很照顧到我們初學者，每次只
坐半小時，讓我們不會太難受。第二天的午後，法師還讓我們徒步去海濱，一面訓練走路
禪，一面享受陽光海風，在靜坐後更能欣賞自然的美。法師強調打坐的目的，是訓練我們
活在當下，不計較過去，也不為未來擔憂，學習沈澱自己的思想。如果我們連自己的思想
都管不住，還能做得了甚麼事呢！法師在兩天內帶領我們做的早晚課，教導大家如何行禮
跪拜，保持謙卑平和的心，讓眾人認識佛教的禮儀。 
 

三天的禪修體驗，回顧起來似乎太短了，個中滋味有如初學游泳，呼氣換氣及手腳
如何配合都需要時間來訓練。法師鼓勵大家定時打坐，先從每天十五至二十分鐘開始。法
師預告明年七⺝將舉辦七日禪，大家都很興奮，舉手表示參加的人還不少呢。 

 
【電影禪心得分享】   

                            讓老天笑出聲音來                   徐松梅 

 
影片「左賀的阿嬤」在一聲孩童絕望的哭聲中展開，好像是一部悲劇片。從年幼的

島田洋七含淚坐火車到佐賀，跟著阿嬤一起過日子開始，阿嬤的種種創意, 就使觀眾的笑
聲不絕於耳。  

 

阿嬤說：「窮有兩種，窮的消沉和窮的開朗。我們家是窮的開朗，而且和後來才變
窮的人不一樣，我們不為窮擔心，卻有自信，因為我們家祖先可是世世代代都窮的喔。」
果然歲⺝如歌，有如流經阿嬤家旁的清澈小溪，載著快樂，也載著應付貧窮的幽默，平靜
的哼著歌曲流過。阿嬤知道很多與貧窮和平相處的訣竅, 這些窮人的智慧也可以像書香世
家一般的代代相傳。 

 
和阿嬤在一起的日子裡最開心的事, 莫過於「可以不唸書」；「只要成績單上不是

0 分就好囉；1 分啊、2 分啊 …，加在一起就有 5 分啦！」；阿嬤還說「別太用功！太用
功會變成怪癖。」多麼了不起的創意！阿嬤將孫子從考試的壓力中解放了出來，成就了他
後來的喜劇人生。 

 
很少人能有像佐賀的阿嬤這般窮而不困的燦爛人生，人活著重要的不是物質，而是

心的感覺。大家都想過美好的人生，這一點並不難，只要樂觀看待一切困境，面對它、接
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津津有味地享受眼前的食物及已擁有的一切，每天都笑著過生活
就行了。雖然阿嬤總是笑著過生活，讓老天都笑出聲音來。當孫子長大了，要離別去廣島
時，她也不禁望著孫子的背影哀嚎「你不要走嘛! 你不要走嘛!」令觀眾也為之心酸落淚。 

 
這部純樸的電影, 擴展了我們的視野, 對於令人畏懼的“窮”有了新的詮釋. 原來可

以這般甘之如飴的過窮日子, 不但學到清心寡欲的人生哲理, 還從中發掘出幽默的樂趣,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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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富足充滿笑聲的精神生活。我們每次「電影禪」放的都是令人難忘又回味無窮的好電
影，真希望能與更多的師兄師姊來共同欣賞，以及心得分享。 

    
【【【【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        法鼓文化每法鼓文化每法鼓文化每法鼓文化每個個個個⺝皆⺝皆⺝皆⺝皆有新書出版有新書出版有新書出版有新書出版, , , , 歡迎借閱或請購歡迎借閱或請購歡迎借閱或請購歡迎借閱或請購    
                                                                                                                        

