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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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心與願心貪心與願心貪心與願心貪心與願心 

今天早上我接受華視新聞的採訪，記者問我：「人的貪心
從那裡來？人的貪心對我們的世界、社會有什麼不好？因為貪，
所以才會努力，因為貪，所以需要不斷成長，為了貪，所以必須
爭取，才能成功，貪為什麼不好？」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道理。我回答說：「『貪』的意義要看
是否有『私我』在其中？若有，便會為自己製造困擾，也為社會
大眾帶來麻煩。如果沒有私我的成分，那不但會為自己帶來智
慧、福報、功德，同時也會為社會、眾生帶來幸福、光明、祥
和，那是非常好的。」 

因此，有自我中心的貪，叫作「煩惱」；沒有自我中心的沒有自我中心的沒有自我中心的沒有自我中心的
求求求求，，，，叫作叫作叫作叫作「「「「悲願悲願悲願悲願」」」」，而不是貪了；願眾生都能離苦，願眾生都能
得樂，願眾生都能離煩惱而成佛，已不是貪心而是悲願。更進一
步說，為了眾生的「需要」而努力經營製造、取得，那叫作願
心；為了個人的「想要」而巧取豪奪，那就叫作貪心。 

「想要」的東西是無止盡的，而「需要」的東西是有限
的；為了眾生的需要不是貪，為了個人的需要則是帶著貪的成
分，因為涉及自我的利益。 

因此，「貪」可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有我的，叫
作貪心；第二個層次是無我的，叫作悲願。如果是貪心，則不能
明心見性；如果是悲願如果是悲願如果是悲願如果是悲願，，，，則與明心見性相應則與明心見性相應則與明心見性相應則與明心見性相應；如果願心中帶有私
心，便是不清淨的，還是貪心而不是明心。 

想要立刻把貪心去掉，是很困難的；要立刻明心見性也很
不容易。但話說回來，明心見性也並不是難事，就看你的心能不心能不心能不心能不
能轉能轉能轉能轉貪心為願心。例如，人人都是 貪生怕死的，那便是以自我
為中心的煩惱心；但是，地藏菩薩卻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
獄？」雖也有個「我」在那裡，但那是悲願心的我，而凡夫貪生
怕死的我便不是悲願心了。 

如果提得起悲願心如果提得起悲願心如果提得起悲願心如果提得起悲願心，，，，就不會貪生怕死就不會貪生怕死就不會貪生怕死就不會貪生怕死，生死的問題就不生死的問題就不生死的問題就不生死的問題就不
存在了存在了存在了存在了。。。。可是要凡夫一下子就不貪生、不怕死，是很不容易
的。歷史上記載，文天祥寫〈正氣歌〉時充滿浩然正氣，隨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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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國家、民族而死，但真正上刑場時，也是相當痛苦的。英雄豪傑口中說捨生取義，
但真正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時，仍以為是非常悲愴、悽苦的事。 

如果是一位菩薩如果是一位菩薩如果是一位菩薩如果是一位菩薩，，，，為了救千萬的眾生而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為了救千萬的眾生而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為了救千萬的眾生而奉獻出自己的生命為了救千萬的眾生而奉獻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會有煩惱的是不會有煩惱的是不會有煩惱的是不會有煩惱的。。。。為為為為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因為他很清楚因為他很清楚因為他很清楚因為他很清楚，，，，這件事是非常值得的這件事是非常值得的這件事是非常值得的這件事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死了以後並不是什麼都沒有了而且死了以後並不是什麼都沒有了而且死了以後並不是什麼都沒有了而且死了以後並不是什麼都沒有了，，，，那那那那
樣的死亡樣的死亡樣的死亡樣的死亡，，，，只是成佛之道的一個過程只是成佛之道的一個過程只是成佛之道的一個過程只是成佛之道的一個過程、、、、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因此能夠心平氣和因此能夠心平氣和因此能夠心平氣和因此能夠心平氣和，，，，而不會產生對而不會產生對而不會產生對而不會產生對
生的貪戀生的貪戀生的貪戀生的貪戀、、、、對死的恐懼對死的恐懼對死的恐懼對死的恐懼。。。。                                                  --- 摘自《動靜皆自在》 

 

                                                                                    法華經的領導哲學 - 常華法師主講           林果開     
 

九⺝二十五日東初禪寺的監院-常華法師又撥冗來到洛杉磯, 她的專題演講「法華經
的領導哲學」, 分享經內的領導觀念、方法、技巧, 去與現實生活結合, 應用於各種場合中, 
而能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法華經》是經中之王, 佛陀在講《涅槃經》之前曾用八年的時
間來講此經, 是佛陀將他所有講的法總整理後的精華. 
     
 聖嚴法師的師父東初老和尚, 曾對他說過“如果你可以領導一個僧團, 你就可以領
導一個國家.”常華法師在出家加入僧團後才深有同感, 她看到許多法師被安排在非己專業
的職務上的辛苦以及後來的請辭, 對於僧團的各組負責人, 在這情形下去運作僧團實非易
事. 同樣的要領導一個義工團體也不容易, 必得擺平這些不領酬勞的義工之間不同的意見
與爭執, 而順利的使整個團體達成共識、合作無間. 然而, 當義工及幹事將歷練的經驗帶回
到職場時, 將會發現很有用. 像法鼓山 LA 分會的召集人, 雖然目前只是個家庭主婦, 將來入
社會就有能力去經營一家公司. 
 
