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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法鼓山僧團的成立及成長    

【建僧的悲願】 

三寶之中以佛為最尊，以法寶為最要，以僧寶為最貴，缺一不
可。而其中僧寶的存在，就是代表著佛法的延續。因此，佛教的
形象，可說是寄託在出家人的形象當中。我一向說，佛教不是缺
少出家人，乃是缺少能夠實踐正法的出家人，乃是缺少具有大悲
願心的出家人。培養有悲願的有悲願的有悲願的有悲願的出家人，一定要從教育開始，但僅
僅是教育，卻沒有建立僧團，教育出來的人沒有著力處，也未必
具有出家人的悲願心。 

 「建僧」是太虛大師一生的心願，圓寂後，在他靈堂掛了一副 
對聯「志在建立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當我看完太虛
大師的傳記時，很受感動。我說過： 「我要建立僧團。」雖然自
己的德行不足，德化的力量也不夠，但是我抱著有多少人出家，
就建立多大僧團的心情，有十個人，我就建立一個十人僧團；有
一百、一 千人，就建立一百、一千人的僧團。最重要的是，這個
僧團是照著戒律生活的現代出家人，現代出家人要為社會、眾生
服務奉獻，這就是現代化的僧團，也是法鼓山目前所建立的僧
團。如此，佛教才真正有前途，佛教才真正有希望。 
 

【僧伽教育的理念】 

僧伽，又名僧團，是以六種和敬共住同修佛法的出家團體，如果
只有出家人的團體，卻沒有實踐六種和敬的生活規範，是不是還
可稱為出家僧伽？如果一個出家人的團體，在形式上，已在實踐
六種和敬的生活，對於人間社會的種種困苦，卻無動於衷，只知
道接受恭敬供養而不會做服務關懷的普化工作的話，是不是會得
到社會大眾的肯定、尊敬呢？所以，必須以「悲智」為出家人發
心出家的基礎，也須以「和敬」為出家團體過出家生活的規範，
才能培養出值得被四眾佛子共同讚歎的僧人，才能培養出菩提心
及出離心並重的龍象人才。 

因此，法鼓山僧伽大學的校訓，便是用「悲智和敬悲智和敬悲智和敬悲智和敬」四個字，目
的是要培養一個有悲願而且有實修的宗教師。而真正的宗教師，
必須有奉獻的精神，奉獻生命、奉獻 一切來修學佛法、護持佛法
和弘揚佛法；必須懂得修行的觀念、修行的方法，除了自己依教
奉行之外，還能引導其他的人、帶動其他的人來接受佛法的智
慧，用佛法來幫助自己、幫助別人。 

南加州 
 

法 
鼓 
通 
訊 

 
第 54 期 

 2011 年 1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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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組:  
Alice, Ashley, Paul 
 

ddmbala@gmail.com 
 



 
2 

 
從 1978 年起，我在台灣有了道場，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農舍，僅一棟上下兩層的樓房，
總共一百建坪，我就用它來主持禪七，接引青年出家。先師東初老人，給它的命名是農禪
寺。經過二十個年頭，由於出家弟子的人數逐漸增加，周邊的鐵皮屋臨時寮也不斷加蓋，
儼然已是一座簡陋的叢林寺院了。因為它不能算是可以永久居住的道場，於是便促成了日
後創建法鼓山的因緣。 
 
 既然有了愈來愈多的出家弟子，建立清淨僧團的任務責無旁貸。由於這個僧團是從零開
始的，舉凡殿堂作息，規章制度，都是在摸索中一點一滴，累積起來。除了參考佛制的律
儀，也參考中國古叢林的清規，尤其還得適應當今社會環境的實際狀況。 1999 年 8 ⺝
24 日，在農禪寺隆重召開第一屆「法鼓山全球僧團大會」，共同討論法鼓山未來的發展
方向，討論出了僧團制度的草案。隔年（2000 年）8 ⺝ 2 日，我主持法鼓山第二屆僧團
大會，逐條通過了「法鼓山寺組織章程」。因此，法鼓山這個團體不論有沒有我這個人，
都不會有多大的差異。這不僅是法鼓山歷史性的一樁大事，也是我們這個團體跨出了可大
可久、永不動搖的一大步。 
 
另外，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自 2001 年 9 ⺝起正式創辦，除了四年制的大學教育，
尚有兩年制的僧才養成班和六年制的禪學系。佛教的宗教師人才，最重視的是情操、威
儀、觀念和道心的培養，因此佛學院的課程設計，除了種種關於佛教歷史、佛學概論等基
礎學程，也相當重視學僧奉獻與服務精神的培養，以及學僧身心陶冶的課程。畢業後將分
派到各事業體與執事單位，而他們仍在繼續學習，還有精進的課程。如今僧團的各項制
度、規章皆已完善，我們的僧眾人數日漸增多，整體運作相當順利，內外一致、同心和
諧，充滿朝氣、信心和活力。 
 

