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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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眾佛子共勉語 

信佛學法敬僧、三寶萬世明燈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知恩報恩為先、利人便是利己 
盡心盡力第一、不爭你我多少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 
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好 
為了廣種福田、哪怕任怨任勞 
佈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 
時時心有法喜、念念不離禪悅 
處處觀音菩薩、聲聲阿彌陀佛 

將這二十句共勉語熟讀背誦，並了解其中涵義，不但可自勉自
勵，也可勉勵他人。如果每位信眾都能實踐這些理念，並廣為傳
播，就是自利利它的菩薩行。 

聖嚴法師對生死的談話聖嚴法師對生死的談話聖嚴法師對生死的談話聖嚴法師對生死的談話    

（2008/2/23 聖嚴師父與單國璽樞機主教對談） 

未來如果有人提起未來如果有人提起未來如果有人提起未來如果有人提起「「「「聖嚴師父聖嚴師父聖嚴師父聖嚴師父」，」，」，」，希望他們如何記得您們希望他們如何記得您們希望他們如何記得您們希望他們如何記得您們？？？？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聖嚴法師聖嚴法師（（（（以下稱師以下稱師以下稱師以下稱師）：）：）：）：希望別人怎麼記得我？我從來沒有考慮
過這個問題。事實上，我們對於歷史人物，所能夠留下的記憶非
常有限，況且我能不能成為一個歷史人物，都還是個問題。 

雖然有人抬舉我，說我是歷史性人物，未來一定能在歷史上留
名。但是，即使在歷史上留下記錄，也不一定能為後人所記憶，
而且將來的人怎麼看我、怎麼記得我，可能有多種分歧的觀點，
即使是現在，大眾對我的看法，一百個人也可能有一百種看法。 

再說，未來也要蓋棺才能論定，現在講這些都是多餘。人死之
後，還去在乎後人是不是記得自己，根本毫無意義，也不重要。    

問問問問：：：：要如何真實的活在當下要如何真實的活在當下要如何真實的活在當下要如何真實的活在當下？？？？    

南加州 
 

法 
鼓 
通 
訊 

 
第 40 期 

 2009 年 03 月 01 日 
法鼓山美國護法會 

加州洛杉磯分會     

www.ddmbala.org 
 

Tel / Fax : 626-350-4388 
 

9674 Telstar Ave. # C 

El Monte, CA 91731 
 

聯絡人: Ashley 江 

總編輯: Alice 王 
ddmbala@gmail.com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2 

師師師師：：：：在時間上，是有過去，也有未來，但是過去已經過去了，未來還沒有來，這不是很
空虛嗎？但是如果只講現在，而否定過去或未來，這也是錯的。 

以個人來講，從父母生我們的那一刻開始到今天，就是我們的「過去」；對宇宙而言，它
的開始，科學家提出是因為宇宙大爆炸而形成的，但是大爆炸以前是什麼，我們無從得
知，只能依據科學家的論點來理解，然而這些都有過去的。 

過 去的事，現在已經捉摸不到。以我親身的經歷來講，譬如我的出生地，現在是在長江
底，淹沒在水中，看不到了。我七十來歲時，曾回大陸去看我童年成長的地方， 那裡的
建築、河道、樹木、地形、地貌都變了，人也不認識了，如果有照片的話，過去只能在照
片裡看到，或是只能存在記憶中了。 

而未來還沒有來，只能夠想像，但是想像並不等於現實。譬如我們到訪一個陌生的地方之
前，可能已經開始在腦海裡想像那個地方的人、物和建築，等實際到達以後，才發現想像
與現實是有差距的。 

因 此，過去、未來都是虛幻的，活在當下、把握當下最重要。當下是什麼？譬如我現在
是個和尚，做一日和尚就要撞一日鐘，我的責任是什麼？職務是什麼？工作是什 麼？所
處的環境如何？位於哪一個時間點上？都不能跟這些脫節。我要把握我現在的生命、現在
的環境，負責任、盡義務，也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把握當下。這樣 的話，我是非常積
極的，不會空虛，不會落空，也不會失望。 

人所以感到失望，是因為夢想未來，結果未來跟夢境不一樣，所以失望。活在當下，就是
做未來的夢。活在現在是最快樂的，如果放棄現在，老是回憶過去或幻想未來，那現在就
會落空，這是非常悲哀的一樁事。 

問問問問：：：：就佛家的因果觀念來說就佛家的因果觀念來說就佛家的因果觀念來說就佛家的因果觀念來說，，，，請教您會如何看待這次的病情請教您會如何看待這次的病情請教您會如何看待這次的病情請教您會如何看待這次的病情？？？？您又是如何轉念來接受您又是如何轉念來接受您又是如何轉念來接受您又是如何轉念來接受
這樣的結果這樣的結果這樣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您有沒有沮您有沒有沮您有沒有沮您有沒有沮喪過呢喪過呢喪過呢喪過呢？？？？ 

師師師師：：：：從單純的因果觀來看生病，是非常消極的，好像是我過去做了什麼壞事，現在要受
生病的果報。雖然這種解釋法不能說錯，但也不盡然正確。 

譬如釋迦牟尼佛來這個世上度眾生，但是他的一生之中，經歷很多的苦難；又如玄奘大師
到印度留學取經，一路歷經八十餘難，難道這是因果業報嗎？是因為他過去做了壞事，所
以這一世要遭受苦難的果報？ 

另外，我們也看到歷史上許多高僧，都是從艱苦之中走出來的。有位古德曾說：「不經一
番寒徹⻣，那得梅花撲鼻香！」這就是說，對佛教的修行人而言，不論是發願成佛或者成
為一名高僧，都必須經過苦難的試煉，許多例子皆是如此。 

剛過世不久（2005 年）的印順法師，他十多歲起即患了結核病，他的一生都是在吃藥打
針中度過，跟醫藥結了不解之緣。但是也因為經常害病，體力孱弱，因此專志投入於佛經
和學問的研究，最後在佛學上有相當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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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一生雖然比不上他們，卻因為生長在戰爭不斷的時代和環境中，所以我的一生也都
是苦難。我一出生就不健康，到了五、六歲還不會講話，在八、九歲之後才開始 讀書。
我雖然沒有讀過中學和大學，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最後到日本取
得了博士學位。在這段期間，我的健康情況仍舊不佳。 

不論是到日本或是到美國，我都是在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下，赤手空拳的努力。當時佛教界
並沒有栽培人才的概念，因為本身沒有人，也沒有力量。而我見到佛教如此衰微，只有鞭
策自己更努力，同時我也發願，我自己未能讀大學，但是將 來我要辦大學，使得所有的
出家人都有學位。 

以這個過程而言，是因為過去我做了壞事，所以要懲罰我嗎？不是的。反而我很感恩這一
生有此際遇、有此一生，感恩佛菩薩為我安排了這樣一個生命的歷程，讓我有機會奉獻。
我三十多歲時已經寫了很多書，這幾十年來，即使再忙、再累，每年還是會寫幾本書，所
以到現在我已經寫了一百多本。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果嗎？其實是佛菩薩給我的使命，
也是我自己從小發的願心。 

我 從小就有一個願心，我想「佛法這麼好，但是誤解的人卻這麼多！知道的人這麼
少。」因此我要竭盡所能把我所知道的佛法的好處、佛法的智慧傳播、分享給全世界的 
人。可是我的所知、所能非常有限，所以必須充實自己、加強自己，讓自己具有傳播佛
法、分享佛法的能力。就像剛才樞機主教所講的，點亮一支小蠟燭，能夠照亮 空間，讓
自己走路無礙，也讓在空間裡的其他人沾光，得到明亮。 