 一家之主可能是賺錢的丈夫, 可能是做決定的太太, 也可能是他的情緒會影響到全
家的小孩. 在任何領域, 領導者(leader)就是決策者. 好老板的三個條件好老板的三個條件好老板的三個條件好老板的三個條件:  
 

1. 有專業知讖有專業知讖有專業知讖有專業知讖, , , , 能制定正確的目標能制定正確的目標能制定正確的目標能制定正確的目標–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曾說過一句話“我們要了解管
理者與領導者的不同, 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好, 領導者是做對的事情.”一個公司的經理
(manager)用管理技巧把工作做好, 達成老板交待的目標, 而定目標的則是公司的領導
者-業主或董事長或總經理. 

 

2. 有能力去識人有能力去識人有能力去識人有能力去識人、、、、用人用人用人用人–將雇員放在適當的職位上, 若是放錯了位子會使大家都痛苦. 知
人擅用使大家的能力可以互相加強而非減低. 

 

3. 要懂得培養人材要懂得培養人材要懂得培養人材要懂得培養人材, 這一點很重要, 尤其是培養 leader, 最高明是能將 manager 培養成
leader. 

 
《《《《法華經法華經法華經法華經》》》》中領眾的條件是中領眾的條件是中領眾的條件是中領眾的條件是::::  

 

1. 通達一切法通達一切法通達一切法通達一切法––––要有專業知讖要有專業知讖要有專業知讖要有專業知讖, , , , 知道正確的目標知道正確的目標知道正確的目標知道正確的目標、、、、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有如佛陀要先知道怎樣成佛, 以
及成佛的目標在哪裡, 才能帶領大眾走上成佛之道. 就像先清楚了⺝亮的位置, 才能指
向正確的⺝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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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眾生的身心所行知眾生的身心所行知眾生的身心所行知眾生的身心所行 - 身心所行是指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煩惱心、智慧心、清淨心. 
佛陀知道眾生所有的煩惱, 也知道眾生的智慧以及佛性(即清淨心). 法華經提到一個領
導者, 必需要知道眾生的身心的所行. 

 

3. 示示示示諸眾生一切智慧諸眾生一切智慧諸眾生一切智慧諸眾生一切智慧–知道眾生起煩惱時知道眾生起煩惱時知道眾生起煩惱時知道眾生起煩惱時, , , , 不僅是幫助他消除煩惱不僅是幫助他消除煩惱不僅是幫助他消除煩惱不僅是幫助他消除煩惱, , , , 還要有能力去使他還要有能力去使他還要有能力去使他還要有能力去使他
心中生起智慧心中生起智慧心中生起智慧心中生起智慧. . . . 常說“煩惱即菩提”, 怎樣從煩惱心轉為菩提心, 從過程中去認識真正
的真心呢? 真心可現形為煩惱心或是菩提心. 佛陀有一種智慧, 不論眾生起什麼心, 皆能
指引我們一條路, 去看到自己真正的清淨心, 即佛性. 經中的法華七喻, 有一比喻是將眾
生歸類為三草二木, 即小、中、大三種草, 小與大二種木. 佛陀因材施教佛法, 有如普降
甘霖, 無論大小草木, 皆能各取所需.  

法華經中的此三條件, 是身為佛陀的教育者所該具有的條件, 與我們生活中領導者的條件
相似, 然而在生命的層次上及提昇上卻更深一層, 更超越了世俗的觀點. 
  

凌陽科技的施董事長曾提到過, 要想使人生更圓滿, 就要認識以下四類朋友: 科技
界、商業界、文藝界、方外人士. 他是在學佛之後, 認識了師父, 而體會到身為方外人士的
各種宗教的出家眾, 能幫助在世俗生活已圓滿的人, 使生命更超越, 走向精神層次; 也幫助
一般人用超越的觀點來看事情, 而渡過人生的瓶頸.   
 
 領導者的另一條件「了解你所領導的對象」, 各領域最高的領導者, 無論是總統或
董事長或校長, 都得好好了解被他領導的對象的狀況、障礙在哪裡, 才能給他們方法, 引導
幫助他們渡過障礙難關、達到目標. 佛陀要領導三界眾生成佛, 也得了解每一界眾生的問
題在哪裡, 包括了十法界中尚未成佛的三聖(菩薩、聲聞、緣覺)與六凡(天人、阿修羅、畜
生、餓鬼、地獄), 了解他們成佛的障礙是什麼, 仍有些什麼執著. 譬如老板要了解雇員的想
法及立場; 一家之主了解到另一半與小孩是不一樣的, 要應用不同的領導方法, 可能對另一
半用罵的, 對小孩用哄的.  

 
法華經中有三個領導方法的比喻, 佛陀就常用這三種方法來教導及領導我們. 
 