【法鼓山僧俗四眾團體】 
 
法鼓山提倡三大教育與推動全面關懷，是由僧團扮演掌握理念指導中心的⻆色。在僧團的
外圍，則有在家居士組成的護法團體，這是法鼓山團體裡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沒有這些
外圍護法組織，僧團有如一座孤島。事實上，僧團是為大眾奉獻、服務而存在的，特別是
為來法鼓山的菩薩提供教育和佛法的關懷課程。護法居士既來法鼓山學習，也可以是弘法
的先鋒。 法鼓山的護法組織，現有護法會、法行會、法緣會、法青會、榮譽董事會、教
師聯誼會、禪坐會、念佛會、助念團、合唱團與義工團等；各會團之間，彼此相互支援，
僧團法師也投入其中，擔任輔導與關懷的⻆色。2005 年起，由於我對僧俗四眾期勉法鼓
山要邁向年輕化、國際化，一則培養青年人才，也要與國際社會接 軌。因此這幾年來，
法鼓山舉辦多場國際會議，也多次遴選青年代表出席國際重要會議，並且主辦宗教、青
年、婦女等世界和平會議；地點在台灣法鼓山或在國內知 名大飯店舉行，美國則在紐約
象岡道場舉行，成果斐然。除了護法組織，法鼓山另成立十一個基金會，辦理各項文化、
慈善、教育、人文與公益等社會活動。                                            摘自 www.shengyen.org 

 

                              『福田班』心得分享 
【倪萍瑛】 
「心靈法寶無盡藏」--福田班的課程真是愈來愈精彩！今天才不過是第三堂課, 已經有同
組學員的家人, 感受到福田班帶給他的改變, 他的另一半覺得最近他的粗俗話講得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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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是受到課程潛移默化的影響。此外, 雖然靜坐會讓他背疼, 卻當做功課之一, 常常找時
間來練習; 有一天, 利用在辦公室的午休時靜坐, 短短的時間, 居然能像午睡一樣的精神奕
奕。幾個生活中的改變, 讓他更喜歡來上福田班。不僅如此, 這次的 "作業大堂分享" 尤其
精彩, Eric 同學提到以往對『心靈環保』的觀念是, 他認為這是「好東西」, 但是沒有機會
去體驗到「好」在哪裡。直到有一天他跟張師兄分享說, 在義賣會中的結緣品區, 買到一
顆自認是天價的粽子, 他心裡想：「既是結緣，怎麼還要那麼多錢？」而心生煩惱, 沒想
到稍後張師兄的一席話, 讓他體會到僅僅觀念的轉變, 心裡的煩惱就不見了, 張師兄說：
「那不是用錢多錢少去買粽子的問題, 那是鼓勵你對護持佛法的捐贈, 才送一顆粽子給你, 
跟你結緣。」, 當下 Eric 同學也領悟到心靈環保的重要性, 一轉念, 煩惱就降低, 甚至沒
有。所以, 如果一天轉念一次, 一個禮拜轉念一次, 至少一年轉念一次, 我們就不會時常陷
在煩惱障中。這番至誠的分享, 贏得大家一致的認同。 

    

延續這樣的話題, 我們分享了兩位自費遠道從台灣而來的菩薩居士的精彩課程! 雖然米棧
菩薩曾經任職警官, 沒想到他不但沒有刻板的官腔, 還妙語如珠, 幽默詼諧卻又語帶懇切的
分享吃飯禪, 以及克制五毒的心五四, 讓大家在頻頻的笑聲中, 對師父推行心靈環保的理念
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也對在生活中來改變自己, 開發自己的心智而深具信心。此外, 我們
對早早就「五子登科」的宜志菩薩的生命故事分享相當感動, 雖然他輕描淡寫的敘述著因
為自家兒子的症狀, 而引他走向學佛之路, 每位同學心裡都非常清楚, 這可是宜志菩薩一、
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 其中的艱辛又豈是一堂分享所能道盡？幸而是認識了佛法, 讓他能
轉變觀念。他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學佛不是要改變他人, 而是改變自己, 把心境轉個念, 明
白因緣觀、因果觀, 就不會有問題了。”感恩宜志和米棧這兩位大菩薩的現身說法！ 
 

【邱姿惠】 
福田班上到現在已經四次了，每次遠從台灣來幫我們上課的講師菩薩們，總是會有扣人心
弦的人生故事和我們分享，而這次葛金雲菩薩的故事不僅是讓人淚漣漣，我也聽得超有感
觸!! 我們同是有個生病的老爸，只是金雲菩薩的辛苦，是我的千百萬倍吧! 我也像金雲菩
薩一樣，曾經不滿抱怨過，為什麼哥哥姊姊不回去照顧，反而是我這個老么? 回想到師父
的四眾佛子共勉語“知恩報恩為先，利人就是利己”照顧老爸讓我有報恩的機會，方便兄
姊各自去為事業打拼與照顧好家庭，我也有機會能夠多陪陪老爸。面對老爸的生病。我已
經能夠從一開始的面對、接受、到處理它。 雖然這並不容易，但一路走來，心裡面有許
多的不捨、掙扎與抉擇。慶幸並感恩有師父的法語，與眾師兄師姐的安慰跟支持，才能讓
我堅強到現在。 在這裡真的很幸福!! 