因此，我的 願心就是，把佛法的好處、把佛法的智慧和智慧，分享給全世界的人。這幾
年來我提倡用「心靈環保」來「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希望世上所有苦難的 
人，都能分享到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力量；有的人則是將佛法慈悲和智慧的光普照出去。有
的人則是被照耀。我不是希望要把全世界的人都變成佛教徒，這也是不可能 的事，但是
要關懷這個世界，把佛法的好處分享出去，幫助世人減少煩惱，即使減少一點點也很好。 

因 此，我這一生走來，雖然多病、雖然艱苦，總是充滿感恩。大家知道我的腎功能出了
問題，現在必須定期洗腎；我也曾在死亡邊緣徘徊，在鬼門關前走了幾回，而現 在我還
能在這裡，是因為我的心願未了。我最後一個心願，就是要把法鼓大學建起來。當我的病
況一度危急的時候，我向佛菩薩禱告：「如果我的責任已了，沒有需 要我做的事，那就
讓我隨時走吧，如果佛菩薩還希望我完成任務，那就讓我活下來吧。」結果我活下來了，
而我的願望，就是要把法鼓大學建起來。以我目前來講， 死亡或活著並無所謂，但是，
活著是佛菩薩給我的責任、給我的使命、給我的任務，我還是要全力以赴地活，活得有 
精神、有活力。 

剛 才樞機主教說，死亡以後，就跟天主的大愛在一起，與神接通；而我死亡以後，則是
跟三世一切諸佛同一個生命、同一個身體、同一個國土、同一個世界，那我還有 什麼好
求的？現在的我很渺小，時間很有限，能夠幫助的人也不多；而我死了之後，則不僅是在
台灣，不僅是在這個地球、宇宙，而是在無限的時空之中。如此一 來，什麼地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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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間需要我出使命，我就去！在無限的時空之中，有無限的眾生需要幫助與度化，只
要哪個地方的緣成熟了，我就去！這就是我的因果觀。 

因果小的，會在小的時空範圍裡運轉，因果大的，則沒有時空的觀念，沒有時空的關係。
並不一定是說，我在這個地球上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希望再到地球 上來享福報，這不是
真正佛法的觀念，因為這樣的時空範圍太小。在無限的時空之中，只有無限大的願心，以
及慈悲和智慧的功能，要廣度一切眾生。            

【【【【念佛報恩法會】】】】––––    以願供養師父, 共續道業 
    

洛杉磯道場二⺝五日(台北時間六日)約六十位信眾齊聚在禪堂，透過網路視訊 與本山現場
同步頂禮、發願、 觀看聖嚴師父的封棺入殮過程. 二⺝七日(台北時間八日)約五十五位信
眾, 同步觀看聖嚴師父的荼毗起龕過程. 二⺝十四日(台北時間十五日)約八十五位信眾, 同
步觀看聖嚴師父的植存過程, 禮程之後排隊將寫好的許願卡向師父遺像頂禮供養, 步出禪
堂後, 每位菩薩皆感恩領受了師父的墨寶“心經”.  
 

在「念佛報恩法會」的期間, 有遠自聖地牙哥及德州的菩薩, 特地前來參與法會.  
有些菩薩在電話中, 哽咽的關心我們及法鼓山僧團. 誠如方丈和尚所說：「雖然師父色身
不在了, 但師父的法身卻未曾遠離, 無窮的悲心願力常存我們心中」. 我們皆願稟持這樣的
理念及精神, 一起永續 師父及法鼓山為社會為眾生的理念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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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追念師父及結緣經過 
 
Gilbert Gutierrez   
 

I first must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Dharma teacher  Venerable Chan Master Sheng 

Yen (Shifu). He helped take the cataracts out of my eyes to allow me to see again. 

      The best  thing one can say about Shifu is that whatever he taught, he practiced and  he 

practiced it impeccably. Of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aster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discipline 

that I studied with over the years, Master Sheng Yen was the one that I immediately realized that 

I would follow after hearing him speak just once. And from that moment on, I became a Chan 

practitioner.  I am very humbled to have received Shifu’s teachings. 

       Once at the completion of another Chan retreat, I was seated at the table in the main house 

with a group of practitioners. We were looking at a selection of books written by Shifu. I felt 

Shifu coming up from behind me looking over my shoulder. I had a book in my hand with 

Shifu’s picture on the back. Pointing to the picture I asked him, “Shifu,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fellow here?” Shifu just smiled and said, “Him? I don’t know him.” And this is the teachings of 

Chan.  

        Master Sheng-Yen did not want his followers to grieve about his loss. The practice of Chan 

is not in this way. It is not the time to rejoice either. Master Sheng Yen was a man who respected 

the tenets of Chan Buddhism  and requested that we engage in solemn ceremony, neither 

grieving nor  crying but in a very sober and proper w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a story about  the very first time I participated in a seven day  

retreat with Shifu at the Chan Meditation Center in Queens , N.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treat,  

there was a time and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experiences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There was a 

wonderful, gentle, quiet, soft-spoken old man who was there.  When it was his time to speak he 

said, “Shifu, I hope I die before you do.” Shifu said, “Why do you say that?” He answered, “If 

you die before me, I will be very, very sad and I don’t know if I could take that.” Shifu looked at 

the man, smiled and said, “If you die before me, I shall not miss you.” At hearing this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smiled and nervously laughed. The gentle old man looked quizzical about the 

response from Shifu. Yet the answer was extremely profound and perfect in the manner in which 

Shifu said it. If he had said anything else, Shifu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great Chan master that 

he was. This is the practice of Chan.  

       However interestingly, in 1977, Shifu’s own master (Master Dongchu) passed away. He 

became very emotional and speechless. He just cried. A Dharma brother said to him,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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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not a child anymore. That your old master has died is a fact of life, so why are you 

crying?” He said, “The thought that I no longer had my master made me really sad. But then I 

felt grateful to this Dharma brother for reminding me that it is normal for old people to die. It 

was ignorant of me to feel so sad, but I couldn’t help it because he was my master.” 

     At Shifu’s passing I must confess to shedding  tears. It is natural for a student to express 

gratitude in this way. I shall not miss him but  I am mindful to carry the Chan lamp forwar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is the Spirit of Chan. 

 

毛靖 
當年因為工作壓力大的關係，胃病嚴重到需要開刀治療，聽說打坐可讓身體健康，因此就
很精進的去學習打坐；果然在半年後，胃病改善許多；當然也因為要學打坐，進入了法鼓
山。如此投入法鼓山，一方面是因為學習打坐果然使身體狀況改善之外；另一方面很喜歡
農禪寺(法鼓山的前身)道風不像一般的佛教團體，法師看起來非常的有氣質，那時候師父
會帶著大家在庭園拔草、清潔、一起閒聊，很平易近人。這已是快 20 多年前的往事. 
 

有一公案：有一個神偷的兒子再三要求他父親傳授神技給他, 某深夜, 神偷終答應兒子的
要求. 父子兩就遣入某豪宅. 父親叫兒子先躲到一個櫃子裡, 等到夜深人靜時, 再教他如何
下手, 當兒子進到櫃子後, 父親隨手將櫃子鎖上. 然後便製造出好大的聲響, 主人聽到了便
開燈叫醒家人抓小偷..兒子急得要命, 不得已只好弄出聲響, 學老鼠叫，主人以為裡面有老
鼠, 便打開櫃子，兒子便趁機逃走。 

 

大家打禪七，都不老實打坐, 都老想要師父多傳授些, 師父說 ：我都給你們了，沒有了。
其實師父的寶, 都在他的著作裡，師父的著作很白話，因此很多人看不起，覺得太淺了，
但最近的一本〝聖嚴法師教話頭禪〞到處都是寶。師父是時代的先驅及社會改革的創始
者，例如農禪寺很早就不燒紙錢或是做放生等等。師父走了, 那是色身, 他的法身（開示
著作）及精神仍在, 我要從今日起, 以感恩懺悔的心, 精進研習實踐師父留下的寶藏, 來紀
念他老人家. 
 