第一個是「化城喻」, 可引伸為在前面引導的領導方法在前面引導的領導方法在前面引導的領導方法在前面引導的領導方法(Leaders in the FLeaders in the FLeaders in the FLeaders in the Frontrontrontront). 古
代商隊的嚮導帶隊去尋寶, 在途中, 隊員們禁不起疲累而退卻時, 嚮導就變現出一個城堡供
大家吃飽睡飽, 沒想到他們貪享現成的福而不願離開出發尋寶, 他只得將城堡再變為無, 並
告訴大家這一切只是幻化的, 要去尋找那真正的寶藏. 就像公司的員工, 滿足於現狀而不想
努力去開發市場, 老板就要將公司的遠景及未來的利潤告訴員工, 來引導他們. 佛陀教導眾
生, 一切現象都是虛幻的、是隨因緣的變化而生起幻減的, 不要只修定, 因為入定也是虛幻
的, 只有成佛才能達到無我執、無煩惱的涅槃境界.  

 
第ニ個比喻是「長者窮子喻」, 可引伸為從旁輔助的領導方法從旁輔助的領導方法從旁輔助的領導方法從旁輔助的領導方法(Leaders Leaders Leaders Leaders AAAAsidesidesideside). 在

印度有個富可敵國的長者, 有一次出去玩與他年幼的兒子失散了, 後來就百尋不著. 這個兒
子長大後成了乞丐, 有天湊巧到長者家行乞, 被父親認出來, 就派僕人將他帶進來, 但未說
是自己的兒子, 僕人見他是低賤的乞丐, 就很兇的去抓他進來, 竟把他嚇昏了, 醒來後就逃
走了. 長者見這方法行不通, 就找來兩個清潔家中廁所的工人, 要他們先去與兒子做朋友, 
成了朋友後再邀他來家中掃廁所, 他欣然接受了這份提供吃住的清潔工作. 等他做熟了, 再
請他去掃庭院, 漸漸地去打掃室內, 等他年紀漸長, 已做到了家中的總管, 不只會接待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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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管理財庫. 此時長者已近往生, 就請來了國王及所有親友, 當面宣佈他是自己的兒子, 
將繼承自己的產業. 這不是直接的領導方式, 而是從旁輔助引導, 慢慢的去培養一個人, 使
他增長知識、才能, 最後成為領導人材, 能肩負重任.                      

 
第三個比喻是「良醫救子喻」, 可引伸為退居幕後的領導方法退居幕後的領導方法退居幕後的領導方法退居幕後的領導方法(LeLeLeLeaders Behindaders Behindaders Behindaders Behind). 有

位良醫很會治病, 有一次他的幾個孩子中毒, 他馬上配了解藥給他們, 吃藥的孩子病就好了. 
不肯吃藥的孩子, 無論如何勸說, 即使病重也堅持不吃. 醫生就將他放解藥的地方告訴他們, 
等哪天願意吃了再吃, 並說自己有事要出遠門. 過了一段時日後, 派人傳訊給孩子佯稱已客
死他鄉, 這些不肯吃藥的孩子一聽爸爸死了, 再也沒有靠山了, 就自動去取出解藥喝下, 病
也好了. 這時他才從遠地回來. 

 
聖嚴師父也運用了這三種領導方法, 最初是站在最前面領導僧團, 以他辦活動、帶

禪修、辦教育的豐富經驗, 帶領大家積極往前衝, 使得不少人跟得很累, 問是否可少辦些活
動. 師父於是開始講道理, 讓大家休息一下, 享受襌修的樂趣. 繼而又告訴大家只坐在襌堂
內不能開悟, 請大家出去服務大眾才能福慧雙修. 等到師父生病後, 傳位給第一任的方丈和
尚, 就改用從旁輔助的領導方法, 也不再主持開會, 讓弟子們練習開會討論, 他坐在那裡不
說一句話. 後來又讓法師們去上課, 學習如何溝通, 學習如何有效利用時間等等. 最後用上
了退居幕後的領導方法. 師父曾說“我所有能教的都教給大家了”, 今年初又說“我所有
能講的都講了, 就看你們要不要去做.”二⺝三日師父圓寂後, 僧俗四眾頓失所靠, 使得方丈
和尚與都監法師一下子就成長了許多. 師父留下的禪法與佛法就像比喻中的解藥, 使得他
的法身常在, 成為後繼者精神的支柱, 能步他後塵, 使法鼓山繼續運作發展, 去實踐法鼓山
的理念.  

 

當孩子小、不懂事的時候, 父母用 Leaders in the front 的方法, 將自己的知識與經
驗告訴他, 例如火燙不要碰, 去一步步的帶領他. 當孩子有主見時, 就用 Leaders aside 的方
法, 做他的教練(coach). 他需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有困難來找你時, 或做錯事跌倒時, 就用你
的智慧及資源, 或找適當的人去協助他. 當孩子成家立業後, 就用 Leaders behind 的方法, 
你要變成他的精神支柱, 讓他知道逢年過節回家是最快樂的事情, 因為有爸爸媽媽在. 不只
是在家中如此, 在公司中面對不同的員工, 也可用這三種領導方式. 對剛入公司的新員工, 
得一步步的帶領他. 等他可以獨立運作時, 給他一個空間, 幫他找職員, 在他能獨當一面時, 
讓他放手去做, 他可以為公司帶來很好的業績. 無論業績的好與壞, 他也會來與你分享.   