 

【呂麗芬】 
繼啟建地藏法會之後，這是第一次在新道場舉辦活動，也是福田班第四次上課，有其特別
的意義。雖然增加了許多事前的準備工作，及場地回音的問題，但一點都不影響內心的喜
悅、激動，誠如果毅法師所說：“這是我們的家，對於家我們該不離不棄！” 
 

“如何成佛道, 菩提心為先, 何謂菩提心, 利他為第一…”當「菩薩行」的歌曲緩緩響起，
音符蕩漾在每個⻆落，充滿著整個空間，彷彿回到師父在象岡授菩薩戒的現場…眼淚直在
眼框裡打轉，只好頻頻仰望天花板，深怕控制不住，淚流成河。在聽完金雲菩薩的生命故
事分享後，“若眾生離苦，自苦即安樂”在耳邊響起，雖然無法擁抱你，為你加油，在菩
提道上能有你提攜是我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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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賞⺝是這次福田班的特別節目，品嚐歷經重重海關關卡、有著家鄉味的⺝餅 (無法等
到晚上賞⺝，白天就一掃而光了) 。我們的娛興節目真不是蓋的，不是唱《不一樣的⺝
光》，而是《三歸依》、《回向》，還有從《二隻老虎》改編而成的《阿彌陀佛頌》很特
別吧！只有法鼓山才有喔！是一個多年以後你仍會懷念的中秋。抬頭一看，今天的⺝亮還
真圓呢！ 

  

【陳偉豪】 
果毅法師的課後分享，令我深深體會到她的智慧及慈悲。法師提到很多時候，菩薩們會關
懷法師這樣東奔西跑的上福田班課，不疲累嗎? 法師說她也想過這個問題，跑那麼多的地
方身體當然疲累，重要的是心，每到一個地方，見到學員不斷的成長, 就是最大的動力。
接着說到師父的悲願，是將佛法弘揚到西方，雖然在世界上只開了少數幾班福田班，卻是
身為弟子的盡力而為，來完成師父的悲願，以報師恩。法師盡力邊說邊流淚，很多人包括
我也被感動得落淚。 

 
       新道場心紀事 - 義工總動員, 全力以赴, 迎接新道場                            編輯組    

    

8888⺝⺝⺝⺝21212121日日日日出坡出坡出坡出坡    
在溫度近100度的太陽下, 義工總動員, 共有60幾位的菩薩, 輪番上陣到新道場出坡大掃除, 
這座已有50多年歷史的建築, 荒廢ㄧ年多, 原是老舊的Main Hall , 短短2個⺝, 在 Kevin 師
兄連日趕工下, 整建成莊嚴的大殿. 接著就是大家開始第ㄧ次的深層大掃除！大家的目標, 
是8/28可以辦地藏法會, 超渡原先住在這裡的有情眾生, 還有就是告知這裡的蟲蟻菩薩們, , 
將會有好ㄧ陣子的長期施工, 要敬請見諒喔.   
 
當天江韻珠, 謝恢自, 張贊騰, Roland, 何澄宗, 五位菩薩, 比約定 9點集合的時間, 還要早到
好久, 大夥到時, 雜草都除了快ㄧ大半. 接著Jack 師兄夫婦, Diana 師姊夫婦, Joy 帶了朋友, 
馬師姊和女兒, 淑詮師姊和兒子, Mandy 和兒子, 全副武裝開始加入修剪靠馬路上亂草叢生
的花埔. 住在 San Diego 的郭守成師兄, 帶著割草機, 很準時的出現在停車場, 和帶來割草
機的 Eric 師兄, 共同加入外面街道草皮的修剪. ＰＫ也拿起吹風機, 尾隨在後. 他們的架式, 
真的不輸給專業的 amigo. 秋菊師姊、盧師姊、Michelle、Rosetta、吳佶人和她的同修, 則
是清理大殿後的花埔, Li, Jing and Jessica 則是負責廚房外的花圃. 過程中, 江韻珠師姊還
提醒大家, 打掃時動作小ㄧ些, 如不小心碰到蟲蟻等, 記得要念阿彌陀佛與之結緣.  
 
義工們ㄧ個個接著來, 丁師姊, Melissa 和李玉雲師姊, 清掃廁所.  Ester, Tiffany, Diana, 
Mamy Jane, 幸美, 皖芬把大殿的地板門窗擦了又擦. 高個子的 Richard, 在妻小的監督下, 
沖洗著大殿的外牆. 齋堂的門窗, 廚具在毛師姊, 秀媚, 嘉玲, Michelle, 秦梅, Mamy Jane, Li , 
Julie, 賀天的努力下, 煥然ㄧ新. 師兄們有 Johnson , Jeff, PK, Ivan, Gary 賀天, 個個汗流夾
背, 同心協力搬開笨重的舊家俱和教堂的原有被拆下來的椅子. 午齋則是彩治師姊發心作
愛心三明治, 當然少不了謝師兄的清涼解渴的西瓜, 林博文師兄和同修陳師姊, 也帶了珍珠
奶茶來為大家加油. 同時間, Carey, Sue and Sandra 則在舊道場謄寫牌位.   
 
還有ㄧ位來自New Jersy 的賈菩薩, 來ＬＡ出差, 原本是想來看看新道場的, 看到大家在出
坡, 索性, 袖子捲起來也加入行列, 離開時, 汗水淋漓中開著捐款支票, 直說不好意思, 沒能
多做, 只好盡棉薄之意協助建設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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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大夥發揮螞蟻雄兵的精神, ㄧ張張的桌子椅子往大殿擺設. 丁師姊和呂師姊開始用縫
紉機車起佛幔背後的布簾, 因為不好車縫, 常常斷線, 大家ㄧ起唱觀音聖號加油. 在邱師兄, 
Kevin 和徐師兄, Jeff 師兄的協助下, 順利地把佛幔及佛像後面的布幔掛起來…. 看看時間, 
正是晚上9點, 霎時間, ㄧ整天身體勞動的疲憊, 都忘了, 因為心中是滿滿的感動！法鼓山在
ＬＡ終於有個固定道場了！ 
 

8888⺝⺝⺝⺝26262626日日日日    場地佈置場地佈置場地佈置場地佈置    

在常懿法師的帶領下, 開始進行壇場佈置. 丁師姊, 彭師姊, 和呂師姊還先向公司請假支援,  
而Mori 師姊和康師姊則帶來好吃的午齋及藥石, 讓我們補充體力, 繼續努力 . 感恩孫師兄
發心幫忙從ＮＹ東初禪寺運來ㄧ大車的桌椅, 解除沒有任何桌椅及各項的莊嚴物的窘況. 
同時也要感恩淨宗學會的陳會長的慈悲, 借我們15張桌子、桌巾及100張椅子. 還有向謝
媽媽借的50張椅子. 王師兄把車子及員工都派上用場, ㄧ起搬運這些桌椅.   
 