李果觀 
首先要感恩李秋頻師姊的接引, 讓我們家很幸運的在過去近二十年的時光中, 有機會親近
師父, 記得師父 1995 年到ＬＡ時, 我們帶了女兒去拜見師父, 大家合照時, 不知為何她卻不
肯去照, 心想這青少年真麻煩, 不聽話, 就懶得理她了. 事後看相片, 她居然在合照內. 問她
當時不是不肯照嗎？怎麼又照了呢？她說當你們都轉過臉去不理我的時後, 只有師公對我
微笑招手, 我很開心, 就去照了！ 
 

沒想到這麼小的一件事, 師父都注意到了. 後來多次看到師父微笑向人招手時, 他那安定莊
嚴的神態, 溫暖慈悲的笑容, 以及柔和攝人的眼神, 成為我生命中一個珍貴的影像, 相信這
也是法鼓山許多四眾弟子心目中的經典鏡頭. 今天師父雖然捨報, 希望大家時時憶念他的
“不忍眾生苦, 不忍聖教衰, 是故於此中, 緣起大悲心.” 
 

王常欣 
對師父的「虛空有盡, 我願無窮.」是我最大的震撼, 老人家拋出所有的一切, 利用所有的機
緣, 以身為教, 為教忘己.  雖然說這是每一個佛弟子都應該有的做為, 但是天下有幾人能如
此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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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在洗腎期間, 為了法鼓大學仍不辭辛勞奔波於全台各地, 以書法與人結緣, 燃燒自己乃
至生命結束, 他的至高精神不是世俗人所能體會的.  我以“法華經”中燃身供佛的藥王菩
薩來比喻師父. 並期許自己以他老人家的精神作為我未來修行的指標. 
 
吳果智 
不像很多的法鼓人，我與師父見面的次數並不多。然而每次見面，師父總會給我一些教
導，或明示或暗示，都是寥寥數語，卻都是我當時最需要努力的項目，譬如﹕如何觀 照
自心、如何進一步攝心、如何去除妄想、如何運用話頭、如何選定該努力的事項⋯等等。
至於一般性的開示或書籍、文章，其中的體會說也說不完。 我的前半生忙著養家活口，
師父的教導讓我與他人的互動平順許多；我的後半生該努力的目標，師父的提示也讓我有
了明確的方向。  
身在國外，對師父遺言第三段的最後幾句﹕「唯在國外的分支道場，當以禪風一致化，人
事本土化為原則，以利純粹禪法之不墮，並期禪修在異文化社會的生根推廣。」感觸特別
深，尤其惶恐的是不知如何讓「禪修在異文化社會生根推廣」。 
 
江常律 
以前對念佛法門所得到的訊息和方法並不是很相應，這兩週的「報恩念佛法會」緊密念
佛、聽師父開示，師父要我們從下根人的「取相念佛開始」，時時都攝六根，捨棄諸相，
休息萬事，這些話對我來說真是當頭棒喝，打醒了我這顆整天在妄念中執著的心，對於一
切引起不自在的外境，就把它當成是一種現象，而放下它。 
 

師父最後的偈語對“空”“無常”“生死觀”給我很大的啟示；我應該精進修學「戒定
慧」三學，把「我執」慢慢減少，以報師恩；並以師父開示中普賢菩薩警眾偈：「是日以
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來警惕勉勵自己。 
 
謝常道 
二⺝三日凌晨一時得到江師姐的電話，得知師父於一小時前圓寂了。接到電話後睡不著，
頭腦清醒，就研讀印順導師著作的「攝大乘論講記」其中提到「正明七念」：(一)諸佛於
一切法得自在轉。(二)如來其身常住。(三)如來最乘無罪。(四)如來無用功用行。(五)如來
受大富樂。(六)如來離諸染汙。(七)如來能成大事。印順導師說：「諸菩薩念佛法身清淨
的功德相好能得念佛三昧。正明七念是念佛法門，念即憶念，是別境中的念心所，明記不
忘為性，心因繫念佛得定，就是念佛三昧。」 
 

三日早上開始參加「報恩念佛法會」，跟隨師父念佛號。在法會中，師父特別開示楞嚴經
中大勢至菩薩之念佛圓通法門：「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摩地斯為第一」，並開示先以
取相念佛，進到無相念佛。由於剛看過經書，接著又聽到師父開示的「念佛三昧」等，許
多有關念佛法門的修持法，受益良多。 
最後僅以此頌讚聖嚴師父之教導法慧恩德：慈悲智慧大悲行，持戒修定慧解脫 

觀音勢至圓通行，自淨其意薩般若 
 
鄭常影 
對於聖嚴師父, 我是無限的感恩, 不是聖嚴法師, 我不會成為正信佛教徒. 從幼稚園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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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受到「聖經」的薰陶, 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唯一的真神, 是萬能的, 只要信祂, 就可上
天堂得永生, 做錯事只要向祂懺悔便可得赦免, 至於佛教, 我極不認同, 佛教的無神論和拜
偶像的儀式, 加上很多迷信色彩, 如風水命理、鬼神信仰等等, 讓我對佛教是更加敬而遠之. 
也許是前生積的福報,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讓我在一間素食店的結緣品架上看到了聖嚴師
父的著作「正信的佛教」及「學佛群疑」. 書的封面寫著：“佛教是主張焚燒紙錢的嘛？
佛教對命相風水看法如何？”當時覺的疑惑, 這不正是佛教在提倡的嘛？！基於好奇, 便
帶回去閱讀！ 
 

一邊讀, 一邊驚訝自己對佛教是那麼的誤解. 焚燒錫箔原是民間道教信仰與佛教無關, 風水
命理是不能令種了惡因的人逃避惡果的, 越看越令我生起要成為佛弟子的心！於是後來終
於皈依三寶了. 師父說「佛法那麼好, 知道的人那麼少, 誤解的人那麼多」因此, 師父就努
力的用文字、用聲音、用生命來弘法廣度眾生. 感謝師父的悲願, 從文字領我入浩瀚的佛
學世界, 開始我的學佛歷程, 多謝您-聖嚴師父. 
 
蕭淑仙 
首先我要向師父懺悔¸我這個鈍根一直把佛法當學問來研究¸結果佛是佛¸我是我¸師父
慇慇切切教導¸將佛法落實運用在日常生活¸在每一個起心動念¸我認錯懺悔¸並發願以
提升人品¸做一個好人¸同時影響周遭的人¸共同成為品德高尚的人¸讓世界上的好人¸
多一個是一個¸來報答師恩¸承續師父建設人間淨土的願¸願願相續。 
 

2004 年初到法鼓山¸承蒙師兄師姐的愛護¸有幸在 2004 年底參加師父帶的默照禪七¸
「悔人不倦，如沐春風」是師父給我的感覺¸師父「絕學無為閒道人」的禪者風範¸深深
印在腦海裡。禪七後¸個人起了很大煩惱心¸先生笑我「天上七天¸抵不過人間一天」¸
對境不斷在取¸覺遲過後¸又不斷在捨。儘管如此¸這幾年案頭總是備著幾本師父的著
作¸每天必讀¸就好像聽師父開示一般¸覺得師父一直苦口婆心在引導我¸終於我明白自
己也是眾生¸難免有困惑的種子¸對自己如對眾生有了慈悲心¸接受這個一身是毛病的業
報身¸煩惱自然少了¸一邊消極用默照的方法對治¸一邊積極提升人品¸時刻關照每一個
起心動念¸師父說的﹕「心安就有平安」。證道歌有一段話﹕「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
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師父數次對我擊大法鼓﹕「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兩年多來¸因為家庭事業學業難兼顧¸雖然沒有去共修¸但是我深知﹕「自
從認得法鼓山¸了知生死不相關。」 
 
