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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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念頭、壞念頭 

一般人多半認為心中的想法並不等於行為，要確實做出不

當的行為才會造成壞的結果，因此會有人說：「我不做什麼，

想一想總沒有關係吧？」這樣的想法，對嗎？當然不對！雖然

沒有真的付諸行動，但是不好的念頭、壞的想法一樣會對我們

產生影響。 

通常人的行為包括三個部分：（一）心理的行為，（二）

語言的行為，（三）身體的行為，佛教稱為「身」、「口」、

「意」三業。這三種行為產生了結果，進而形成一種力量，就

叫作「業力」。 

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心」的作用。如果心裡沒有動

念，只是嘴上說說，從佛法的⻆度來看，並不算是犯罪，因為

他是無心、無意，不是故意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事。就好像精神異常的人犯了罪，法院經過專業的鑑定，證實

他在犯罪當時心神異常，就不會按照一般罪犯來量刑。 

但是如果他是在精神正常、心理清楚的狀態下犯罪，即使

沒有實際的結果產生，卻有可能構成預謀，還是會視同有罪

的；而如果精神狀態很清楚，雖然沒有預謀，只因無心誤觸了

法網，則必須為自己的粗心大意負起法律責任。 

人的一切的行為是「心」在做主，如果沒有心的指揮，行

為是不會發生的。所以「心念」是非常重要的。就算不從佛法

⻆度來講，從犯罪心理學或法律觀點來看，也是如此。 

如果心裡時常興起犯罪的念頭，久而久之就會犯罪。就
像一個人老是有說謊的念頭，慢慢的就會覺得說謊沒有什麼。
又例如：如果心裡有個想殺人的念頭，只要這念頭持續下去，
即使沒有殺人的機會，結果因為時常想，逐漸就會把殺人視為
平常的事，不再覺得它是一種可怕的、犯罪的行為；想到最
後，可能就真的殺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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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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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人的主宰，心能夠改變我們的命運，也能夠改變我們這個世界。明白自己的

心念有這麼大的力量，就該隨時隨地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否則便是不負責任的。 

那麼，該如何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呢？首先是要懂得如何判斷什麼是好念頭，什

麼是壞念頭。通常，對自己的身心有妨礙、會產生副作用的，或是對他人、對環境

會造成損害的，就是壞的念頭。反之，對於自己的身心平衡、和諧有好處的，對他

人、對環境有正面意義的，就是好的念頭、好的事情。 

自己的身體是屬於個人的，由自己的身體向外擴展，就是外在的環境，和個人關

係密不可分，也可以說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對於自己有好處的、健全的，對整體

的環境而言，應該也是有好處的。 

有了判斷善與惡、好與壞的基本的常識之後，接著要練習著，當好念頭出現的時

候要多多培養它，多多發展它；壞念頭出現的時候則要避免它，不要再想它，最好

就是 不要管它，不要繼續朝同一個壞念頭想，要用一個好念頭來代替它。譬如，當

想殺人的壞念頭出現時，就應該立刻放下來，反過來想著要救人，救世界的人，並

且不 斷強化這種善的、好的念頭。 

但是也不要變成癡心妄想、狂想。譬如說：想著要救世救人，可是卻不考量自己

是不是有這個能力和智慧？相關的問題和條件，都需要經過評估、分析，否則就是

不切實際的妄念。否則救人救世的念頭雖然是對的，但是不切實際的狂妄，就是在

浪費自己的生命、光陰，所以也是壞念頭。 

總而言之，我們要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條件來思考，對他人有利的，我們要多想、多

做。對自己、對他人沒有益處的，不要想、不要做。如果能夠這樣，我們的起心動念就都

是好念頭，做的事情一定是好事情，說的話一定也是好話。           --- 摘自《找回自己》 

                      
                                                                                 

 如何更有效率應用 “四它”？               林果常 

 
  一個人在一生當中，難免都會遭遇到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困境，小的如沒趕上飛
機，大的如身體裡長出腫瘤，有時候是職務上同事間的問題，有時是親子之間無法溝通的
問題，有時是無法預期達成目標，而給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 