短短的ㄧ個⺝內, 從什麼都沒有, 沒有佛像、桌、椅、拜墊、香爐、經書、功德堂,  加上ㄧ
群沒辦過對外大型法會的義工們… 靠的就是“願力”.  與遠在ＮＹ的法師們, email 加電
話, 常常ＮＹ都已經深夜了, 法師還在向ＬＡ時間是9點多的執事菩薩交待事情, 當ＬＡ還7
點多, 法師已在 Morning Call. 整個過程中, 能力超強的助手Sandra , 作表格, 照像, 打字, 樣
樣到位, 協助整個流程進行無礙.  值班菩薩, ㄧ棒接ㄧ棒, 秀媚, 幸美, Mori, Melissa, 任師姊, 
還有 Roland 和張師兄, 把150張桌巾ㄧ張張的燙平. 感恩香積組王菩薩和鄒菩薩, 準備供
飯菜. 葉師姊和秋菊師姊負責供果.  Jeff 師兄, 臨危授命, 及時作個簡單的招牌, 讓當天會場
有個清楚的路標. 感恩雷師兄, 發心設計主佛桌的兩大花叢, 古意盎然中極富禪味, 讓與會
的人, 留連忘返, 還有張師姊, 把店裡最好的蘭花都集中起來, 支援了四大盆的蘭花叢, 後來
星期六發現需要再兩盆, 臨時又支援了好幾株, 趕緊讓雷師姊拿回店裡, 再組裝.  這些蘭花, 
讓整個壇場, 典雅又莊嚴. 當我們感恩這兩組花主時, 他們卻都不約而同的都說, “他們才
要感恩法鼓山讓他們有機會來學習布施呢.”  
    

8888⺝⺝⺝⺝27272727日灑淨日灑淨日灑淨日灑淨    

灑淨時, 原想應該只有執事菩薩會來, 沒想到, 天氣熱到破百, 人數也破百. 在擔任維那的果
明法師帶領下, 果幸法師, 常諦法師, 常懿法師及大眾ㄧ心持著大悲咒.  大家ㄧ步步走過新
道場的每棟建築, 每個房間, 主法法師果醒法師則在持咒的大眾後面ㄧㄧ的為新道場的每
個⻆落灑下甘露水. 排除萬難開了近ㄧ小時車的 Mary Grace, 直說她是西方眾的代表, 意義
非凡. 炎熱的天空下, 許多菩薩的心中, 亦澎湃不已, 隨法師往前走, 眼中卻泛著淚光, 果醒
法師手中的ㄧ滴滴楊枝淨水, 徧灑三千, 代表著法鼓山僧俗四眾, 祝願這裡ㄧ切有情眾生, 
滅罪消愆, 火焰化紅蓮. 也願這片土地, 因你我的精進修學, 早日成為清涼地, 救度更多有緣
眾生. 感恩 Michelle, Dennis, Hugo, Ester 最後留下來善後及陪伴直到 9點多.  
    

8888⺝⺝⺝⺝28282828日日日日    地藏法會地藏法會地藏法會地藏法會    

ㄧ大早, 慢慢的湧入200多位的菩薩, 艷陽高照的天氣, 整修中的簡單壇場, 卻都阻礙不了大
眾的堅毅至誠的心. 法會中, 廁所不夠, 冷氣不夠, 拜墊也不夠, 動線也不清, 中途還跳電的
情況下, 大家卻ㄧ路歡歡喜喜的跟隨著悅眾法師們的梵拜, 平安順利的把地藏菩薩本願經, 
ㄧ卷ㄧ卷恭誦完畢, 會後大家更是發揮補位團隊精神, 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 盡情揮灑著汗
水, 努力收拾善後, 共同完成法鼓山在ＬＡ新道場的第ㄧ場法會.  
 
這次法會的意義, 不僅時間上剛好是在教孝⺝裡會舉行超度先亡親友的地藏法會, 更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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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在ＬＡ將啟建道場, 弘揚漢傳佛教, 接引眾生, 共成佛道, 其意義深遠, 當天更恭逢地藏
菩薩聖誕, 誠如果醒法師所說, 這正是要大家學習地藏菩薩所發的度眾宏願 : 「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近50位義工, 在1個⺝內, 剛開始連大殿都還未成型, 佛像, 經架, 經書也都沒有
的窘況下, 互相承讓慈忍,  默默付出, 才有可能讓與會的人擁有清淨的壇場. 也因為義工們 
的願力, 和地藏菩薩的願心相應著, 哪怕汗流夾背, 心中只有把法會辦好來, 個個揮汗如雨
的情形, 讓更多的人, 化感動為行動, 加入修行的行列.  
 