 
一般人, 因個性使然或基於生活經驗而有三種不同的領導風格: 專制型、民主型、

方便型. 真正高明的領導風格則是因時真正高明的領導風格則是因時真正高明的領導風格則是因時真正高明的領導風格則是因時、、、、因地因地因地因地、、、、因人而異的領導風格因人而異的領導風格因人而異的領導風格因人而異的領導風格. 經中提到佛陀有三
身(法身、報身、應化身), 他因時、因地、因人以不同之身來渡化眾生. 佛陀一向告訴眾人
他會示現入滅(入涅槃), 以警惕世人珍惜機會聽經聞法, 精進修行. 直到後來他說法華經時, 
才說了經中最重要的一句話“佛壽無量, 永不入滅.”因為法身長在, 無所謂入不入滅, 有如
我們的佛性, 如來如去, 本來就在, 覺悟就在自已的一念之間.  

 
「領導」就是「影響」他人, 在社會生活中, 每個人都有許多種身分, 扮演著不同的

⻆色. 在不同的場合, 我們可以運用上述三種不同的領導方法去影響他人. 像佛陀的身口行
為時常是人們模仿的對象, 這種影響就是 Leaders behind 的領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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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自己是很不容易的, 領導達人 John Maxwell 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自我領
導是一個自我影響的過程, 藉此能完成自己的目標, 並在過程中激勵自己.”跌倒時要自己
拉自己站起來, 自己曉得如何讓自己站起來, 才能幫助別人站起來. 激勵自己激勵自己激勵自己激勵自己的過程, 有三
個要素 : 第一)要有自我覺察力–知道自己的優點、缺點, 自己的起心動念為何, 自己的行
為、反應為何, 自己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第二)要肯定自我. 第三)要正面思考–任何事都有
存在的因緣, 每個因緣都可變為好的因緣, 看你如何去轉變它. 愛廸生在實驗室付之一炬後, 
一切從頭開始, 重新思考而發明了燈泡.  
 

師父教給我們的領導方法就是心靈環保. 不僅有助於自我領導, 還能幫助我們走上
成佛之路. 「「「「心靈環保心靈環保心靈環保心靈環保」」」」的四個步驟：第一)認識自我–在禪坐靜下心時, 才能真正的認識
自己. 第二)肯定自我 - 知道意念是善變無常的, 而肯定自己會變得更好. 第三)成長自我–
逐漸成長自己的心智. 例如發願未到打引磬時不放腿不起坐, 訓練自己心不執著於腿的痛
麻. 心智成長後, 才能承擔重任, 才能渡過風雨難關. 第四)消融自我–由禪坐中可察覺到自
己種種的執著, 一層層的去破除, 至破除了最細微的自我中心的執著, 完全消融了自我, 就
是見性開悟的時候, 人生因而圓滿.  經由心靈環保的過程, 我們能好好的領導自己、提昇自
己的品貭, 也能幫助他人提昇自己的品貭.  

 

 
                   常華法師分享「地藏法門與人生」           高常觀 

 
九⺝二十七日早晨，紐約東初禪寺的常華法師，特別來與洛杉磯的信眾分享《地藏

菩薩本願經》的內容與殊勝之處｡ 早上講解經文，讓更多人對此經較為理解增加信心，並
於下午舉辦地藏法會｡  
  

常華法師先以一個親身實例，說明誦持《地藏菩薩本願經》所產生的不可思議功德

｡ 東初禪寺有位年輕居士，他的母親在參加地藏法會時，聞到一股別人沒有聞到的味道，
才知道冥冥中 ｡真有冤親債主的存在 發願從此每天吃早餐前，必定誠心念誦一遍《地藏菩
薩本願經》和《阿彌陀經》廻向給她的 ｡冤親債主，做家事時也念佛號 年輕居士為了讓母
親能辭去工作在家專心念佛，就去 ｡打兩份工 有一天，這位母親感覺到身體不適，覺得可
能不久於世，在送醫後要求醫院安排一個安靜的房間讓他們念佛，後來就在年輕居士及師
兄姐的念佛聲中，安詳地往生 ｡ 兒子看到母親至誠誦經而莊嚴的走完人生，大受感動，

｡於是他也開始專心學佛   
 

｡法師接著解釋佛教界在農曆七⺝為何舉行盂蘭盆節及地藏法會的由來 佛陀的弟子
以神通第一著稱的目犍連, 想度化亡母以報養育之恩，於是他運用神通而看見亡母己淪為
餓鬼在地獄中挨餓 ｡ 於是又運用神通, 化現許多美食給母親享用，但食物ㄧ到母親的口中, 
頓時化為火球而 ｡無法吞嚥 傷心的目犍連就去問佛陀，如何能幫助母親脫離苦海，佛陀告
訴他，神通是抵不過業力的, 因為他母親生前所造的罪業深重，必須靠眾多僧眾的力量一
起化解，於是目犍連就在7⺝15日, 廣施盂蘭盆供, ｡供養十方僧眾 並把功德廻向給亡母及
一切的餓鬼眾生, 願得以解脫. 後來七⺝便延伸為佛教界的教孝⺝及盂蘭盆節, 舉行法會供
養十方僧眾，並把功德廻向地獄眾生, 來報恩累世及現世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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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也闡述經中有關地藏菩薩前後四世發大願的經過 ｡，澤被ㄧ切有情眾生  地藏
菩薩第一次發願，是他身為大長者之子的那一世，在聽「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佛」說法
時，見到佛相無比莊嚴，讚嘆之餘，就問佛如何才能有此相，佛答只要發宏願度脫一切受