直樸溫馨的感動                                     曉亞 

《我的西遊記–阿斗隨師遊天下 3》    

 
         在道場值班時，看到書架上一本鵝黃色新書，非常搶眼，是十幾年來跟隨聖

嚴師父以影像、文字紀錄其世界各地弘法足跡的張光斗先生又一新作《我的西遊記―阿斗
隨師遊天下 3》。相較於先前兩本隨師遊天下側重於行旅的點滴介紹與寫實的紀錄，《我
的西遊記》多了作者內心情感的表露與師父間真誠互動的著墨，讀起來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與觸撥人心弦的感動。 

          
張光斗師兄大概與聖嚴師父有宿世因緣，今生得以有此特殊機緣能隨侍師父身旁，

伴隨他走遍歐亞美各大洲，貼身近距離觀察師父弘法行旅與各地信徒之間的交流互動，風
塵僕僕各處宣揚佛法的奔波辛勞、為了眾生盡形壽獻生命的慈悲大願，近身左右的作者看
得最分明體會得最深刻，而透過他生動幽默的文字介紹，我們得以一窺聖嚴師父許許多多
除了對佛法苦口婆心的教化之外，還有平常無緣得知的處事哲學、生活上處處流露的慈藹
悲憫。在他的筆下，師父有時候是關懷十方眾生的和藹高僧，有時是高手過招學富五車的
嚴謹學者，有時是硬撐著病弱身體意志堅強的超人英雄，有時像是帶著一群孩子出遊呵護
每個人的大家長。傳法高僧、慈悲的老人、嚴厲的師父、睿瑞的學者、和煦的老父…，這
麼多的影像重疊在一塊，像是拼圖一般，栩栩如生將聖嚴師父的身影交織成一幅幅生動的
圖影，其中，有令人會心一笑的風趣，有讓人肅然起敬的觸動，有溫馨幽默的片段，更有
處處令人飆淚的感動。 

         
在日本高速公路交流道休息站，長途奔波身心疲憊的師父還要督促每個人用餐，要

確定大家面前都有一碗熱騰騰的湯麵時，才放心食用自己的餐點；在勘驗法華鐘時，高齡
七十幾歲身體嬴弱的老人家，竟然爬上鷹架巨細靡遺裡裡外外檢查法華鐘的每一分每一
吋，鐫刻經文字體深度與距離，實事求是的精神震懾了在場每個人；在北京大學當阿斗師
兄遲到捱了師父罵後心裏懊惱沮喪時，已在湖中石舫上的師父還回頭逗他快點上船，「師
父要帶你度到西方去喔…」。這種種生活化的素描，豐富了聖嚴師父的多面向，也讓讀者
透過這樣的細膩描寫深深體會一位在師父身旁弟子眼中的尊崇孺慕情感及複雜深刻的感
懷。         

作者說：「一直到了 2006 年師父抱病飛往紐約那一趟，我才真正憬悟到，也許隨
師父遊天下的旅程已逐漸步入交響樂最為悸動、激昂的一篇樂章；指揮家顫抖卻直指天頂
的雙手是在明示，也在暗示，如天籟般的樂曲遲早會有落下休止符的一刻。」 

         
也就是在 2006 年底師父身體開始走下坡時我進入了法鼓山，從未有機緣能夠親炙

師父至海外講經說法的風采。書上寫著，位於台灣東北⻆的法鼓山在冬季經常是寒風交雜
著細雨的陰雨綿綿氣候，回想兩年前的冬日回台灣第一次上山，車子剛拐進上金山的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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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大雨即刻傾盆而下，擋雨刷瘋狂來回揮舞，視野幾乎吞沒於不斷從天而降豆大雨滴
所圍築起來的雨簾中，心裡嘀咕著，怎麼第一次上山朝聖就天公不作美，旁邊好友突然吟
起《讚地藏菩薩偈》中的字句：「南方世界湧香雲，香雨花雲及花雨，寶雨寶雲無數種，
為祥為瑞遍莊嚴…」片刻間，這些惱人的雨水彷彿盡皆化為了甘露，洗淨了千山萬水，洗
滌了我們從塵囂帶上來的世俗塵垢，帶著一身清淨，以本來面目面對菩薩，面對眾生，面
對自己。而相較於第二年於夏日蟬聲(禪聲？)唧鳴中再度上山，那樣一個風雨交錯中冷冽
清明的法鼓之行，反而深深鐫印於腦海中更讓人難以忘懷。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法鼓山的故事。《我的西遊記》是張光斗師兄透過其淺白