活動圓滿落幕了, 整個過程互動中, 難免有人事物讓自己起煩惱心, 或自己讓別人起煩惱心
的, 而這也正是我們修行的起跑點, 所謂有錢難買境界來考驗！當我們ㄧ直說下次要注意
的地方有這些, 還有那些時, 也請不要忘了回顧ㄧ下自己整個過程中是否有跟「貪瞋痴慢
疑」相應, 讓自己或他人煩惱不已. 不經ㄧ事, 不長ㄧ智, 所以聖嚴法師常叮嚀大家“活動
辦完了, 卻是不斷學習, 應用佛法的開始.”希望大家都能再接再勵, 發起【為利眾生故, 不
畏諸苦難, 若眾生離苦, 自苦即安樂】的弘願, 以度眾的願, 勉勵鞭策自己更精進修行. 自己
修行, 同時也成就他人來修行, 相伴扶持, 相互忍讓, 互相成就. 就是在您我每天身口意的ㄧ
點ㄧ滴的調整, 人品ㄧ點ㄧ滴的提昇中, 我們的人間淨土, 同時也慢慢的建設起來. 所以有
您的參與陪伴, 真好, 在這裡, 真的有幸福喔！ 

 
                      果見法師講解《如來藏經》要義                   周青燕 

 
七⺝三十日，有幸能與二十多位學員一同來聽果見法師講解《如來藏經》的要義。

我雖然從來沒有聽過這一部經典，但知道聖嚴師父有一本《自家寶藏》的著作，很是期
待。果見法師一開始就問我們相不相信“眾生皆有佛性，未來可以成佛﹖”沒想到，LA
道場的菩薩們竟是信心滿滿，多數的人都大聲的說相信自己未來可以成佛，令人讚嘆。分
享我聽講的摘要如下。 

 
師父對自家寶藏的期許是「如來藏思想可以自利利他」。《如來藏經》深者可自利 

- 涉及聖者修行境界與實際的成果，淺者可利他 - 如來藏的信仰能令眾生有信心終會成
佛，而產生學佛的動力。 《如來藏經》的背景 － 於西元三世紀成立，四世紀傳入中國，
當時為西晉，並於四、五世紀興盛，說明如來藏思想比禪宗更早。雖然目前沒有原始梵文
本的《如來藏經》，但在梵本的《寶性論》中被引用，所以證實這部經典確實存在。 

 
現存譯本《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方等即是大方廣，方是正法，廣是內容豐廣，宣

說廣大深奧的教義。經內以大家容易理解的生活譬喻來說明如來藏。經文的架構為序分、
正宗分、流通分。序分有通序與別序。正宗分的主要法義內容為一法九喻，流通分則是總
結流通。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閣崛山中，寶⺝講堂，栴檀重閣。與大比丘眾，百

千人俱。… 」。由阿難尊者轉述此經，那時佛陀入三昧正坐，顯神通變現無數千瓣蓮
花，每朵花內的化佛上昇到虛空，蓮花同時盛開並放光，開完瞬即凋萎變黑臭，而花中化
佛則在空中結跏趺坐大放光明。佛陀於是問金剛慧菩薩有什麼疑問，菩薩即問佛陀為何做
萎花與化佛之神變? 佛藉著回答問題，就開始說了這部《如來藏經》，一連舉了九個譬喻
來說明如來藏，第 1 個即是「萎花有佛喻」- 花即煩惱，化佛就是我們清淨無染的佛性，
花枯萎有如煩惱去除了，智慧就顯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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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究竟、真實，「來」是本來如此。「如來藏」就是如來的胎藏，眾生身中

皆有如來智，即眾生本具有與佛一樣的智慧、覺悟性或佛性。只要去除了煩惱，這些如來
寶藏就會顯現出來。如來智是一切智、是無礙智，要使如來智顯現，才能饒益有情眾生。 

 
在 2)「群蜂繞蜜喻」裡，蜂是煩惱，蜜則是如來藏。煩惱的驅力強，會遮蔽智

慧，令心不安。若不常自覺小的煩惱，有如被蜂針刺入身上而中毒，等成了粗重的大煩
惱，就會產生不能自我控制的不良行為後果，如傷人或自殺。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先知
煩惱(蜂)的習性，去調服對治、破我執，將煩惱(蜂)去除，才能得如來藏(蜜) ，自利而利
他。3)「糠檜粳糧喻」－ 連窮人都輕賤想丟棄的稻穀，去除了糠皮後的粳糧，成了可口
的白米，無論貴賤都願食之。糠皮是譬喻煩惱，而裡面的白米就被喻為佛性。4)「金墮不
淨處喻」－某富人不小心將真金寶物掉入不淨的糞坑，被糞便掩沒許久未被發現，及至有
天眼通者告訴大家拿出來用，而真金依然不壞。不淨處是譬喻煩惱，真金寶物是譬喻如來
藏，天眼通者是譬喻佛陀出世為眾生說正法。我們聽了佛法就要去開發自己的如來藏，發
揮其作用來減少煩惱，自利利人。不然每日在無數的煩惱中輪迴，就如同金子在糞坑內，
毫無用處。若能在吃蜂蜜或白飯時，或如廁時，聯想這些譬喻，將漸漸有出離煩惱之心。 

 
5)「貧家寶藏喻」－貧窮人的家中有寶藏而不自知，有如那些無緣聽聞大方廣佛法

的人，或是退失學佛法之心的人，不知自己有如來藏該去開發，而陷於根本無明中，在煩
惱中輪迴。 6) 「菴羅果種喻」－ 菴羅樹的果實，裡面的種子不會壞，種在土中會長成大
樹。即譬喻我們的如來智慧種子，被包藏在無明煩惱的果核內。7) 「弊物裹金喻」－ 有
個遠行的人，為了防盜賊劫掠，把金像包裹在破舊穢物中，他在旅途中死了，沒有過客注
意到荒野中的這個破布包，也沒想到裡面會有金像。弊物指的是煩惱，金像就是佛性。眾
生時常迷失在煩惱之中，遺忘自身俱足的佛性，真是可惜。 