｡苦眾生就可得此相 於是他就發願，生生世世要救度一切受罪苦的六道眾生，至眾生解脫
時， ｡自己才能成佛  

 
地藏菩薩第二次發願， ｡是在他身為婆羅門女的那一世 當時，她虔誠供養三寶，她

母親卻非常反對，萬般阻擾，且常詆毀三寶，因此她 ｡母親死後墮入無間地獄 母親死後，

｡她非常擔憂母親的下場，於是變賣家產，協助興建佛寺供養佛，希望母親不要墮入地獄
有一次在自己所建的寺廟中見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佛」的佛像，覺得莊嚴無比，內心非
常景仰，於是一心念佛，突然空中出現佛的聲音，感念她如此思母，要她回家專心念「覺
華定自在王如來佛」 ｡名號，自然能知道母親死後的去處  在她專心念了一天一夜之後，
發覺自己到了一個海邊，看到眾人沉浮於苦海中，被夜叉等怪物爭相吞食，非常害怕，原

｡來這就是地獄之門 不久鬼王現身，問她為何來此，她答想知道自己的母親是否到了地獄

｡ 鬼王問了她母親的名字以後，告訴她因為她的孝心，為母設供修福，且建造了覺華定自
在王如來塔寺，所以她的母親已於三天前升天道｡ 鬼王一說完，婆羅門女就醒了，她馬上

｡立下宏願，願生生世世救度一切罪苦六道眾生，幫助眾生解脫成佛  
 

地藏王菩薩第三次發願，是 ｡身為一個小國王的那一世 他與鄰國國王為友，兩人都

｡樂善好施 因為鄰國國境之內的人民多造惡業，那位國王就發願自己早日成佛，來救度眾
生，但是地藏王菩薩卻發願若不先度盡 ｡罪苦眾生，讓他們早登菩提，自己就誓不成佛   

 

｡地藏王菩薩第四次發願的那一世，她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名叫光目 光目的母親

｡因為生前常殺生，死後墮入地獄 光目非常善良，常設食供養三寶，有天一位阿羅漢接受
她的供養後，問她有什麼願望，光目就 ｡說希望知道母親死後的去向 阿羅漢告訴她，她的
母親正在地獄受苦，必須誠心念誦「清淨蓮華目如來佛」的名號，塑佛像、散家財供養
佛、 ｡ ｡常佈施，才能幫她母親早日脫離苦海 於是光目照著阿羅漢的話做 有一晚，她夢見
佛的金身告訴她，因她的超度，她母親將投胎到她家成為僕人之女，後來果真她家的奴僕

｡生下一女 沒想到這個孩子出生三天後就會說話，告訴光目，由於光目所做的功德迴向給
她，而得以投胎成人，卻只得壽十三年，之後又要回到地獄，而地獄之苦實在難以忍受，
乞 ｡求幫她不再墮入地獄 光目心中悲痛難忍，於是在「清淨蓮華目如來佛」像前發下大願: 

｡若是我母得以永離三界，不再墮入地獄，我誓願救度地獄眾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就
在發下大願之後，佛現身告訴她，她的母親在十三年後將會投胎成為大居士，活百歲以後

｡ ｡終能成佛 光目女就是後來的地藏王菩薩   
 

｡ ｡經文後半段特別強調佈施的重要 佈施是六度波羅密中的第一法門 經中特別提
到，如以國王身份，親手佈施給一位貧賤人, 其所產生的功德，是比供養一位大修行人的

｡功德還要大 佈施又分為三種 : 第一種是「財佈施」，外財為佈施金銀財寶等有形之物，
內財則為佈施智慧、 ｡經驗等無形的財富，無論是佈施內財還是外財，都是隨手可做 第二
種佈施是「法佈施」: 可分為佈施「世間法」- 教別人做人的道理、教育人一技之長等; 還
有佈施「出世法」- 分享佛法真意，因緣法則, 看清事情真相等等 ｡ 第三種佈施是「無畏
佈施」- 當別人心生恐懼時，幫助他們安心､安身､安家､安業，幫助他們無有恐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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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才能重新立命 法鼓山所推動的四安，做的就是一種無畏佈施 一位能夠持戒修善業有

｡清靜心的修行人，就能讓周圍的人心安，帶給人安定的力量   
 

法師最後提到法會圓滿後的功德廻 ｡向 所謂「功德廻向」其實是自己經由身、口、
意徹底實踐佛法，進而感動別人，讓別人贊成你的意見及想法，並且也想要學習你，因為

｡只要你真心實踐佛法，那麼你的所作所為必定是為大眾著想，別人必受感動 所以不要因

｡善小而不為，即使是一件小善舉都可能會有大影響 法師以地藏菩薩當初發願為例，原本

｡地藏菩薩發大願的起因是要救自己的母親，卻因而救度了許多地獄的眾生 這是因為當一
個人對自己的父母有無私的孝心，就會對他人的父母起孝心，正所謂 “一切女人皆我
母，一切男子皆我父，” 當心中沒有自我, 而發大願救度他人之時，這是出自於一種大悲
願，所產生的功德能 ｡普及無量眾生，其力量也無以倫比  
 