 
自從法鼓山開始推動 “心”五四運動以後，普遍受到社會人士的肯定與重視。尤其

是「四它」這一項的運用，更是廣泛，常常有政府的高級官員，或大公司的高級主管，被 
媒體記者訪問時，都會表示，他們在運用這個方法。 
   

所謂「四它」，就是解決問題的四個步驟；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根據
個人的經驗，一個人若有禪修與佛法的基礎，則可以把「四它」運用的更具效率。禪修指
的是「止與觀」的觀念與方法之訓練，佛法則指的是佛所教的最基本原則，因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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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 
(1) 要靠修止的功夫，陪養定力，就像一池水要等到水面靜止，我們才能看清楚水

裡的境像一樣，心也要在平靜時，才能清楚知道自己所處的環境之狀態與所發
生的一切。 

(2) 要靠因緣法的道理及觀念去對待處境。所謂因緣法，簡單講就是「此生故彼
生，此滅故彼滅」的法則。有目前這樣的結果，一定有它的原因，而如果想改
變結果，就得去製造能產生不同結果的原因。但也要認識到，在這過程中，還
有許許多多自己無法掌控的因素，叫做 “緣”。 

 
現在分別敘述如下： 
1. 面對它：一般人的心是散亂的，所以當他遇到困境時，往往很難去理出一個頭緒，而

緊張慌亂，不知所措。有時候更會像鴕鳥似的，想去逃避，結果常常會像雪
球似的，使問題演變的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個有禪修訓練的人，在
同樣狀態下，有能力很快看出自己的心在浮動，所以自然能夠很快去面對
它，禪宗所說的「活在當下」，就是這種心境，隨時清楚知道自己的處境。 

 
2. 接受它：知道有困難之後，就要去探查發生困難的原因。有時的確不是很單純，在一

件問題裡面，會含藏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這時就得靠平時修定的功夫，
平心靜氣去做分析，把本來絞在一起的不同問題，理出一個頭緒，查出其必
須處理的優先程序。有一句西諺：「若能把問題闡述清楚的話，就等於給問
題解決了一半」。這時才是真正的接受了該去處理的 “它”。 

 
3. 處理它：解決問題最具體、最符合自然法則，也即最省力的方法，就是運用因緣法

則。師父提到「成功的三要素：隨順因緣，把握因緣，創造因緣」。遇到困
境時，首先要用止的功夫，清楚分析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若能改善就得把
握機會去改善。若是專業的問題，則平時便要花時間去獲取學習解決問題所
需具備的專業技能與知識，若自知無法自己去解決，也可以請其他專業人員
的幫助。許多學佛人把 “隨緣” 這句話當做口頭禪，其實這只對了三分之
一。當你在各種辦法都想過了，仍然還無法去改善當前的狀況時，才用「隨
緣」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的確如此，「隨緣」也是一種處理問題的方式，若
做 生 意 ， 股 票 或 地 產 投 資 的 人 都 知 道 有 這 一 句 話 ： ”timing is 
everything”，要懂得「稍安勿躁」的原則，有時不要「輕舉妄動」才是最適
當的處理方式。 

 
4. 放下它：經過運用「因緣法」去妥善擬出了處理問題的辦法之後，便不要再把問題掛

在心上，否則就會勞心、勞身，得不償失。師父說：「放不下自己是沒有智
慧，放不下別人是沒有慈悲」。他又說：「不要老是想著 “我怎麼辦？”而
是睡覺時照樣睡覺，吃飯時照樣吃飯，該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萬一，一
時做不到的話，仍然要記得去應用平時所學的禪修方法，如觀念頭、觀呼
吸、或念佛等都是讓心安定的法門。這時候也就是最好訓練自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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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平時口苦婆心給予我們的教導，若能配合禪修與佛法的觀念，才能有效在困境出現的
第一時間用上。若能經常使用，則熟能生巧，其結果會使自己的煩惱越來越少，更重要的
是能減少給周遭人的煩惱與麻煩，也就是對整個社會的祥和儘了自己一份力量。 

 
「臨終關懷」–常懿法師主講            林果開 

 
 五⺝二十三日來自紐約東初禪寺的常懿法師, 提及其母於旅途中意外往生的經歷, 
使她深切體會到人生的無常, 而改變人生觀走上出家之路. 接著法師請大家分組分享第一
次接觸死亡的經歷, 之後再由各組推出代表來與眾分享. 其中有位師姊的外婆服農藥自殺
後, 在家屬二十四小時輪班助念後, 面色竟由烏黑轉為紅潤而呈現瑞相. 大家聽了各種實例
後反應熱絡, 而殷切的想由法師的演講, 知道如何處理面對死亡的恐懼, 以及對臨終助念關
懷的了解. 藉著幻燈片的提要, 平易近人的常懿法師, 娓娓講解以下的相關項目: 
 