 
8) 「貧賤醜女懷輪王喻」－ 有個貧賤醜女，為眾人所厭惡，但是所懷孕的貴子，

確是個要受人尊敬、將來統領四大部州的轉輪聖王，然而她卻不自知。此喻要我們不要輕
鄙自己，要知人人皆有佛性，努力修行，破除無明煩惱終會成佛。也鼓勵初地以上的菩
薩，已是隨願度眾生而留在三界內的菩薩，也許在修行上會遇到困境，仍要精進，必能成
佛。9)「鑄模內金像喻」－ 製做金像，需要先灌漿、燒模，模外焦黑，破模則出金像。
此喻要我們以金剛慧(空性智慧) 搥破煩惱的模殼，開發出如來寶藏。也鼓勵八地以上的菩
薩，以金剛心破除微細的煩惱，而能成佛。 

 
分享法師的開示，令我們受益匪淺 : 

* 修行要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在什麼層次，不好高騖遠的拉高自己的層次。用與己有緣而 
喜歡閱讀的經典中的方法，慢慢的修行，才不會不進則退。 

* 要知道自己是有煩惱的，明白人生是苦的。煩惱一旦現行，擋不住果報。 
* 要更細微的去觀照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事物，要觀照得更清楚。 

 
短短一天的時間，能聽完果見法師解說一部經典，真是歡喜。希望大家藉由我的分

享，也能在生活中用上這些譬喻，時時警覺，以智慧劍破除煩惱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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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                千心千元千心千元千心千元千心千元                廣邀十方廣邀十方廣邀十方廣邀十方                共結善緣共結善緣共結善緣共結善緣    
 
2001 年 11 ⺝聖嚴師父，最後一次到 LA 弘法時，曾表示：「鳥須有巢、人當有家、僧該有
寺，希望有一天，在ＬＡ有固定會所，弘揚漢傳佛教，推廣禪修，把法鼓山提昇人品、建設淨
土的理念，深耕於此！」十年後， 2011 年 7 ⺝，法鼓山在 LA 終於有了固定的道場！  
 
因緣不可思議！去年 12 ⺝，得知有這個購置道場的機會以後，許多護法大德，積極的想要促
成這個因緣，消息一傳出，各界善款陸續進來，成就法鼓山在ＬＡ建設固定道場的心願。 才體
會到, 聖嚴師父ㄧ生以【 心靈環保 】為樁，提倡各項佛法、禪修、弘化的活動為樑，要把活
潑、包容、開創性的漢傳禪法，向西方社會紮根的理念，及法鼓山僧團在廣施言行的教化中， 
帶動社會風氣的轉變，倡導全球人心淨化的大悲心願，已獲得各界的認同。 
 
我們所購置的道場，位於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是一個佔地 1.5 英畝，荒廢已久的教
堂。接下來即將展開整建的工程，初步估計，大約需要 $200 萬元的經費。 同時，期待能夠在
年底前，先募得ㄧ些款項，整建大殿、佛像安座、 知客處及更新齋堂的水電設備，以因應今年
年底，現址租約到期時，完成搬遷。 
 
【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 我們希望能勸募到千位菩薩大德或團體 ，以「千心千元」護持道場整
建工程。 「千心」成就眾生， 「千元」護持佛法 。 但，不論是 1 萬元、1 千元、1 百元，或
10 元，都是成就【建寺起廟】的ㄧ磚ㄧ瓦，都是透過弘法利生的事業， 與千千萬萬的十方有
情，共結善緣。  
 
聖嚴師父曾說「自己發願佈施有大功德，又勸人發願，是雙重功德。佈施錢財，猶如從井中取
水，明裏佈施了，暗裏會回來。佈施越多，回流越快… 常常發願，便可時時提起願心，  逐步
走向目標。 發了弘願，雖然不能立即如願， 若抱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心態，便會日積⺝累, 
水到渠成 。」 法鼓山ＬＡ道場，ㄧ方福田，廣邀十方，大悲心起，齊心耕耘，共創淨土，共
擊大法鼓！                   

    
                            【感恩捐款結緣方案】 
 

 金額 / 個人或團體 感恩結緣品 
 

法鼓山榮譽董事  
 

ㄧ次捐款美金＄35,000 
 

銅鑄祈願觀音ㄧ尊 
 

預約榮董  發願三年內捐款累計達  
美金＄35,000 

1. 聖嚴法師墨寶【滿ㄧ個願】 ㄧ幅 
2. 白描觀音像ㄧ幅 

萬眾ㄧ心 ㄧ次捐款美金＄10,000 法鼓山禪堂仿白玉石釋迦牟尼佛ㄧ尊 

千心千元結好緣 ㄧ次捐款美金＄1000 聖嚴法師墨寶【十方有緣】ㄧ幅 

參加募款餐會  聖嚴法師墨寶桌飾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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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    方丈和尚與您相約方丈和尚與您相約方丈和尚與您相約方丈和尚與您相約, , , , 新道場新道場新道場新道場    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    
    

早 11-5 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    ----    法語法語法語法語. . . . 墨緣墨緣墨緣墨緣    暨佛教文物義賣展 