任玲琍 
我原先是基督徒, 但是家中卻有許多佛像和佛書, 因為我的兩個小孩都是台大晨曦社（佛
學社）的社長. 1992 年冬天, 師父到哈佛大學演講, 當時我恰好在那兒幫女兒作⺝子, 於是
全家人帶著新生的嬰兒和奶瓶去聽演講. 記得當時好冷, 下著雪, 可是去的人很多！ 
2007 年女兒帶我來 LA 道場參加書法禪, 才開始跟大家結緣, 學習佛法. 後來才知道兩個孩
子早在 1984 ﹠1985 年就皈依師父了, 感恩師父, 讓我的孩子們因他的教導而終生受益！ 
 
王維真 
我剛與法鼓山結緣的那段期間, 我的問題很多，由打坐、師父的著作，學到很多。 後來到
東初禪寺打禪三，才真正接觸到師父。師父說的每一句話好像都是針對我，真是很不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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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師父問我從哪來，我回答 LA，師父說你要好好護持道場，也因此護持至今。在推行
法務及辦活動時，難免會有意見不同時，要以“對人事要放下，但不要放棄”的方法去面
對。師父的圓寂，很多朋友都來詢問有關師父的事，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接引更多
的人。 
 
丁文華 
當初經由一位學佛的好友，接觸過慈濟，並不是很相應，後來經朋友介紹到農禪寺，皈依
了師父, 法名丁果誼，恰巧與我最喜歡的一位姪女同名。師父圓寂後，看到“提昇人的品
質，建設人間淨土”讓我感觸很多。感到徬徨時，朋友對我說“跟著師父的精神走就好，
就沒有錯了。雖然師父不在了，但我們仍有師父的法可循。” 
 
黃如頡 
接觸師父是從東吳大學開始，師父當時用很簡單的方式解釋了大乘、小乘。很多法師的說
法很玄，常讓人聽不懂，但師父用很淺、很清楚的方式來說法。師父的說法通情達理，卻
不流俗，很精簡，很容易讓人瞭解。如"心安平安" ⋯等等都很易懂，以及了解逆增上緣, 
逆向思考。師父很有智慧，而且心很靜、很精進。師父一直到老年仍不斷的在著作，他的
書能與時代的脈動結合。我雖然沒有皈依師父，但仍然感到他就是我的師父。 
 
陳麗卿 
一直以來都有接觸佛教的書籍，後來發現法印寺裡有關師父講經說法的錄音帶及書籍很豐
富，在經過一段時間後，覺得與師父的講法比較相應，因此參加了法鼓山。 
 

跟師父接觸的機會並不多，但從師父的著作中獲得了很多的教導。記得有一個問題是師父
每次演講中都會有人提出的：如果在打掃中看到了螞蟻，應該要怎麼辦呢？師父回答：五
戒之中的不殺生，主要是以人為主體，對其他眾生當然也要有慈悲心，但你在打掃時，主
要目的是在打掃，這是自己該承擔的責任。道場裡應該要做到蚊蟲不生，會生蚊蟲是有原
因的，整理的乾乾淨淨，這樣蚊蟲就不會來了。記得有位師兄說過，師父是他所見過惟一
言行一致的人。每次到法鼓山就像回到第二個家一樣，希望各位也把這當成一個家，要常
常來。 
 
賈朝民 
1990 年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我，有位法師從美國來，而給我第一次機會，在國際會議中
心見到了師父，第二次是跟林師兄及強嫂一同去見師父。我禪修的基礎來自法鼓山，因此
比較相應。再一次是在 LA 跟隨師父打禪一。如今師父人不在，但法還在，把師父的法放
在心中，精進修行，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丁秀玲 
我怕我會哭。從跟著師父學習佛法，在我人生中起了很大的變化。本來是師父要來 LA 跟
義工菩薩見面，後來師父建議我們全部回法鼓山總本山，那是第一次與師父面對面。我夢
到師父身體很不好，沒想到第二天就聽到師父圓寂。師父常告訴我們要活在當下，但我卻
有千百的藉口告訴自己下次再做。但現在真正失去領受師父教導的機會，發願要精進修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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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懷謙 
諸位師兄姐，我對師父只有感恩再感恩。我與師父的因緣很早，當初師父在紐約之時，五
十來歲。還沒有很多人知道師父。我經過東初禪寺時師父看到我，邀請我進去，還給我一
本〝正信的佛教〞。我本來是基督徒，如果我在基督教裡找不到答案，我就會去佛教裡找
尋答案。1995 年皈依師父，法名果範。感恩最好的方法是記住師父的教導。 
 
匡湘芝  
長久以來，對於佛教一直存在很多的迷思及誤解；直到去年，很幸運的接觸到了法鼓山。
這一年來，看了幾本師父的著作，例如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等等，獲得佛學方面的觀
念，另外陸續參加了一些法鼓山的的活動，喜歡道場簡單、樸實的感覺，這裡的師兄師姐
很親切和善，除了給予佛學上的指導之外，也會給予生活上的關懷及鼓勵。期許自己在未
來的每一天，能在佛學上有正確的見解，也能將學佛帶入生活中。 
 
彭家彰 
來到法鼓山是一份很奇妙的因緣，最早接觸農禪寺是為了學打坐。一開始對佛教認識不
多，學打坐時表現也不好，因此中斷了一段時日。後來到了美國後，接觸過其他的佛教團
體，也在別的地方學習打坐。在一次返台渡假時，有緣遇到師父主持的皈依法會，於是我
就成為法鼓人了。記得有一年師父來 LA 道場，心裡想師父是個大人物，就對師父說“請
不用脫鞋”，當時師父立即回答“我跟大家是一樣的，為什麼我不用脫鞋?”當時嚇了一
跳，一向覺得師父高高在上，師父的回答讓自己感覺到，師父非但不把自己當成大人物，
反而是這麼的平實。於是深深覺得跟隨師父，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宋國明  
師父的圓寂對我來說是比較有歷史意義的。師父辛苦的在世上八十年，帶著一個虛弱的身
體，盡他最大的努力來教導世人，結合南北禪宗，創造新的法鼓宗。我的血統是一半西
方，一半東方，但我知道，我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父親是一個學識豐富的學者，給予我
非常多的指導，對我的影響很大。在他過世後，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在那段時間，
思考著生死的問題，也有學打坐的念頭。多年後，才有機會接觸到師父教禪坐的書籍，認
為是我所讀過有關禪修最好的一本。後來又找到 LA 道場，參加了毛師兄教的初級禪訓
班，也去紐約象岡參加師父主持的禪七。這些年來，接受了師父的教導，也看了師父的著
作，對自己非常的受用。覺得師父的「中華禪法鼓宗」的漢傳禪法會在美國盛行起來，成
為歷史的一章。 
 
李耀芳   
師父的圓寂，讓我在自母親過世這麼久後，再一次感到失落。並沒有見過師父，都是從師
父的著作或是演講、錄音帶而認識師父。師父的教導，對於自己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幫助。
如同其他師兄師姐說過，我們大家因為師父而有緣在此相聚，在未來的日子裡，依照師父
指引的方向，將「中華禪法鼓宗」發揚光大，接引更多的人來學習佛法。 
 
徐洛鈞 
當初不知道為什麼會來學禪修。在接觸到法鼓山後, 看到師兄師姐如此發心奉獻的做義
工，深受感動。陸續讀了幾本師父的著作，對於佛學有了更深的認識。一直不了解何謂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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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精進，在上次讀書會時，意外由許師姊所給的書籤上的籤言“隨順因緣、把握因緣、
創造因緣”，而有了答案。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將法鼓山的精神發揚光大，將佛學落實
於生活中，是我們接下來重要的工作，期許大家一起努力。 
 