1. 面對死亡的恐懼 

2. 臨終者的執著 
3. 助念者的執著 
4. 親屬的執著 
5. 往生的方式–1) 隨重往生 2)隨業往生 3)隨念往生 4) 隨願往生 
6. 生死過程的四大分離–1)地大分離 2)水大分離 3)火大分離 4) 風大分離 
 

7. 助念 : 

 

1) 幫助往生者提起正念 

 

2) 同時也是我們修福修慧的時刻, 助念者獲益大, 平時念佛時間少, 正好利用此機會多
念佛, 增長慈悲, 減少煩惱. 結善緣 

 

3) 重點是要站在彌留者的立場來助念, 尊重他的心願, 用他喜歡的儀式, 念他平日習慣
的佛號. 若碰到彌留者不是佛教徒, 可先在病床旁先為他誦阿彌陀經，幫助他認識西
方極樂世界並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減少病者對身體的執著 

  

4) 助念最易廣結善緣,助念的莊嚴攝心能讓家屬身心安定自然會接引人們來學佛 

 

5) 助念時,請將「西方三聖像」放在彌留者看得見的地方 

  

6) 往生助念原則上是八至十二小時, 助念完才為往生者更衣. 助念的場所可以是家裡、
安養院、醫院…等處 

 

7) 四十九天內請家屬隨時念佛並多做善事迴向給往生者 

 

8) 助念時的注意事項 
* 應至誠懇切,心繫佛號  
* 不要哭泣,不觸摸往生者遺體, 不急著替他更衣 
* 不需請法師或專業人士誦經及招魂, 至親家屬助念的誠心及念力最有效果 
* 不要執著瑞相 
* 不以葷菜祭拜 

 

8. 平時的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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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無常,不知會在什麼情況往生,要想臨終能生起正念, 得靠平時的功夫, 平時要練
習放下(貪、瞋、癡、感情、愛與恨、記憶、事、物、財產…), 才不會臨終時心生不
捨、執著、心隨境轉. 要能放得下, 才能臨終無障礙的往生善道 

 

2) 要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得靠平時的努力, 才會具備信、願、行三個重要條件: 
信 (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 相信自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願 (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將來修行圓滿再乘願而來普渡眾生)  
行 (平時的用功很重要，如此，不論臨終時是那一種狀況, 都會記得念佛, 並生起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念頭) 
 

9. 無常與明天不知何者先到, 因此要「預立遺囑」: 

 

1) 不在醫藥無效時插管急救 
2) 昏迷不醒時免除強心針、電擊棒的急救 
3) 不延長無意義生命的治療, 順其自然舒服的離開人間 
4) 要求助念與己相應的佛號 
5) 實行環保的佛化喪葬儀式, 例如植存 
6) 衡量自己的財務能力, 在過世後用來佈施, 如公益團體, 護持道場, 供養三寶, 可累積

福德資糧 
7) 平時讓配偶、子女清楚知道自己的遺囑, 要他們在自己往生時堅持執行遺囑 

 

10. 臨終關懷所抱持的精神是關懷不離教育(從關懷中學習), 教育不離關懷, 關懷要掌握精
神, 處理要善巧方便. 站在對方立場想, 讓心更貼近關懷的對象 

 

11. 佛教為了莊嚴而用「往生被」, 使助念者可以安心攝心的念佛. 彌留者蓋至頸下, 往生
後從頭蓋至腳 

 

由於大家對法師的助念關懷講解, 聽得很受用, 有位呂麗芬師姊就自願承擔為助念組的
負責人, 當場有二十幾位菩薩報名參加助念行列, 其中還有兩對夫妻檔加入. 隨後, 常御法
師指導助念時的法器與唱誦, 常懿法師講解不同狀況與不同場所助念的方式與過程.   