下午 1:30 大悲懺法會 果醒法師主法 

祈福皈依典禮 方丈和尚親授. 請事先報名 

11 
 / 
12 
︵    
六 
︶ 

下午 4:00 

法師為您導覽新道場法師為您導覽新道場法師為您導覽新道場法師為您導覽新道場 

早 11-下午 5 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    ----    法語法語法語法語. . . . 墨緣墨緣墨緣墨緣        暨佛教文物義賣展 

早 11:30 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募款餐會入場募款餐會入場募款餐會入場募款餐會入場（（（（需憑票入場需憑票入場需憑票入場需憑票入場）））） 

午 12-2:30 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募款餐會募款餐會募款餐會募款餐會 

11 
 / 
13 
︵ 
日 
︶ 下午 3:00 新道場植樹新道場植樹新道場植樹新道場植樹 需事先報名 

    
【    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聖嚴師父墨寶展    ----    法語法語法語法語. . . . 墨緣墨緣墨緣墨緣     】11111111 ⺝⺝⺝⺝ 12121212 日日日日----13131313 日日日日    早早早早 11111111----午午午午 5 5 5 5     

 

  ㄧ個老和尚, 用筆寫出畢生弘法的悲願.  
 

「在精舍養菏療病之際, 每天寫出幾幅…有的自己覺得滿意, 有的自己並不滿意, 但從弟子
們的眼中看來, 不管寫得如何, 總以為是出自年邁師父親筆書寫的所謂【墨寶】, 應該都是
好的. 不過我想義賣展中, 會被誰來收藏這些作品？應該不是由於書法藝術值得收藏, 乃是
為了贊助佛教的教育事業, 而共襄盛舉」---聖嚴師父      摘自《遊心禪悅》  
 
「法語是佛家稱法, 又稱金言, 是ㄧ種具有正知正見, 足以開顯智慧, 豁醒性靈的語言…ㄧ
則法語就如同ㄧ個錦囊, 只要你熟誦它, 它總會在你極端煩惱, 痛苦而無計可施時, 啟示你
解決問題的靈感,  如同暗夜的燈塔, 為你適時展現希望的曙光. 因此往往看似極簡要的三言
兩語, 便可令人頓時心開意解, 豁然清涼,」---杜忠誥       摘自《遊心禪悅》 
 

「聖嚴法師的法書別俱ㄧ格, 他的禪機法語, 充滿法喜, 文簡意賅, 發人深省, 因此落筆書寫, 
已將文意融入法書中, 何況數十年如ㄧ日, 不斷精進, 所謂遊心禪悅, 氣韻自高, 他的法書收
藏者, 莫不視為至寶, 頗為珍惜…法師的法書, 體勢自然而渾厚恢宏, 筆底充滿禪機法趣, 字
字璣珠, 讓人玩味…希望此次展出, 更能將聖嚴法師ㄧ生奉獻佛教的初衷, 從他的法語, 從
他的法書中, 讓大眾認識佛法禪心的真諦, 進而珍藏這些墨寶」---周澄  摘自《遊心禪悅》 
 

   為籌募法鼓山ＬＡ道場的整建工程經費, 將在新道場舉行聖嚴師父墨寶展. 希望能讓更多
人, 跨越宗教的藩籬及刻板印象，共同來領略聖嚴法師用書法揮灑，所帶來遊心禪悅的清
涼意境，為社會注入一股安心的力量。 歡迎大家把握展覽因緣，親臨感受聖嚴法師的書
法禪意，在體會每一幅翰墨精粹、充滿禪趣的字字珠璣外，並發心襄贊一代宗教禪師 

【為法托缽】的悲願。展覽期間，特為感恩前兩位捐款達美金十萬以上者，將以師父墨寶墨寶墨寶墨寶
真跡真跡真跡真跡相贈結緣。同時間亦有各界捐助的佛教文物義賣展，歡迎參觀發心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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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懺大悲懺大悲懺大悲懺暨祈福皈依暨祈福皈依暨祈福皈依暨祈福皈依】】】】11111111 ⺝⺝⺝⺝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111::::30 30 30 30     

 

果醒法師主法，將帶領大眾禮拜大悲懺。在日常生活裡或修學佛法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
種種煩惱和障礙，藉著至誠懇切的禮拜懺悔，消除罪障，清淨身心。拜懺拜懺拜懺拜懺，是漢傳佛教
中重要的實踐法門，其意義不只在於參與拜懺法會數個小時的洗滌淨化，更要將禮懺的精
神延續到生活中，隨時自我觀照反省，「懺」才會對生命產生根本的改變並提昇。 

法會期間設有功德主、佛前供養、消災祈福及超薦牌位。並歡迎隨喜打齋花果，護持道
場、廣結善緣，請事先登記牌位。會後，將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親授三皈五戒，須事先填
寫皈依報名表，以便作業，詳情請電分會 626-350-4388。  

    
【【【【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十方有緣募款餐會募款餐會募款餐會募款餐會】】】】11 ⺝ 13 日(星期日) 早上 11:30–2:30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四位法師及ＬＡ鼓手們，將在新道場，誠摯敬邀十方有緣，共襄盛
舉，見證法鼓山在ＬＡ啟建道場，所邁出的第ㄧ步。 隨著新道場的各項硬體建設工程的
展開，以【心靈環保】為主軸，建設人間淨土的精神啟蒙工程，也同時在ＬＡ匯聚著許多
諸善上人，齊心協力發願成就，陸續規劃ㄧ系列修行、弘化的課程與活動，引領大眾從自
心清淨作起，讓每個小小的好，累積成整個環境大大的好。再次敬邀十方大德，廣行捐
施，讓法鼓山建設ＬＡ道場的願，在您的協力護持下，更加快速而順利地興建完成，早日
實現淨土在人間的希望。 
 