黃士哲 
當初開始接觸佛教，是因為朋友給了“禪門三要的三本書，看了以後很歡喜，覺得很好。
在 2000 年年底時，參加了禪一，第一次打坐就發現自己氣動的很厲害，想明白為什麼，
後來開始依著“聖嚴法師教禪坐”這本書在家認真的練習打坐。經過兩三年後，在橙縣參
加其他道場的解深密經課程，覺得非常的有興趣，了解到世界上一切皆因有分別而來，如
何由有分別的世界回到無分別的觀念。後來上網看到師父的文章提到“默照禪”就是以無
分別為下手處，於是想想也許可以到法鼓山 LA 的道場來學打坐。之後也就來參加道場每
個⺝的禪一，跟大家一起共修。 
 
張祺崇 
當年因為有些事情不順利，所以想來學禪修。師父所提到的四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
它，放下它”真的非常受用，讓我了解到遇到事情不是用逃避就可以解決的，惟有做到四
它，才可以讓身心獲得真正的解脫。 
師父可以將很深奧的理論，用很簡易的字語來解釋，讓大眾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多看師父
的著作，對自己的身心及生活上會有很大的幫助。 
 
韓萱 
國中時因為外婆病痛纏身，母親很希望能給予她一些身心上的幫助。有次在電視上看到
「大法鼓」這個節目，雖然當時不是很了解內容，但看了之後，覺得心裡很平靜，很安
定，也因此開始接觸法鼓山。很喜歡「農禪寺」給人祥和平靜的感覺。記得師父說過一句
話：處處觀音菩薩，聲聲阿彌陀佛。對我這個離家在外的學子，給予很大的心靈支持，也
因此開始了學佛之路。陸續讀了一些師父的著作，現在又找到了 LA 道場，很高興能在此
跟各位師兄師姐一起共修，也期盼自己的學佛之路可以繼續下去。 
 
顏森子  
接觸法鼓山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了，說真的，還不敢說自己有什麼心得。但是我來這個道場
以後，感覺這裡的每個人都很誠懇，雖然這裡沒有大佛及氣派的佛堂，看到大家一進入道
場必會先禮佛，這樣的舉動，顯示出每個人對道場的尊敬，令我非常的感動。這樣的道
場，又有這麼誠心的信徒在護持，我知道選擇來法鼓山是非常正確的。但這裡的義工似乎
略顯不足，這是我們接下來樣加強的地方，當然我還是非常願意在這裡繼續做義工，希望
能將法鼓山的精神推廣下去。 
 
楊素娟 
第一次接觸法鼓山的 LA 道場，是來聽性儀法師講“成佛之道”的課，禪堂給我的感覺像
是一個心靈的避風港，氣氛莊嚴，讓紛亂的心可以安定下來。 
又陸續參與了一些活動，但一直沒有讓自己的心定下來，早在二十年前便開始接觸佛法，
也只是參加一些法會，唸唸心經。Jeff 師兄曾借我一套師父所講的心經的 CD，師父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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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簡單輕鬆的方式來解釋心經的含意，讓我受益良多，也因此我開始喜歡看師父的著作，
師父可以將深奧的佛法，用舉例的方式，用淺顯的字眼，讓大眾很容易了解。 
 

在美國這些年，經歷了很多事情，很多波折及困難，心經給了我很大的力量，幫助我渡過
很困難的那段時間，在法鼓山這一年多的時間，很慚愧自己並沒有把心安住在法上面，總
覺得自己還有時間，還有機會。這次聖嚴師父圓寂，給自己很大的衝擊，很慚愧浪費了這
麼多時間。我發願下輩子要做師父的弟子，繼續跟他學習，不浪費任何時間。 
 
黃宗玄  
一開始會覺得佛教像是一門哲學，教的是一種思想及想法，而我也是以這種態度來學習佛
法，只是心中有很多疑問，但無人可以解答疑惑。直到在一年前接觸到了法鼓山之後，才
算是真正的開悟。法鼓山帶給我很大的改變，我開始從師父的著作及各位師兄師姐的教導
下，了解佛教並不只是當成一般的書在唸，不只是要唸通，更重要的是不分事情大小，一
定要身體力行。 
 

聖嚴師父的圓寂讓自己深深的體會到無常。總覺得自己還有很多的時間，今天沒有打坐明
天還有機會；今天沒看書明天還有機會。其實活在當下是如此的重要，把握現在的時間做
該做的事情。很感恩各位師兄師姐給予各方面的指導，也很親切和善，我也非常願意繼續
在這裡盡一己之力。 
 
何國倫 
我本來心性不定，幾次變更主修學科。偶然的機會發現了法鼓山，參加毛師兄教的禪訓
班，由打坐而使心安定下來。去象岡參加師父帶的禪三時感到很幸運，能在新建好的禪
堂，每天早晚兩次聽師父的開示。很懷念師父离開禪堂時那高瘦飄逸的優美背影，如今 
師父的色身雖已捨報， 但我們更該化不捨為力量， 好好努力繼承師父的悲願。 
 
吳兆男 
法師是我生命中的人師, 有次因緣和法師一起用餐, 當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時, 對我更是和氣, 
甚至從兩種不同宗教內容跟我說出他們的共同點：例如皆以大愛待世人, 佈施, 那裡有難
自己先救難. 法師對別的宗教從不惡意批評攻擊, 反而能助人「異中求同」. 法師用大愛撫
平人間怨恨.  
 

後來陸續看到法師對各層人士的教悔更是金科玉律. 如當您開口前, 口中先含著那話兩秒
中,  這兩秒中的思想讓您變的更謙虛.  還有後來得知師父有機會換腎但卻拒絕了, 為的是
要把這機會留給年輕人⋯相信師父一定會在來人間, 因為當我們需要他的教悔時, 精神需
要撫平時, 他都會及時出現. 吾愛吾師. 
 
Gregory Coates (Chan student at Mary & Joseph Retreat Center) 
 

I first became aware of Master Sheng-Yen a few years ago when I came across his writings on 

the sutras a few years ago.  I thought some of them were the best interpretations of Buddhist 

sutras I had ever read.  All top notch!  I became convinced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at he 

was a world class Buddhist teacher (one for the ages), and as I became aware of the Dharma 

Drum organization through my attendance at M&J Retreat Center I became all th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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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ed by Sheng-Yen and the Dharma Drum organization.  He plainly manifested his 

Bodhisatvahood in his single minded determination to have sound Buddhist teaching spread as 

well and as far as possible.  It is indeed these great ones that keep the original teaching pure and 

healthy as Buddhism moves into new locales.  One cannot do better than to read his writings and 

follow his teachings. 

 I too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ummer in the hopes of continuing our sits at Mary and Joseph 

Retreat Center around June or July.  It is amazing how fast time seems to be flying by, it almost 

seems like the Universe speeded up the time machine. 

 

The Last Eye Contact       林果常 

 
  去年年底回去台灣，年初，一⺝三日受邀參加在農禪寺舉辦的 2008 年歲末關懷感恩
分享會。由於我是臨時從海外回去，所以被安排在中間第二排的貴賓席，可以很清楚看到
前台的狀況。當師父出現時，大家都屏息靜氣的凝望著師父緩慢的動作，他的臉孔表情，
非常疲倦，但眼睛還是炯炯有神。在播放預先錄好的開示影帶時，師父安靜的坐在前面用
眼睛掃視會場。當看到我的時候，似乎停頓了一下，我就不禁舉起雙手做合十狀，也尊敬
的佇望著他。 
 

  影片放完時，司儀問師父，是否要跟大家說幾句話，這時師父靠著麥克風回答： 
“要說的都說了，你們還要我講什麼呢？”當時對這樣的回應，對我是出乎意料之外，但
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意義很深長。 
 

  以前在看師父寫的書，或看師父開示的文章，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樣，文章裡面似乎有
挖不盡的智慧之寶。這個禮拜，除了在道場，跟著師父自己念佛聲的錄音帶一起念佛之
外，一有時間，我就再去翻看師父的書。尤其在看去年底才出版的 “聖嚴法師教話頭
禪” 時，就感覺師父還是在身邊似的，非常親切，非常親近。 
 