法師也告訴大家，《地藏菩薩本願經》的殊勝之處，在於當時佛陀是為佛母講述此
經，說法時諸佛、天龍鬼神、所有眾生都來聽講，代表了經裡所傳達的道理是經過諸佛菩

｡薩的認證 所以我們在誦此經的時候，所有的功德和力量，是來自對佛法的信心，只要我
們誠心誠意相信經文中的意義，專心一意誦持並且能發願救度眾生，將功德廻向給一切眾
生， 那麼靠地藏菩薩的本願功德，以及集大眾之力所產生的功德，必會幫助苦海中的眾
生, 身心自在清涼, ｡內心不再有恐懼    
 

最後法師再次鼓勵大家, 效法地藏菩薩的精神, 承擔ㄧ切眾生的苦難, 救度ㄧ切有情, 
常佈施、常發願， 願自己能在職場、家庭、社會中，也能做個眾人的地藏菩薩，為眾生
拔苦予 ｡樂  

 

 
【【【【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新書介紹】】】】————法鼓文化每個⺝皆有新書出版法鼓文化每個⺝皆有新書出版法鼓文化每個⺝皆有新書出版法鼓文化每個⺝皆有新書出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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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與他人自在相處                       曉亞 

《真心就自在》 
 

生活當中許多不愉快與煩惱往往與人的相處有關，比如說，他人講的一句話、做的
一個動作，可能都會讓你起煩惱心，「他為什麼那樣講？」「他們憑什麼對我如此？」 
然後就開始編織許多自己幻想出來的受害情節，越想越不開心，越想心裡就越生氣，原本
可能微不足道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演變成殺傷力驚人的大事件。 
  
為什麼會這樣？  

 

一 個很重要原因是我執太重了，因為想來想去都是以自我的觀點⻆度去審視問
題，將他人與自己看成是對立的，所以無論對方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行為，都會往不好
的方向思考，如果把自我稍稍放下，在心裏停止傷害性的對話，將牽涉其中的人看成跟你
一樣，也是想尋求快樂、遠離痛苦的普通人，「他或許也不想這樣，恐怕他心裏也很難受
吧⋯」如此怒氣與嗔心應該會減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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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上五年級時候，剛開學沒多久，學校老師寫了封 email 過來，說兒子作文謄寫
時沒有更正錯誤，對於這樣散漫的行為希望家長配合教導。我收到信後立即把兒子叫過
來，仔細盤查詢問，他很無辜的告訴我，錯誤都已經改正了，不曉得老師為什麼這樣講。
我稍後回了一封信，向這位教學嚴謹一絲不茍的老師解釋這樣的情況，並且很客氣的說這
可能是誤會一場。沒想到過一會兒老師便回了信，大意是說我們選擇相信孩子的說法，等
於是間接不信任老師，讓她感覺被冒犯了，並且要我們第二天到學校跟她面談。  
   

信雖然很簡短，措詞卻不是很客氣，都可以聞得到字裏行間的煙硝味。那天晚上覺
得時間特別難熬，第一擔心孩子是不是說謊，再來是被誤解的委屈，心裏越想越難過，恨
不得馬上衝去學校解釋清楚。內心的對話都是為自己辯解的聲音，在那個負面的情緒中波
濤洶湧了好一陣子。後來一個念頭在我心中閃過：「想必她也不好受吧！」站在她的立場
來看，學生犯了錯，家長卻沒有站在同一陣線，還以為是烏龍事件，對於像她這樣認真教
學的老師來講，恐怕也很受傷，而且她的激烈反應代表了她很在乎，一個在乎學生的老師
總比得過且過、漫不經心的老師要好多了吧，雖然我們之間還需要多些溝通。這樣轉念一
想，竟然開始同情起這位女老師，想到她現在 心裏也同樣不好受，我和她之間有了同理
心的連繫，於是原本糾結的心釋懷了。  
   

第二天，我們去學校和老師做了詳盡的溝通，發現老師和孩子都有弄錯的地方，於
是誤會解開，從此以後，彷彿不打不相識，我們和老師的關係像倒吃甘蔗一樣漸入佳 
境，兒子現在上中學後還和她保持聯繫，逢年過節都要回學校看她。想起最初那場自尋煩
惱的戲碼，不禁覺得人心真是很容易被環境所牽動，因為自我防衛與我執的習性，輕易就
把自己與對方劃下敵我的界限，如果能把其他人都想成是跟自己一樣，也是想離苦得樂的
眾生之一，那麼對於很多似乎與你有衝突、不可理解的語言與行為，就不會那麼令人難以
接受，且會以比較客觀的⻆度、慈悲的胸懷去思索對方的立場與想法。  
            