 
--------------------------------------------------------------------------------------------------------------------- 
 
我發心護持餐卷＄250（含建設基金 220，餐費 30）共＿＿＿＿張, 共＿＿＿＿＿＿ 元 
 
出席者姓名＿＿＿＿＿＿＿＿＿＿＿＿＿＿＿＿＿＿＿＿＿＿＿＿＿＿＿ 
 
本人不克參加, 但願意護持興建道場＄＿＿＿＿＿＿＿元. 請寄餐卷及/或抵稅收據至：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電話＿＿＿＿＿＿＿＿＿＿＿＿＿＿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支票抬頭請寫 ＤＤＭＢＡ- LA . 請將此Ｒ.Ｓ.Ｖ.Ｐ.於 10 ⺝ 30 日前寄至ＬＡ分會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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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12 ⺝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10101010/3 4 5 6      
禪坐共修 

    7-9:30 pm 

7 8   
 初級禪訓班 (4-4) 10-12:30 am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9  
 福田班 (5) 9:30 am - 5 pm  

10 11 12 13 
  禪坐共修 

    7-9:30 pm 

14 15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16    
禪坐共修    9:30-12 am 

    佛學初階導讀 1:30-4 pm 

17 18 19 20 
禪坐共修 

    7-9:30 pm 

21 22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23 
禪坐共修  9:30-12 am 

     方丈和尚活動會前會 

24 25 26 27 

禪坐共修 
    7-9:30 pm 

28 29 

 初級禪訓班 (4-1) 10-12:30 am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30 

     禪一    9:30 am -5 pm 

31 11111111

/1 

2 3 

禪坐共修 
    7-9:30 pm 

4 5 

 初級禪訓班 (4-2) 10-12:30 am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6    

     新道場出坡 

7 8 9 10 
 禪坐共修 

    7-9:30 pm 

11 12-13    
  11/12,13  聖嚴師父墨寶展暨佛教文物義賣展  11am–5pm 
   

  11/12      大悲懺法會 - 果醒法師主法  1:30-4 pm 
                皈依祈福典禮 -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親授 4 pm 
  11/13      十方有緣募款餐會        午 11:30-2:30 pm 

                新道場植樹     3:00 pm 

14 15 16 17 
  禪坐共修 

    7-9:30 pm 

18 19 
初級禪訓班 (4-3) 10-12:30 am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20                                                                
    禪坐共修  9:30-12 am 

    佛學初階導讀 1:30-4 pm 

21 22 23 24 

    禪坐共修 
    7-9:30 pm 

25 26 

 初級禪訓班 (4-4) 10-12:30 am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27 

      禪一    9:30 am -5 pm     
 

28 29 30 11112222/1 
  禪坐共修 

    7-9:30 pm 

2 3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4 
    禪坐共修    9:30-12 am 

大悲懺      1:30-4 pm 

  執事會議 

5 6 7 8 

  禪坐共修 
    7-9:30 pm 

9 10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11 

   福田班 (6) 9:30 am - 5 pm  

12 
 

13 14 15 
 禪坐共修 

    7-9:30 pm 

16 17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18 
禪坐共修  9:30-12 am 

     佛學初階導讀 1:30-4 pm 

19 20 21 22 

 禪坐共修 
    7-9:30 pm 

23 24, 25, 26 

   都市精進禪三  9am–9 pm 

25 

  都市精進禪三  9am–9 pm 

26 
禪三 

27 28 29 
 禪坐共修 

    7-9:30 pm 

30 31 
   念佛共修暨拜懺  2–4:30 pm 

2012/1 
      持大悲咒 108 遍  2 p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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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師父墨寶展 暨 佛教文物義賣展】   11 ⺝ 12 及 13 日  早 11:00 -下午 5   

將展示聖嚴師父墨寶墨寶墨寶墨寶真跡真跡真跡真跡，及義賣多種精美佛教文物。歡迎大家把握展覽因緣，親臨感
受聖嚴法師的書法禪意，在體會每一幅翰墨精粹、充滿禪趣的字字珠璣外，並發心襄贊一
代宗教禪師「為法托缽」的悲願。展覽期間，特為感恩前兩位捐款達美金十萬以上者，將
以師父墨寶真跡相贈結緣。  

 

【皈依祈福典禮】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親授三皈五戒   機會難得!  11 ⺝ 12 日下午 4:00 
 

方丈和尚在皈依典禮前，將講解「三皈依」的意義及該遵守哪「五戒」。 
請有意皈依的菩薩，先電話/email 報名。 
 

【新道場導覽】     11 ⺝ 12 及 13 日 
 

有興趣來參觀新道場嗎? 在 11/12 的皈依祈福典禮之後，及 11/13 的「募款感恩餐會」
之前，法師將為您導覽，讓您知道每棟建築物將來的規劃及用途，在眾志成城下，這些夢
想將會一一實現。 
 

 【新道場植樹】11 ⺝ 13 日  下午 3:00 

歡迎一同出坡為新道場植樹，美化環境，也為後人遮蔭!   
 

【都市精進禪三】 12 ⺝ 24 -26 日  上午 9:00–晚 9:00 

Non-Profi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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