 
聽臨終關懷演講的心得                             如明 

 
常懿法師主講臨終關懷需知，滿堂聽眾，可見社區朋友對生死大事的重視。 

法師談及其女眾老菩薩在六年前車禍往生的一剎那時，其兄本能的對母親說：「媽！ 
，您這個房子舊了！不能用了！爸爸、小孩與我都沒事；您就放心的走吧！」要像他在此
觸目驚心的時刻, 能平靜的說出這番得體的話，得靠平時聞、思、修的資糧。 

 

我們平時不妨思考一下，若是患上了絕症怎麼辦？以何種心態面對？選擇何種方式
避免痛苦？要用嗎啡嗎？要用鎮定藥嗎？昏迷狀態時，失去判斷力時，誰是我的合法監護
人？此監護人負責財物管理和醫療決定。要火化？還是土葬？ 

 

臨終者通常有如下徵狀：1. 沒有食欲 2.呼吸困難 3.失眠 4.煩躁 5.疼痛，能藉藥物
來舒緩或控制。一般而言，末期病人或彌留者可能會夢囈，喃喃自語，看見已逝的親友。
雖然我們看不到，卻不去否定他的話，要為他祈禱或念佛、誦經, 也要勸他念佛與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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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開示〕            最後的旅程                                              

民間一般的葬儀，基本上是以擬人化的假設來處理，例如若是客死異鄉就要召
魂，怕亡者認不得路回家，變成無主孤魂。又例如中國人自漢唐以後，開始有燒冥
紙的風俗，後來紙錢愈燒愈現代化、國際化，不但有台幣、美鈔，還演變成紮紙
人、轎車、輪船、飛機、洋房、電冰箱、電視機等等。  

 

佛教沒有這種做法。人死而未轉世之前的中陰身，不受空間阻隔，親友一念至
誠，他就回來了，根本毋須召喚，更用不著轎車，或隨身攜帶現鈔、信用卡等。 

 

民間習俗一些送亡的儀式，也有不讓亡者到地府受苦的用意。例如，過去在大
陸，對男性亡者要做「過渡橋」、「破地獄」的法事，對女性亡者則有「破血湖」
的儀規。 

 

這種儀式在佛教中也是毫無根據。佛教認為人死後只有六分之一的機會會投生
鬼道（所謂六道輪迴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不是每個人斷氣之
後都要到地府走一趟。既然如此，亡者親眷何不假設過世的親人是昇天、再轉世為
人，何必一定認為他們死後到地府去了呢？ 

 

至於佛化葬禮，有一套嚴密的思考，一般人不太了解，以為佛教中有專門為死
者設計的「法力」咒語，可以有「神力」救拔亡靈，這是只知佛事利益的皮毛，未
明其深意。 

 

佛教認為人過世之後，由四種原則決定他的去處，一是隨重往生。隨他生

前 所做善惡諸業中最重大的，先去受報；二是隨習往生，隨著他平日最難革除的習

氣，而到同類相引的環境中去投生；三是隨念往生，隨亡者命終時的心願所歸，善
念則轉生人間、天上，惡念則轉生三惡道中；第四隨願往生，發願學佛則往生佛國
淨土，或轉生人間繼續修行。 

 

從這四個原則我們不難看出，對一位即將壽終或已經往生的人而言，隨重、隨
習的原則是沒有辦法改變了，唯一還有努力空間的就是為他做佛事，影響他最後的
心念， 進而有較好的歸宿。嚴格來講，這是一種補救的方法，勸他在這個時候萬念
放下，一心向佛，並非根本。若想善生善終乃至得大解脫，平常所下的工夫，是比
較可靠的。 
 

大致上，佛化喪禮有很多種，分別為誦經、拜懺和放焰口等。 
「誦經」的由來，源自釋迦牟尼佛時代，當時尚未有印刷術，也沒有手抄本流

通，所以要學習佛法必須口口相傳，努力熟誦經章。演變到後來，誦經便成了學習
佛法、宣揚佛法的基本方法。誦經有兩個作用：一是弘法；一是把經章的內容要義
當成一面鏡子，用以檢束、警惕自己的身口意行為。 

 

「拜懺」是禮佛懺悔。對佛懺悔並不是求佛赦罪，而是向佛坦白自己所做的罪
業，並且立志不再故意做惡，求佛為此誓願證明。至於「放焰口」的主要對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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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鬼道的餓鬼，以持咒及說法的方式，將供物化成甘露法食，讓餓鬼得以精神飽
餐，並勸他們放下內心的執著，皈依三寶，受戒脫苦。 