而精準的筆，如實紀錄聖嚴師父行腳與作者內心裏的觸動，這是一本質樸溫馨而令人感動
的書。在字裏行間，每個人都會重新拾起那份最初接觸佛法、走入法鼓山的情感與記憶，
值得我們細細閱讀與分享。 

 
                          佛學初階導讀 -「學佛五講」心得分享            施常敬 

         
「老公，再不快點；佛國之旅的行前說明會就要開始囉！我可不想落掉行前說明會

然後腦袋空空什麼都沒準備就起程了。快點啦…」咳呀呀~  還有半小時呢，真是的。急什
麼急呀。第一堂課，不會有什麼人來！我心裏一邊嘀咕著，一邊趕緊還是跟隨著太太出
門。誰知一到法鼓山的會場我整個都傻眼啦，雖不是滿山滿谷的人，但是人多到座無虛席
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呀，我也只好認命的坐在門邊，努力地將耳朵拉長一點。 

 
這次「佛國之旅」是由常延法師依據聖嚴師父所規劃的路線―「學佛五講」而帶領

我們走一趟的，這旅程主要是為了初次造訪佛國的旅客所設計的，但旅行團當中，有人不
僅已對佛國了解甚深，甚至連應搭乘的交通工具都已瞭若指掌，沒有必要參加這旅行團，
而他們也都能安排自助旅行。不過，由於法鼓山特別用心幫團員們找來了三位導覽員，使
許多人都覺得能夠跟著他們再遊覽一次也不錯而報名上課，不僅是有導覽員對所到之處做
重點式的簡介，又可和同行的人分享所見所聞的心得，比起自助旅行還要有趣且收穫更
多。 常延法師說「學佛五講」這套教材， 是一趟佛國之旅， 所以前面幾次上課可說是這
「佛國之旅」的「行前說明會」，導覽員淨文師姊、淑良師姊、與Jeff師兄， 除了讓團員
們先藉由簡短介紹自己參加這個行程的目的與計畫，來讓團員間互相認識之外，也透過對
每個人的初步認識，而能請對佛國已略有認知的團員們，一路照顧與扶持初次造訪的團
員，讓他們不至於因對佛國的陌生而心生退卻，這個細心的服務真的很讓人窩心。 

 
除了詳細的行前說明會，使我們先具備宗教的常識，並且認識佛教與概況。導覽員

也藉著對佛國之旅的路線說明，讓我們能夠一探佛法的根本內涵，並指出讓生命獲得解脫
安樂自在的途徑，加上透過和參與佛國之旅團員們之間的互動，我們也更能了解佛法的人
本立場，與人間佛教的人生觀、世界觀及心理觀，進而對於建設佛化人生的正覺生活，以
及出世解脫的修行方法，能有更深一層的體悟與運用。這也難怪這次的旅行團會大轟動而
造成大爆滿啦。 

 您若想參加「佛國之旅」但卻錯過了前幾次的「行前說明會」，別緊張，道場有
常延法師的演講ＣＤ供大家請購或是借去聽。此外， 在這裡和您分享幾個「行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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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有趣話題。例如：“佛教是宗教嗎？” “佛教是一種偶像崇拜的信仰嗎？” “您
本人或家族在生活上有什麼禁忌嗎？例如數字的4不好，8比較吉利。”“您相信鬼、
神、靈的存在嗎？”藉由話題的討論，及親身經驗的分享， 讓團員們仔細的思考，當我
們碰到了不可思議的現象時，我們應抱持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心態去
處理？家人或朋友過度迷信時你又該怎麼辦？ 