在《真心就自在》這本書中，談到了如何運用禪修的方法，培養慈悲心，它的理念
就是從「每個人都想快樂，不想受苦」的思考概念出發，讓我們更能展現對他人的關懷。
作者傑佛瑞•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是 國際知名的西方佛教學者，他曾擔任達賴喇嘛
至世界各地演講的即席英文口譯長達十年，並於維吉尼亞大學創立了「佛教與藏傳佛教研
究所」，他的著作被翻譯為二十多種語言。書中提到要改善人際溝通，最重要是以慈悲心
做出發，便能釋放內心的敵意與排斥感，展露無礙的真實心，這是最根本自利利他的途
徑，甚至是一切快樂的根源。  
  

霍普金斯用明確、漸進式的禪修方法，教導讀者如何從平等心開始，體解到眾生都
只不過是想獲得快樂、遠離痛苦，就能慢慢建立起慈心（希望他人快樂）與悲心（希望他
人離苦）。當你用慈悲心對待生活周遭每個人時，自然就能以自在的態度與他人溝通相
處，也就不會衍生那麼多無謂的煩惱。  
  

下次，當遇到令你憤慨的事情時，試試看用這個方法，會發現其實眾生都是在這個
娑婆世界共受苦難，悲憫之情會源源升起，長時間如此練習，身心會如同原本表面粗糙尖
銳的石子，逐漸被磨蝕成一顆溫潤的美玉，平滑而散發出溫暖的光澤，能以更自在慈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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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面對所有的外境，這個時候，「希望他人離苦得樂」的境界可能更上一層，轉為「幫
助眾生解脫痛苦、獲得快樂」了。 

              

活動內容預告活動內容預告活動內容預告活動內容預告 : 
 

【【【【禪的開示禪的開示禪的開示禪的開示    禪的體驗禪的體驗禪的體驗禪的體驗】】】】        果醒法師主持果醒法師主持果醒法師主持果醒法師主持        
    
11/5 （四） 晚 7-930 共修暨開示：昏沉及妄念 

11/6 （五） 晚 7-930 演講：如何不生病 - 病的很健康還是真的不生
病 

11/7 （六） 早 10 - 下午 4:30 演講：四念處與默照禪 

11/8 （日） 早   9 - 下午 4:30 默照禪一 
 
 
 
 

【觀念】 
每個人都會生病，可是要如何「「「「病的很建康？」」」」尤其現代人工作壓力大，一直生活在擔
憂、分別、執著、恐懼等種種負面情緒中，使健康受到生理與心理雙重危害。果醒法師將
用禪修的觀念, 向大眾分享如何對待身體的病痛及心理的病痛.  
 
【方法】 
四念處是佛陀即將涅槃時, 向弟子阿難宣說的四種修行方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法師將分享如何在煩忙緊湊的生活中, 學習運用【四念處】
讓我們在一舉手, 一投足, 起心動念, 都是可用功修行. 及同時如何運用【默照禪】 學著清
楚自己和環境的所有狀況（照）, 知道這些狀況以後不受影響（默） 從寂靜中, 擴大心量, 
消融自我, 朗朗觀照紅塵, 最後像一面纖塵不染的廣大明鏡, 達到開啟智慧的境地. 
 
【練習】 
給自己一天的時間, 全心投入的練習放鬆身心 → 放下我執（默）→ ←清楚明白（照）, 
反覆不斷的練習. 在較長的時間裡, 可讓自己更深化【默照禪】的方法. 在行住坐臥或人際
互動中, 較能以悠然的心境, 享受生活中的起落. 敬請保握這四天千載難逢的因緣！ 
 
 
 
 

**果醒法師果醒法師果醒法師果醒法師於 1986 年在台灣依止聖嚴法師出家，專長於禪坐指引以及佛法講座。法師
曾於 1991 年至泰國學習南傳禪法一年，1992 年至1999年任嘉義、屏東、台東辦事處
及台中分院輔導師，2000 年至 2005年任農禪寺禪坐會輔導師、法鼓山男眾部監院、以
及副都監等職，2005 年至 2007 年任法鼓山禪修副都監、法鼓山禪堂堂主、及傳燈院監
院。現任法鼓山紐約東初禪寺及象岡道場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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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行菩薩的身影萬行菩薩的身影萬行菩薩的身影萬行菩薩的身影】】】】                    常持法師主持常持法師主持常持法師主持常持法師主持                
                                                             
12/10（四） 晚 7-9:30 共修暨開示 (講題 11 ⺝底將佈達) 

12/11（五） 晚 7-9 念佛禪 

12/12（六） 12/12 午 2-5 佛法開示 （講題 11 ⺝底將佈達) 

12/13（日） 早 10 - 下午 4 演講：萬行菩薩身影 
    

    

大家一起來共修大家一起來共修大家一起來共修大家一起來共修：：：：【【【【念佛共修念佛共修念佛共修念佛共修】】】】每週五晚上每週五晚上每週五晚上每週五晚上 7 7 7 7----9999    

    
念佛共修是靠大眾共修的力量來增長念佛的功德，而我們在平常生活中更應該要隨

時提起佛號。如能時時念佛則心中自然常感平靜和滿足。 所以要常提醒自己是佛教徒，
是三寶弟子。心中經常憶念佛，把佛號提起。念佛生淨土有兩種行，一種叫【正行】、一
種叫做【助行】，正助二行加起來我們可以往生淨土。正行就是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助行
要修一切的善法，如果沒有助行，僅僅靠念一句阿彌陀佛，能往生淨土，但是蓮品是非常
的低的，也就是說到了淨土，仍看不到阿彌陀佛的。因此，必須要有助行，就是以一切的
善法做為輔助的修行，那必須要持戒清淨、懺悔、發菩提心、幫助眾生，這樣才能讓我
們順利的往生極樂世界。 
 