 

事實上，這些「佛事」不是專為喪禮設計，在結婚、祝壽、行商、生產時，都
可以誦經、拜懺，都有不可思議的功德和助益。 
 

問：佛教經典繁多，經懺種類也很多，如何為亡者做最適當的選擇？答：目前台灣
最通行、最適用的有《華嚴經》、《法華經》、《地藏菩薩本願經》、《藥師琉璃
光如來本願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佛說阿彌陀經》、《心經》等。至於
拜懺的法門，則有《梁皇懺》、《三昧水懺》、《大悲懺》、《彌陀懺》、《藥師
懺》、《千佛懺》等。不管修哪一部經、哪一套懺，都是修行，有修行就有功德。
喪家若想使亡者受益，一部經懺可以修一天或修好幾天，端看各自的時間和財力而
定。 

 

不管是在生前或死後做經懺佛事，有一些觀念一定要釐清。我們誦經我們誦經我們誦經我們誦經、、、、禮拜禮拜禮拜禮拜
佛菩薩佛菩薩佛菩薩佛菩薩、、、、懺悔懺悔懺悔懺悔，，，，其實是一種布施其實是一種布施其實是一種布施其實是一種布施，，，，不見得有特定對象不見得有特定對象不見得有特定對象不見得有特定對象；在誦讀經文、禮拜時，有緣

的六道眾生都可以一起參與佛事，讓他們有機會聽聞佛法、學佛及懺悔過錯。 正因正因正因正因

為有布施的功德為有布施的功德為有布施的功德為有布施的功德，，，，亡者才能受惠亡者才能受惠亡者才能受惠亡者才能受惠。。。。 
 

這與古代大饑荒時放賑的道理一樣，施賑者的慈悲心、誠意是關鍵，至於用乾
飯、用稀飯就不要緊了。從字意義上看，「水懺」是對死於水中的亡者而做，「梁
皇懺」 的起源為梁武帝為其皇后祈福超度。事實上，選用任何經、懺，其間的分別
並不大，信心信心信心信心、、、、誠意堅固與否誠意堅固與否誠意堅固與否誠意堅固與否，才是導致差異的要因才是導致差異的要因才是導致差異的要因才是導致差異的要因。 

 

其次，絕大多數的經懺都由僧眾主持，但整個佛事的重心應該是亡者的家屬。
佛教認為亡靈的感應能力非常強，相當於生前的七倍，親屬的心念對亡者影親屬的心念對亡者影親屬的心念對亡者影親屬的心念對亡者影響很響很響很響很
大大大大，不要以為只有出家人為亡者誦經才有用。所以，如果親人亡故，家屬之間不能
和睦，反而為處理後事的方式，甚至遺產分配爭吵不休，這將帶給亡靈極大的不安
和煩惱， 妨礙亡者往生善處。相反的，若遺族誠心為亡者做佛事，親自參與，將為
亡靈帶來莫大的安慰和利益。因此，若不能請出家眾主持佛事，家屬在家自己用簡
單的方式 誦經、拜懺，也很好。 

 

像這樣的喪禮，由於遺族沒有用心參加佛事，便無法與亡者心靈交會，對他的
助益就很有限。更不用說民間所採的葬儀，鑼鼓喧天，用擴音器播出哭聲，花圈、
輓聯成行，這種看似熱鬧的場面，恐怕不是為了亡者的尊嚴，而是為了遺族的面
子。如果遺族能用祈福遺族能用祈福遺族能用祈福遺族能用祈福、、、、虔誠的心來做佛事虔誠的心來做佛事虔誠的心來做佛事虔誠的心來做佛事，那麼相信亡靈會感受到與親人心靈契那麼相信亡靈會感受到與親人心靈契那麼相信亡靈會感受到與親人心靈契那麼相信亡靈會感受到與親人心靈契
合的安慰合的安慰合的安慰合的安慰，，，，讓他往生佛國讓他往生佛國讓他往生佛國讓他往生佛國。。。。    

 