師父要告訴我們的話，已經都在其著作裡了，一⺝三日，那天師父預知時至，所以當
時就已經給我們這個訊息。今後看師父的書，要更用心，並且要去實用，才不會辜負他老
人家的心願。 

 

從認識聖嚴師父的書開始                        許常一 

 
雖然我從未有機會親炙於聖嚴師父，但這並無減於我對師父的崇敬。對師父的認識

始於兩本書：「正信的佛教」與「學佛群疑」。而這兩本書對當時才剛開始學佛的我來說
猶如一枝"般若掃帚"，能將黏附在佛法上的那些外道煙塵一掃而空！ 
  

師父常說：「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卻那麼少，誤解的人卻那麼多」，這和印順導
師提到晚清以來中國佛教的墮落，佛法的根本精神被湮沒在牛鬼蛇神的低級迷信中的說法
是不謀而合的。成長於台灣這樣一個儒、佛、道、民間信仰幾乎不分的社會文化環境裡，
雖然我的宗教信仰也傾向於「佛教」，但實際上，「佛」在自認接受過科學和文學等高等
教育的我的理解中，幾乎已經淪為眾神之一了。可想見在剛開始學佛時，我有多少的疑問
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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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第一次拿到這兩本書時，心想大概與一些隨處可以拿到的佛教結緣善書差不
多，抱著姑且讀一讀的心態翻了翻。這一翻竟發現裡面每一個討論的小子題，幾乎就是存
在我心中的一個小疑問。而師父的解答理路清晰、邏輯辯證性強，對讀慣了學術性文章的
知識份子來說深具說服力。這些內容非但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實際上有更多是超出我的疑
問範疇，而成了我重新認識"正信"佛教的重要入門書和工具書。這些書當然都深刻反映出
師父紮實的學術根基和實證實修的功夫。 
 

「修行」是一個不斷"修正行為"的過程。由於自我錯誤的知見，導致我們生活在顛
倒錯亂中，因而製造出許多的痛苦煩惱來，即使已經身在佛門，還是可能因為缺乏「正知
見」而忙修瞎練一場，由此可見「正知見」的建立有多麼重要！師父一生勤於著作，建立
佛弟子學佛的「正知見」以及讓珍貴佛法透過書籍廣宣流佈相信是師父著書的重要動機。
雖然如今師父已捨離報身，但留下的等身著作卻猶如法身一般恆存世間，能使諸多佛弟子
和世間人讀之而受益。 

 

與法鼓山的一段禪緣                              曉亞     

 
        第一次上法鼓山，車子剛拐進金山濱海公路，如豆粒般大雨滴即從烏壓壓的厚重雲
層中傾盆而下，在擋風玻璃上築起一道雨簾，兩道雨刷瘋狂來回揮舞，視線一片模糊，幾
乎是在憑感覺開車了。 
         

當時，母親因為一場意外正躺在加護病房觀察治療，從美國趕回去的我身心處於極
度煩悶與疲累中。學佛多年的好友帶領我有了這趟朝山之行，成為開啟了接觸佛法與法鼓
山的一道契機。還記得那時我們撐著傘穿梭於褐灰白色調的建築群中，幾乎是一眼便喜歡
上了這裡，簡單、清靈 、素樸，尤其那座「祈願觀音」雕像莊嚴肅穆中透著幾許溫柔慈
悲，沒有香火繚繞誦經拜佛的熱鬧，多了分遠離世俗塵囂的清明與自在，感覺彷彿是走進
了古代山林禪院中，在曲折廊道間似乎都可以聽聞趙州禪師「喝茶去吧」的呼聲。 
 

一直以來，便對禪宗思想及許多有趣的公案感到很有意思，唐朝百丈懷海禪師「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將修行落實於挑柴擔水、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中，他的
這種生活化的禪正是承繼漢傳佛教禪宗法脈的聖嚴法師所強調的，禪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一種專注於當下、從容自在的生活內涵，所以飯碗中有禪，水杯中有禪，灑掃中有禪，睡
覺中有禪⋯。大珠慧海禪師在回答有人詢問如何用功修行時，說了一句話：「飢來吃飯睏
來眠。」那人很疑惑的說：「大家都是這樣啊，他們跟你一樣用功嗎？」大珠慧海回答：
「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需索；睡覺時不肯睡，千般計較。」吃飯時候要專注細
心咀嚼，品嚐食物的原味，睡覺時候就摒除雜念好好的睡覺。禪，便是如此簡單存在於食
衣住行當中，只要心無旁騖全神貫注於正在做的事情上，把散亂的念頭從種種外緣上收攝
回來，讓心靈回歸到原始簡單純粹的狀態，就是一種禪的實踐與修持。 
 

        對禪與佛法的涉略雖然始終沒有間斷，然僅僅止於閱讀與研究的初階，從來沒想過
如我這般鐵齒與不馴的人，有天也會放下所有種種理性的邏輯與思維投入宗教的拜懺中。
母親養病時我回去了兩次，遇到了些極不可思議的感應，也正好都碰上近年來因身體因素
已少露面的聖嚴師父親自主持皈依儀式 ，本想推託的我在逃掉了第一次後，終於還是乖
乖的接受這因緣和合的結果。皈依那天起了個大早，為的是能在農禪寺大殿上親眼目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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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模樣，來的晚的人就只能透過視訊螢幕聆聽開示了。一看到披著袈裟瘦弱的聖嚴師父
緩緩走進大殿，眼淚便不聽使喚掉了下來，一方面有感於他拖著病弱身軀卻還有如此利益
眾生的悲心大願，一方面那陣子所累積的種種委屈與情緒在一瞬間一股腦兒宣洩出來，身
體與心理彷彿接受洗滌般輕靈透亮了起來，覺得有種輕鬆、平靜與安定的感覺。 
 

         聖嚴師父的一生可以說流離不定貧病困苦，但他從來不怨天尤人，秉著「佛法這麼
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這個簡單信念奔走穿梭一世，這位風雪中的行腳
僧足跡遍佈世界各個需要佛法的⻆落，一九八九年當他創建法鼓山時，許多人都不看好，
二十年後，認同法鼓山理念的信徒遍佈台灣、美國、歐洲⋯各地，他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書
寫佛法教義，從販夫走卒到達官貴人，從平凡的鄉夫村婦，到學識淵博的知識份子，無不
景仰認同其「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心六倫」、「心靈環保」、「回歸佛陀
本懷，推動世界淨化」⋯等等利益眾生的信念。他的一生為自己煩惱的時間少，總是為無
明眾生關懷奉獻，他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比丘僧、一位推動佛教與人文教育的教育家、戮力
寫作開啟眾生智慧的作家、落實整體關懷的慈善家，更是一位出入僧俗推動佛法深入人心
的一代宗師。 
 

        母親的意外摔傷讓我開始了信仰踏入佛法的殿堂，當時將她從死神手中救回來的醫
生彷彿是上天派遣來的使者，充滿了溫暖光明的特質。無常往往讓生活陷入一種我們不想
見的境地，但無常也帶來了一些轉換、一種生命的希望，在近乎頻臨生離死別事件中，卻
讓我遇見認識了如我母親的醫生這樣子溫暖的人及接受了佛法成為一種信仰。在瞬息萬變
世間中，唯一永恆不變的真理便是無常吧，所以不要害怕無常，如空海大師說的：「不要
制止風，願將此身化為風；不要制止雨，願將此身化為雨。」不要企圖去逃避反擊生命中
突然如暴風雨來襲的無常事件，而要隨機轉換，隨順因緣去化解，「面對它，接受它，處
理它，放下它」如師父所說的面對困境時應該秉持的態度，放下我執及妄心，以一顆清明
澄澈的心過日子。 
 