聖嚴師父在 “念佛生淨土”中提到：念佛該具備：（1）要有定處、定期。（2）
要有信願往生彼國。（3）要以至誠心常念佛不斷。（4）念佛要有次第漸進，可以分作
四個層級：1. 稱名念佛: 捨諸亂意, 聲聲句句, 念念相續, 口宣佛號, 心繫佛號聲。2. 觀像念
佛: 捨諸亂意, 念念觀察佛的生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巨億光明, 在眾中說法。3. 觀想念佛: 
捨諸亂意, 念念心向佛國方所, 觀想佛國淨土的依正莊嚴,佛及菩薩、羅漢的悲智解脫,一切
功德法身。4. 實相念佛: 捨諸亂意, 不取內外相貌, 念念相續, 觀想體驗, 心佛眾生，一切諸
法, 實相無相, 真心無心, 非空非有, 即空即有, 真俗不二, 萬法平等。以上四個層次，一般
凡夫，最好先從稱名念佛起修，若得身心安穩，進修第二、第三層次，至於實相念佛，則
相等於禪宗的明心見性了。必須消業除障，身心安適，不生人我煩惱之時，方可修持。如
何消業除障？稱名念佛，及禮拜、懺悔、發菩提心，是最好方法。 
 
 

【【【【禪坐共修禪坐共修禪坐共修禪坐共修】】】】    每週四每週四每週四每週四    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7 7 7 7----9:30 9:30 9:30 9:30 及及及及    每週日每週日每週日每週日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999----12121212    
            

共修內容有八式動禪, 禪坐, 觀看聖嚴師父開示的影片, 現場還有禪訓班講師解答禪修問題, 
可為初學者的禪修觀念打基礎, 並培養固定禪修的習慣. 邀您ㄧ起來體會聖嚴師父所說的
“禪修行, 能使懦者立, 頑者廉, 狂者謙, 剛者柔！” 
 
* 以上活動歡迎大眾隨喜贊助打齋供果, 並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  

 * 從 12 ⺝ 1 日起, 道場將響應環保, 不再主動供應餐具, 如當日需餐具用餐, 請向香積組租
用餐具, 每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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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12121212 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月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11111111/2 3 4  

“禪的開示 禪的體驗”  果醒法師主持  
 

11/5 晚 7-9:30       共修暨開示     

11/6 晚 7-9            如何不生病- 病的很健康還是真的不生病 

11/7 早 10-下午 4  四念住與默照禪 
 

8  

      默照禪一   9am-4pm 

      果醒法師主持  

9 10 11 12     

       禪坐共修 

 7-9:30 pm 

13    

      念佛法會 

       7-9 p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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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禪坐共修        9-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16 17 18 19   

       禪坐共修 

       7-9:30 pm 

        

20 

      念佛法會 

       7-9 pm 

 

21       

  

22     

     禪坐共修        9-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23 24 25 26 -28                        

                                感恩節 

 

29         

      禪一 9am-4pm 

 

30 12121212/1 2 3     

       禪坐共修 

       7-9:30 pm 

4     

      念佛法會 

        7-9 pm 

    

5         

英文禪坐 

 9:30-12 am 

6        

      禪坐共修    9-12 am 

      大悲懺        1- 3 pm 

7 8 9  

萬行菩薩身影   常持法師主持       12/10 晚 7-9:30        共修暨開示 

                                                                       12/11 晚 7-9             念佛禪 

                                                                       12/12 午 2-5             演講  

                                                                       12/13 早 10 -下午 4  萬行菩薩身影 

 

14 15 16 17    

      禪坐共修 

      7-9:30 pm 

18   

      念佛法會 

       7-9 pm 

19       20     

        禪坐共修        9-12 am 

                                     佛學初階課程 1- 4 pm 

  

21 22 23 24-26                    

                            Christmas Holidays  

27   

   持大悲咒 108 遍 + 大掃除 

 

28 29 30 31- 1111/2/2010201020102010 

New Year Holidays 

1/3       

        禪坐共修      9-12 am 

        大悲懺          1- 3 pm 

 

4 5 6 7-10      

果醒法師活動 
 

11 12 13 14  

      禪坐共修 

       7-9:30 pm 

15   

      念佛法會 

       7-9 pm 

16-17  

                                 華人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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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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 12 ⺝ 1 日起, 道場將響應環保, 不再主動供應餐具, 如當日需餐具用餐, 請向

香積組租用餐具, 每份＄2.  
    
◆ 12 ⺝ 27 日早上 9 點, 2009 年最後的星期日, 道場將舉辦誦持大悲咒 108 遍,

祈求觀音菩薩護佑法鼓山ＬＡ分會的信眾, 能夠早日有個永久的共修家園.  
期待您的參與！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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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PAIDPAIDPAID    

San Gabriel, CA 
Permit No. 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