問：法鼓山所提倡的喪禮，會要求喪家在四十九天內吃素嗎？ 
答： 最好如此，但不勉強。我的故鄉以前有個很好的習俗，在辦喪事期間，請遠親
近鄰天天「吃豆腐」，也就是吃素；當時在貧窮的鄉間，豆腐是很好的素菜，所以
鄉下 話稱此為「吃豆腐」。遠親近鄰送一些微薄的奠儀，就可以去「吃豆腐」，菜
色大多是四大碗，有海菜、青菜、蘿蔔、豆類食品等，整個喪事期間都如此。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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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的民風，在大陸時，有很多地方跟我的家鄉一樣，台灣則極少有人強調在服喪
期間茹素。  

 

其實在哀悼親人亡故時禁葷禁葷禁葷禁葷，，，，是悲憫心的發揮是悲憫心的發揮是悲憫心的發揮是悲憫心的發揮，也是一項功德，因為親人喪
生是令人哀傷的事。那麼，牲畜為人而死，也是少了一條命，不也值得同情嗎？因
此，法鼓山鼓勵吃素，並不硬性規定信眾非吃素不可，但如果無法吃全素，最好也
盡量少吃葷食。 

 

問：做佛事時，可以放錄音帶代替嗎？ 
答：這要看狀況。當一個人尚未斷氣，神識仍在的時候，假如家人無法陪在他身旁
念佛誦經，也請不到人助念時，放錄音帶是可以的，臨終者一樣可以聽受佛號和經
義。一旦人已亡故後，要靠錄音帶超薦是不可能的，因為錄音帶裡沒有用「心」，
亡靈得不到感應。 
 

我深感葬禮風氣亟需提昇，於是經過研究改良，安排了一種簡樸又莊嚴、安
定、祥和，也非常環保的佛化葬禮，沒有噪音、花圈、紙屋、紙車。做佛事時，遺
族需在場等等，這一套儀式後來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也相繼運用、推廣，希望這
種對死者尊敬慰勉的態度，能蔚為風氣。                       摘自《歡喜看生死》 

                                                                                

 
 

七⺝心靈饗宴七⺝心靈饗宴七⺝心靈饗宴七⺝心靈饗宴        禪悅禪悅禪悅禪悅ㄧㄧㄧㄧ夏夏夏夏 
 

【禪的歷史  禪的體驗 】 7 ⺝ 4 日至 19 日  
連續三個週末, 來自臺灣法鼓山的果徹法師果徹法師果徹法師果徹法師, 將為我們細說宗教、佛教、禪宗、中華禪
的歷史. 法師有著豐富的禪十指導經驗, 又有著近似聖嚴師父的禪修指導風格, 將在兩個
週末, 分別講解何為「默照禪」及「話頭禪」, 週六講禪修方法, 第二天的週日就指導大
家運用此方法來練習禪坐, 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可貴的機會來聽明師指導並練習禪坐. 

 

【心安平安 你就是力量】7 ⺝ 23 日至 26 日 
為推動“心安平安 你就力量“ 的活動, 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方丈和尚與五位僧團代表五位僧團代表五位僧團代表五位僧團代表及法鼓大學校長劉安法鼓大學校長劉安法鼓大學校長劉安法鼓大學校長劉安
之之之之將來到ＬＡ舉行ㄧ連四天密集的活動. 向上提昇的力量, 就讓我們從自己開始, 呼籲大
家把自己所擁有的善的力量表現出來, 由自身做起、從內心出發, “分享善的力量, 感恩
善的力量”.  哪怕只是ㄧ個微笑, ㄧ句加油, 或是ㄧ個簡單的掃街的行動; 這份小小的力
量將由涓滴細流匯聚成ㄧ股強大的社會支持動能, 讓你我及整個世界更勇於面對未來的
挑戰.  其實我們每個人, 就是社會平安的力量, 就是社會的中堅. 

 
* 歡迎各界踴躍參加。有關活動詳情請看法鼓山 LA 分會網站：www.ddmbala.org 或洽 

電話/Fax: 626-350-4388, 地址: 9674 Telstar Ave., # C, El Monte, CA (僑二中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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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預告活動詳情預告活動詳情預告活動詳情預告    
 

【禪的歷史  禪的體驗】  7 ⺝ 4 日至 19 日  果徹法師 主講 
 

日期 時間 上課內容 

7/4 (六)–7/5 (日) 早  10-12  下午  2-4 宗教- 佛教 -中華禪法鼓宗 (默照及話頭) 