 
 「學佛五講」的佛國之旅， 就是讓我們用開放的心， 撥開遮蔽的耳目，放下心

中預設的目標， 而能慢慢地享受與體會這趟行程的每一步。讓每個參與這佛國之旅的人
在行程中，能產生對佛法的正知正見、學習到佛學的基本常識，也能培養出多聞正法的習
慣，更能激勵大家多多參與佛教的教育活動，並近一步的落實護法護教的信願。因此，想
參加的您還猶豫什麼，不管人再多，在這個佛國之旅的行程中，永遠都會為您準備一個座
位的。 

* 1 ⺝起將正式進入主題, 上課時間為第一個 及 第二個星期日下午 1-4 pm 歡迎插班就讀 

 
【活動內容預告活動內容預告活動內容預告活動內容預告】 

    

心安平安迎新春心安平安迎新春心安平安迎新春心安平安迎新春        
 
「懺除舊歲貪嗔癡, 迎春修福戒定慧」道場於 1/10(六) 起將舉辦拜懺祈願法會暨 
持咒 108 遍, 為世界和平及    聖嚴師父祈福聖嚴師父祈福聖嚴師父祈福聖嚴師父祈福. 

 
 

1 ⺝ 10, 24 & 31 
星期六 

1 - 4 pm 祈願法會    
（持大悲咒 108 遍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1 ⺝ 11, 25 & 
2 ⺝ 1 日    星期日 

10 am-4 pm  拜懺祈願法會    （ 大悲懺暨持咒 108 遍） 

 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禪坐共修禪坐共修禪坐共修禪坐共修 

           

一⺝起將增加聖嚴師父禪修系列影帶開示, 從基礎方法到禪十開示. 請把握機會： 
舒緩身心  卸除塵勞 暫別過去未來的纏繞  享受半天一天 不同於慣性的心靈步調-- 
 
禪坐共修 每星期四 晚上 7:00-9:30 pm 

每星期六 早上 9:30-12 (一⺝暫停) 

精進禪一 第四個星期日  9 am – 4 pm 

浮生半日禪 三⺝起第二個星期日 早上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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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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2/14  2/14  2/14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連續六堂課, 完整漸次地教授禪修的觀念與方法, 讓您學會如何擺脫壓力,  
體驗放鬆, 享受清楚, 安定的禪味人生！ 
【時間】 星期六下午 1:30-4:30 （2⺝14, 21, 28 & 3⺝7, 21, 28） 
【課程】由毛靖及林博文兩位菩薩共同根據聖嚴師父編寫的教材, 重新整理成六堂      
課, 歡迎大家回來溫故知新, 並鼓勵親朋好友珍惜開課因緣一起來學打坐.  
【需知】免學費, 敬邀隨喜贊助道場. 名額有限, 請先電話/email 報名即可.  

    
法會共修法會共修法會共修法會共修 

一⺝起共修時段將增加聖嚴師父念佛共修系列影帶開示, 內容包括「念佛與成佛」,  
「信心與願心」, 「共修念佛的功德」, 及「念佛的方法」等… 
 

大 
悲 
懺 

第一星期日 
早 10-12 

在於持誦〈大悲咒〉二十一遍, 透過一心不亂的持誦, 虔誠祈求加被, 
在稱念的同時, 體驗諸佛菩薩的本誓願力, 進而反觀自身內心, 去執
著、消業障, 當能生慚愧心, 發菩提願. 
 