        聖嚴師父雖然報身已逝，然他奉獻眾生的精神及所遺留下來的智慧法語卻永遠常存
人間，即便在面對身後事時，他仍然在對所有眾生做最後一場開示，即死亡也能夠如此無
懼，如此灑脫與自在，如此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清明歡喜。在他遺言最後提了四句
偈：「無事忙中老，空裏有哭笑，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他讓我們知道，死與生，
都是人生的一部分。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諸行無常，是生滅滅法，生滅滅已，寂滅
為樂。本來沒有我，又何來種種五蘊煩惱熾盛、執著妄心？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關於法鼓山的故事與因緣，老鼓手雖然已離開，但還有千千
萬萬無數的手接續來共轉法輪、共擊大法鼓，度無量眾生，讓法鼓之音悠揚繚繞至無窮深
遠。我們深信聖嚴師父一定會乘願再來，到這個人世間行菩薩道，繼續其宏揚佛法建設人
間淨土的悲心大願。 
 

鏡頭下的師父                                    江果隨 

 

2001 年 11 ⺝是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師父, 是在僑二中心全程錄影師父的演講「開啟
生命的美好」. 當時師父的腳步是敏捷輕快, 說話的聲音, 是句句彷彿海潮音, 不急不徐, 沁
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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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法鼓山開山前夕, 因支援法鼓文化影視組, 第二次在鏡頭下看到師父. 
當時師父剛大病一場, 才從醫院出來, 身體虛弱到要侍者攙扶, 不僅師父本人, 週遭的侍者, 
法師全帶上口罩, 怕師父遭感染, 不能出席明天開山大典,  念頭忽起「非得要來打擾師父
嗎？」但隔天全台灣的電視台要 24 小時整點播出, 18 位宗教領袖代表的訪問, 白天都已
完成錄影, 就等師父這部份⋯ 
 

師父彷彿看到我的「疑慮」, 主動先拿下口罩, 看著我, 仔細聽完我的計劃及題目後, 
師父突然像個頑皮的小孩笑著說「我不要聽你的」, 然後面對攝影機一股腦的說起「為什
麼要建設法鼓山⋯開山的意義⋯」當下傻了眼, 他的訪談內容及鏡頭是事先設計好的, 準
備待會熬夜, 一鼓作氣完成剪接, 第二天早上 6 點正可送到各大電視台. 沒想到師父卻不按
牌理出牌. 心裡正煩惱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師父突然轉頭看著我, 一面繼續的說下去. 奇怪
的是, 頓時所有的擔心及妄念全消失了. 師父的眼神中, 看到一股安心的力量.  就這樣聽著
師父細說從頭⋯看師父即使拖著病軀, 也要把握因緣告訴大家「法鼓山的使命及理念」, 
不自覺的淚流滿面⋯, 當天晚上, 經過幾次剪接, 終於理出師父的訪談精要, 而這些內容卻
賦予了整個影片「擊大法鼓」般的氣勢！ 才恍然大悟, 師父真的好厲害！自己除了 進一
步知道了師父建設法鼓山的堅持及用心何在. 同時也體會到計劃起變化時, 自己的起心動
念真是一秒也不得閒, 師父的言行卻彷彿是在提醒 “人生無常的事每分每秒都在發生, 難
道人心要被這些「無常」轉來轉去？還是先安住當下, 好好的面對它？” 
 

2006 年 11 ⺝, 師父最後一次到紐約在象崗主持菩薩戒, 記得當時記錄受戒最後的
鏡頭是師父開示完畢, 維那法師高喊「恭送主法法師回寮」, 鏡頭就跟隨著師父, 慢慢的向
門口移動. 突然師父回過頭來, 看大家好一會, 接過麥克風說：「法鼓山很感恩大家出錢出
力來護持, 但是大家也要感恩法鼓山這團體, 讓我們有機會來學習奉獻, 佈施, 學習行菩薩
道喔！」 這句話著猶如當頭棒喝, 因為那時我剛接任為ＬＡ的召集人, 一心只想著: 我要幫
這團體做這個, 做那個！但我卻從沒想過, 其實更要感恩這團體給我這機會來學習「消融
自我」！ 「我慢」的心好像被師父看透似的. 當下慚愧不已！ 
 

最後一次用鏡頭記錄師父, 是菩薩戒後的感恩節早上, 被告知到師父的寮房拍攝記
錄師父寫毛筆字. 由於空間狹窄, 多半只能從師父身後拍攝, 室內⻆落的一台小機器不斷的
冒出蒸氣, 可能是在調節房內的濕度. 彷彿在霧裡看到一個老和尚彎著腰用心寫字, 那神情
好自在啊！但那機器不斷發出絲-絲-的聲音, 以及桌上醫療用的瓶瓶罐罐, 總是把我拉回
「師父正害病, 每隔天還洗腎」的現實中. 師父所寫的這些墨寶, 為的是要感恩那些發心護
持法鼓山的菩薩, 希望跟他們結法緣！ 就在這當下, 忽然注意到師父寫錯了一個字, 粗心大
意的我竟孩子氣的「哇」一聲,  師父卻氣定神閒的說, 「 沒關係,  這次寫的不好, 再重來
一次.」師父又開始 一張張的裁紙, 自在的重寫一次. 鏡頭下的師父像是在教導我們, 做人
做事, 犯錯難免, 但不要被犯錯的境界所轉. 記得永遠要給自己一個新的開始. 所謂「當勤
懺悔, 常起希望」. 
 

當天晚餐, 大家圍著師父話家常, 這時師父把待在腳落的我叫到跟前說, 想拍一部他
在美國行腳 30 年的英文記錄片, 我說這很有意義! 師父說「那就你來吧!」當時我看著師
父, 心想「師父, 別開玩笑！」才剛剛「有勇無謀」的接下召集人一職, 那有可能同時拍記
錄片？ 師父卻嚴肅的說「師父對你有信心！」我心想「但我對自己沒信心！」師父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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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副不成材的模樣, 就叫我拿起紙筆,  交待了方向及注意事項, 還叮嚀要先看林其賢菩薩著
的“聖嚴法師 70 年譜”及幾本遊記和著作. 結束前師父還像小孩子一樣笑著說「好了, 現
在除了ＬＡ道場讓你著急以外,  又多一樣讓你著急了！」 就這樣 2006 年底打完話頭禪
十, 我帶了兩個很著急的任務回到ＬＡ.   
 

2007 年 8 ⺝放下ＬＡ的一切, 回到法鼓山上, 待了 3 天, 把師父交待的最後一本書
看完時, 煞時, 對師父的悲願源自何處, 一生所學為何, 堅持的理由及動力又是什麼, 如何克
服困難, 為什麼說「承擔責任是報恩的開始」等等, 才有了比較深刻的認知. 本想看完書以
後再去拜見師父, 但後來卻一股衝動直接回ＬＡ了.  閱讀中才發現, 原來 2001 年師父來Ｌ
Ａ時, 當時身體正害病. 但滿滿的行程中, 鏡頭下, 看不到師父因病而心煩氣燥, 或隨隨便便, 
應付了事. 看到的卻是師父身體力行的「盡形壽、 獻生命、 報佛恩」.  
 

也彷彿發現, 師父是想藉著我學電影的背景, 讓我從這⻆度多了解法鼓山的理念及
方法, 免的讓ＬＡ道場走偏了, 同時也無形中提醒著「能放下, 才能提起」的智慧, 原來師
父正善巧方便的引導傻呼呼的我, 如何在道場中行菩薩道啊!   
 
感恩師父, 在個人修學過程中點了一盞明燈. 師父曾說「要以行菩薩道的願心來禪修」這
句話讓我又乖乖的坐回蒲團上打坐, 重頭開始. 雖然我的學習能力還是那麼差, 但發願自己
要不斷從感恩中重拾信心, 報恩中學習成長, 繼續向前⋯ 發願來生要早點跟師父出家, 跟師
父繼續修學「盡形壽、 獻生命、報佛恩」！ 

 
緬懷師父                             林果開 

 
 雖然己有心理準備, 仍沒想到我們法鼓山的大家長捨報圓寂得這麼快, 去面對、接
受它, 乃至兩週佛事圓滿, 才逐漸放下了它. 
 