7/11 (六)–7/12 (日) 早  10-12  下午  2-4 默照禪 - 介紹與練習 

7/18 (六) - 7/19 (日) 早  10-12  下午  2-4 話頭禪 - 介紹與練習 

 

果徹法師簡介 
 

* 1986 依止聖嚴法師出家, 1994 中華佛研所畢業 

 

* 專長: 禪十的指導, 佛學課程的教授 

 

* 歷任: 念佛會的輔導師, 僧團的佛學教師, 僧眾的輔導師, 教育院的監院, 佛學研究所的梵文教
師, 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的梵文教師 

  

* 現為法鼓山農禪寺僧團的佛學教師、僧伽大學的專任助理教授 (教佛學、禪修、戒律) 

 
 

* 著作 :  
1994 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     
1997 梵藏漢對照《唯識二十論》(以梵本為主) 初探 
1998 東初老人簡譜 -《中華佛學研究所》第二期 
1998 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七品觀邪見》初探. 《淨明句論》為《中論》的註釋書 
2000 聖嚴法師與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法鼓全集》之思想概介 
2000 梵本《大乘稻稈經》初探 
2006 撰寫中的《大乘稻稈經講記》 

 

果徹法師曾教授的課程 : 
 

戒戒戒戒    戒律學概論、菩薩戒、比丘尼戒、沙彌律儀、毘尼日用、學佛行儀、佛教制度與生活 

    定定定定    中國禪宗思想史、話頭禪學、禪修指引等相關課程 

佛法概論、部派佛教概論、中觀學導讀、中觀原典導讀、生命緣起觀、 
    慧慧慧慧    

入菩薩行論、大乘稻稈經、佛遺教經、八識規矩頌及百法、各類專題演講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梵文文法、梵文佛典導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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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丈和尚公開演講方丈和尚公開演講方丈和尚公開演講方丈和尚公開演講『『『『心安平安心安平安心安平安心安平安    你就是力量你就是力量你就是力量你就是力量』』』』 7777 ⺝⺝⺝⺝ 26262626 日日日日   
 

「心安平安―你，就是力量」是早在聖嚴師父二⺝初圓寂前, 即由僧團決定為今年
法鼓山主要的活動系列, 主軸與核心理念, 延續聖嚴法師在圓寂前的重要開示： 
「2009 年是很有希望的ㄧ年, 只要我們有信心, 就可以在失望中看見希望，在艱苦的環境 
中創造快樂，在不景氣的年代擁抱幸福 ！」  

 

自五⺝開始己在全球各法鼓山的道場推出這個社會活動, 邀請各界共同攜手, 把一
切值得做、需要做、做得到的善的力量表現出來、實踐出來, 讓滿滿的善的力量，在我們
的生活中循環、在我們的社會發酵 - 你就是生活幸福的力量、你就是社會平安的力量，請
讓我們一起成為感動世界的力量.  
 

7777 ⺝⺝⺝⺝ 26 26 26 26 日日日日((((星期日) 1) 1) 1) 1----    2222::::30303030    pmpmpmpm        方丈和尚的公開演講 

地點：San Mario CenterSan Mario CenterSan Mario CenterSan Mario Center, 1800 Huntington Dr. San Marino, CA 911081800 Huntington Dr. San Marino, CA 911081800 Huntington Dr. San Marino, CA 911081800 Huntington Dr. San Marino, CA 91108 
San Marino Crowell Public Library 的隔壁.  演講後的活動時, 備有精緻茶點招待.        

 

其它關懷活動如下：    
    

7777 ⺝⺝⺝⺝ 22223333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晚上 7 ~ 9 春風化雨‧點滴心頭      方丈和尚 - 果東法師  主持 

    
7777 ⺝⺝⺝⺝ 24242424 日日日日 ( ( (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 ) )  

    

晚上 7 ~ 9  聖嚴師父心目中的法鼓大學 法鼓大學 劉安之校長主講 

法鼓大學劉安之校長將首度向大眾說明法鼓大學創校的願景及進度等. 
    
7777 ⺝⺝⺝⺝ 25252525 日日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上午 9 ~ 11   大悲懺法會 果醒法師    主法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 11 11 11----12121212    皈依典禮皈依典禮皈依典禮皈依典禮    (需事先報名) 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方丈和尚                主持主持主持主持    

下午  2–5   大悲心起‧願願相續 常惺法師    主講 

「大悲懺法會」由法鼓山東初禪寺暨象岡道場住持果醒法師主法. 
中午備有午齋結緣, 請事先報名及攜帶環保餐具請事先報名及攜帶環保餐具請事先報名及攜帶環保餐具請事先報名及攜帶環保餐具....    