念 
佛 
會 

第三星期日 
早 10-12 

「若能修持阿彌陀佛念佛法門而蒙佛眷顧, 便能在一切時、一切處、
永遠而普遍地用智慧和慈悲之光, 給我們平安、勇氣、毅力、健康、
幸福、歡喜、快樂、清淨, 而且是無比的、最好的、不可思議的。雖
有愚昧的眾生拒絕他（阿彌陀佛）, 他則永遠不會對任何眾生失望。
眾生如果有了煩惱障礙, 有了業障現前, 只要持名稱念阿彌陀佛聖號, 
便會心開意解, 心胸豁達。」 

 
機關團體機關團體機關團體機關團體----禪修教學申請禪修教學申請禪修教學申請禪修教學申請    

    

為了讓更多人能接觸學習禪修、體驗禪修的好處，除了個人可報名參加我們定期開設的課
程之外，亦提供禪修教學申請，請講師前往公司授課，歡迎提出申請。 
 
【課程1】禪修指引 2小時 

 短短兩小時, 以輕鬆活潑的方式, 讓大家對禪修的觀念和方法有初步的認  
 識與瞭解…以運用在生活上, 懂得如何讓壓力減輕, 身心自在. 在工作上,   
 學習如何專注又放鬆、輕鬆提高工作效率…. 課程進行中不具任何宗教  
 儀式, 也沒有性別、年齡的限制完全著重在禪修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課程2】法鼓八式動禪（立姿 / 坐姿）2小時 
 聖嚴師父根據自己多年的禪修經驗發展出來的八式動禪，讓一般人可藉  
 由運動體驗禪修的心法。除了可健身外，主要目的在學習如何在動中放  
 鬆身心，學習在日常動態的生活中，運用動禪方法保持身心的安定自在. 

 

【需知】免學費. 團體人數至少15人以上方提供申請。詳情請電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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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月-2 月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29 

 
 

道場開放時間： 

週二-週五     10am - 3pm 

週六-週日     活動期間 
 

3        4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5 6 

 

7 

 

8         

 

禪坐共修 

  7-9:30 pm 

 

9 10    

 祈願法會   1-4 pm 

（持大悲咒 108 遍） 

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11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12 13 14 15       

禪坐共修 

  7-9:30 pm 

 

16 17-18                                      

華人工商展 10 am-7 pm                                               

 

19 20 21 22       

 

禪坐共修 

  7-9:30 pm 

 

23 24  

 

 祈願法會   1-4 pm 

（持大悲咒 108 遍） 

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25   

   拜懺祈願法會 10am -4 pm  

  （ 大悲懺暨持咒 108 遍） 

    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26 27 28 29       

 

禪坐共修 

  7-9:30 pm 

 

30 31            

 

祈願法會 1-4 pm 

（持大悲咒 108 遍） 

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2/1      

    拜懺祈願法會 10am -4pm 

    （ 大悲懺暨持咒 108 遍） 

迴向世界和平師父法體安康            

2 3 4 5         

禪坐共修 

  7-9:30 pm 

 

6 7  

 禪坐共修  930-12 am 

8      

      念佛會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9 10 11 12      

      禪坐共修 

  7-9:30 pm 

 

13 14        

  禪坐共修  930-12 am 
 

  禪訓班 130- 430 pm  (6-1)  

15  

      半日禪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16 17 18 19      

 

禪坐共修 

 7-9:30 pm 

      

20 21      

 

禪坐共修  930-12 am 
 

禪訓班 130- 430 pm  (6-2) 

 

22       

一日禪  9am - 4pm 

 

23 24 25 26   

 

禪坐共修 

    7-9:30 pm    

 

27 28     

 

英文禪坐  930-12 am 
 

禪訓班 130- 430 pm  (6-3) 

3/1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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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事】 
 
* 您若是願意由 email 收到我們的“ 法鼓雜誌”與“南加州法鼓通訊” 
而不需收到此印刷刊物, 以便節省紙張, 推廣環保. 
感恩您 email    至 ddmbala@gmail.com 通知此訊息  
 

* 道場開放時間 : 星期二至星期五 10:00 AM - 3:00 PM 
                       星期六, 星期日   活動開放時間 
   歡迎您於道場開放期間, 來圖書館借書, 或請購法鼓文化出版的圖書(每個⺝都有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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