 想當初, 求知若渴的每週去法印寺的圖書館借錄音帶, 自僧、俗各方人士的演講中
來學習佛陀的教法, 直到半年後因圖書館重建而中斷. 屆時發現與我最相應也最受用的就
是聖嚴法師的種種開示. 最喜歡師父在演講中慧黠的反問, 常逗得滿堂大笑, 也風趣的引領
大眾去回想開示內容而加以思考, 我們不僅是不會打瞌睡, 還愈聽愈起勁. 而師父引用生活
中的例子來做巧妙的比喻, 又使我們很容易的了解他所說的佛法. 當時就認定這位能將佛
法以幽默而深入淺出的方式, 說得清晰易懂的法師, 必是極有智慧的. 一向將皈依當成終身
大事, 一生只皈依一位明師的我, 在慎選之後, 正巧 1995 年那時聖嚴法師在 LA 的僑二中心
舉行一場大皈依, 於是在因緣俱足下成為師父的弟子.  
  

皈依典禮完畢, 步出禮堂, 見到師父獨自站在那裡, 想趨前請益, 緊張中只問是否可
為他拍照, 他婉拒了, 這是我惟一與師父獨處的經驗. 在皈依後, 才知道有法鼓山的佛教組
織及 LA 道場. 另外兩次與師父共聚一堂的經驗, 一次是 2001 年底, 師父蒞臨 LA 道場關懷
悅眾. 另一次是 2006 年在紐約的象岡, 舉行菩薩戒的前夕, 受戒弟子們圍成圓圈近距離的聆
聽師父開示, 那種如同與慈父圍爐夜話般的溫馨仍常在心頭. 在菩薩戒儀式中, 眼見師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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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洗腎的孱弱身軀, 雙手高舉著法器, 長時間的站在那兒, 著實令我於心不忍. 回想我們是何
其有幸, 有此機會, 在他老人家最後一次來美國之時, 領受了菩薩戒. 

 

師父天生體弱多病, 到六歲時才能出家門走動. 為了弘揚回歸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法, 

教導禪修, 推動心靈及大環境的環保理念, 一生盡心盡力的在世界各地疲累奔波, 以致到了
晚年腎疾纏身. 他老人家卻不願換腎, 慈悲的將此機會留給年輕人. 兩年前己立下了遺言, 清
楚的交代身後大小事宜, 其中以 “在我身後，不發訃聞、不傳供、不築墓、不建塔、不立
碑、不豎像、勿撿堅固子. 禮請一至三位長老大德法師，分別主持封棺、告別、荼毘、植
葬等儀式.”來倡導禮儀環保, 而破除傳統民間對高僧圓寂後的金身或舍利子的執著與崇拜. 

著實令人欽佩師父高瞻遠囑的智慧, 也可看出師父早已修行到不貪、不瞋、不癡、放下小
我、完成大我的境界. 

 

師父一生不懈的勤奮精進, 利用逆境來成長, 使他由愚鈍而至有大智慧, 給我很大的
鼓勵. 師父以願力及努力感召信眾的相助, 由貧困至逐漸實現了他提倡全面教育來提昇人的
品質的理念, 建設了一塊人間淨土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 走在園區內, 處處都可
體會到師父愛護自然、愛護生命、簡樸、環保的理念. 師父的言教、身教是我們的楷模, 他
的著作是我們的法寶. 有幸當初我選對了明師, 今後仍得以繼續向師父學習, 不斷提昇個人
的品質, 並推廣法鼓山的理念. 

 
                    植葬的典範                      潘秀媚 

 
那天晚上，我們八十多位同修在道場看電視直播聖嚴法師的葬禮，與一般的喪禮不

一樣，沒有花圈輓聯，沒有香燭紙錢，更沒有哀痛與哭嚎，令人想起法師在遺囑上說的，
把他的身後事辦成是一場莊嚴的佛事，肅穆和平。 
 

法師身為漢傳佛教的傳承人，並以提倡與推廣禪修為己任，他晚年積極推動心靈環
保，心安就有平安，以及心六倫等理念。他一直努力推廣佛法生活化、人間化，希望現代
人不要為了豐富的物質生活而讓心靈矇閉，主張回歸本懷，善良慈悲，提升人的品質，建
設人間淨土。 
 

我們看到聖嚴法師的⻣灰被他的弟子與信徒們送到生命園區，⻣灰盒裡放著五個白
色的袋子，分別被埋在園區草地上五處不同的地方，然後覆蓋上泥土，化為優美環境的一
部分，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多麼乾脆利落，又是多麼美好的一個概念。他曾說過設立生命
園區是把生命連接永恆，我終於明白了，就像基督教說的從塵土來，回歸塵土。法師對生
死的看法：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法師以身做則，喚起世人對植葬概念的了解與接
受，他認為傳統的葬禮勞民傷財，與環保的理念相反。一個人的尊嚴與他的成就，不是他
死後的葬禮有多隆重，或是後輩把佛事辦得如何榮哀。法師是在告訴我們，生命的消失是
自然現象，我們應該活在當下，珍惜生命，行所當行。法鼓山門的對聯“隨緣應化莫擁
有，緣畢放身撒兩手”不就是法師一生的表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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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 - 4 ⺝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23 24 25 26      

        禪坐共修 
    7-9:30 pm 

 

27 28     
 

禪坐共修 930-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30 130 130 130---- 430 pm 430 pm 430 pm 430 pm  

               (6-2) 
 

3/3/3/3/1111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2 3 4 5        
        禪坐共修 

    7-9:30 pm 

6 3/7 
禪坐共修 9:30-12 am    
常華法師的佛學講座: 

1:30-4:30 pm 
「如何在困境中心安平安」  

6-9 pm「菩薩身影」 

  

3/8 
     義工成長課程   

10:30-4:30 am 

 常華法師培訓 

9 
 

10 
 

11 12     
        禪坐共修 

    7-9:30 pm 

13 14    
禪坐共修 9:30-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 1 1 1::::30303030----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6-3) 

15 
禪一（PV 山上） 

16 17 18 19     
        禪坐共修 

    7-9:30 pm 

 

20 21    
禪坐共修 9:30-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 1 1 1::::30303030----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6-4) 

22 
念佛法會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23 24 25 26      
        禪坐共修 

    7-9:30 pm 
 

27 28  
英文禪坐  930-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 1 1 1::::30303030----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6-5) 

29  
半日禪 9-12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30 31 4/4/4/4/1111    2       
       禪坐共修 

    7-9:30 pm 

 

3 4 
禪坐共修 930-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 1 1 1::::30303030----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6-6) 
 

4/5     
   大悲懺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6 7 8 9       

        禪坐共修 
    7-9:30 pm 

 

10 11      

禪坐共修 9:30-12 am 
 
 

12       

    念佛法會 10-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13 14 15 16      
       禪坐共修 

    7-9:30 pm 
 

17 4/18-4/19 
                     果醒法師 （禪修講座+監香培訓） 

20-21 

果醒法師 

22 23     

       禪坐共修 
    7-9:30 pm 

24 25  

          山上植樹 

26  

         禪一  9am - 4pm 
 
 

27 28 29 30      
禪坐共修 

    7-9:30 pm 
 

5/15/15/15/1    2  
英文禪坐  930-12 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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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常華法師 LA 佛學講座「如何在困境中心安平安」          3/7 (星期六) 1:30-4:30 pm 
★佛學初階導讀「學佛五講」             3/1. 22, 29, 4/5, 12, 5/3 (星期日) 1:30-4:30 pm 

★中文初級禪修班                                     3/14, 21, 28, 4/4 (星期六) 1:30-4:30 pm 

★英文禪修指引 Meditation Workshop  by Gilbert Gutierrez 3/28, 5/2 (六) 9:30 a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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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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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Gabriel,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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