    
7777 ⺝⺝⺝⺝ 22226666 日日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001:001:001:00    ~~~~    5:305:305:305:30        『『『『心安平安心安平安心安平安心安平安    ----    你你你你，，，，就是力量就是力量就是力量就是力量』』』』    

    

1- 2:30 pm        心安平安―你，就是力量   方丈和尚 果東法師 主講 

2:30–5:30 pm   趙州茶時間  與法師們交流互動 

2:30–5:30 pm   聖嚴法師著作導覽展   法師及義工全程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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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  9  9  9  9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29 30 7777/ 1 2                        

禪坐共修 

        7-9:30 pm          

3 4 -5           果徹法師  

禪修講座：宗教-佛教-中華禪法鼓宗 

10 am - 4 pm 

6 7 8 9        

禪坐共修 

        7-9:30 pm 

10 11-12                                            果徹法師  

禪修講座： 默照禪介紹及練習 

10 am - 4 pm 

13 14 15 16     

禪坐共修 

   7-9:30 pm 

17 18 -19          果徹法師     

禪修講座： 話頭禪介紹及練習 

10 am - 4 pm 

20 21 22 23-26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率僧團關懷ＬＡ: 
 

7/23 星期四   7 - 9 pm    大悲心起 願願相續 (1) 

7/24 星期五   7 - 9 pm    聖嚴法師心目中的法鼓大學 

7/257/257/257/25 星期六   9 am - 12  大悲懺 / 皈依典禮皈依典禮皈依典禮皈依典禮,   2–5 pm  大悲心起 願願相續 (2) 

7/267/267/267/26 星期日   1– 2:30 pm  方丈公開演講方丈公開演講方丈公開演講方丈公開演講    + + + + 安心茶會安心茶會安心茶會安心茶會 

 

27 28 29 30     

       禪坐共修 
7/31 - 8888/ 7 

                                      PV 山上 禪七             常悟法師主持 

3-8                                                        

禪七 

9          大悲懺 10-12 am 

            悅眾會議 1-3 

10 11 12 13      

禪坐共修 

14 15  

        戶外禪   9 am – 3 pm  

16   

臨終關懷培訓 (1)  1–4 pm  

             

17 18 19 20    禪坐共修  21 22     

        悅眾培訓 10 - 4 

        常懿法師主持 

23     

臨終關懷培訓 (2) 10 am - 5pm 

            常懿法師主持 

24 25 26 27      

禪坐共修 

                       

28 

 

 

29        

英文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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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ㄧ日禪   9  am – 4 pm 

31 9999/ 1 2 3        

禪坐共修 

      

4 5  

禪坐共修  9:30 -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111::::30303030    ----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6        

大悲懺 10 - 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 4 pm 

7 8 9 10    禪坐共修 

      

11 12  

禪坐共修  9:30 -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111::::30303030    ----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13      

念佛法會 10 - 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 4 pm 

14 15 16 17    禪坐共修 18 19     

禪坐共修  9:30 -12 am 

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禪訓班 1111::::30303030    ---- 4 4 4 4::::30 pm30 pm30 pm30 pm 

20         

ㄧ日禪   9  am – 4 pm 

21 22 23 24-27               

                               地藏法會 / 義工成長課程 / 佛學演講            常華法師 及 常御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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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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方丈和尚    「「「「心安平安心安平安心安平安心安平安    ----    你就是力量你就是力量你就是力量你就是力量」」」」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RSVP  RSVP  RSVP  RSVP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出席者姓名 （中文）: 
 

出席者姓名 （英文）: 
 

電話 : 
 

E mail :  
 

地址 : 
 
請在要參加的「活動/要續訂」的左側空格內打勾 : 
 

 續訂法鼓雜誌  7/24（五）演講  7/25（六）皈依典禮 
 

 
 
 

7/26 (日) 演講 
  

 

續訂法鼓通訊 

 

請傳真或電話報名 626-350-4388 

Non-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PAIDPAIDPAID    

San Gabriel, CA 
Permit No. 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