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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這兩句話，是默照禪的開

創者――宏智正覺禪師所說，指的就是默照。「不觸事而知」，
是對一切狀況都很清楚，但是不要將它當成一回事，這些狀況跟
你沒有關係。事，就是狀況，環境裡的人與事的狀況，自己內心
和身體產生的狀況，很清楚的知道是有的，但是跟你沒有關係。
這似乎是很奇怪，自己的想法跟身體上的感覺，怎麼會跟自己沒
有關係？沒有錯，是有關係，但是不要在乎它，這就是默；很清
楚知道有這個狀況，是照。狀況發生還是要處理，但是不必說
「我」在處理，處理事就只是在處理事，那就不會生氣煩惱了。 

 
有一位已經往生的老教授，過去常常在我們紐約禪中心演

講，當他得了癌症有人去探望時，他就侃侃而談地告訴訪客說，
這個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現在是什麼狀況，將來會變成什麼狀
況，害了這個病要如何去治療。去探病的人跟我說：「師父！這
位教授蠻奇怪的，他介紹他的病情時，好像是在講別人，沒有感
覺到是他自已得了病。」這就是「不觸事而知」的例子，事情他
是清楚的知道，然而並沒有將這樁事看成與自己有那麼嚴重的關
係。 

 

諸位現在用默照的方法，多半能夠做到這一步：對自己的
身心狀況以及現在生活的環境，都很清楚、明白；知道環境內有
噪音，或者氣溫很涼、很熱；自己很快樂、很不快樂，很舒服、
很不舒服等狀況，你都知道，但是不要再起第二念：「這是
『我』」。要將情況客觀化；有這樁事，但不是「我怎麼得了，
我怎麼得了⋯⋯」這樣想就會很痛苦了，照也照不清楚，默也沒
有默。如果能夠照、能夠默，這樁事我曉得，但跟我沒有什麼關
係。能對自己的妄念、身心狀況、自己的個性以及種種問題，知
道得很清楚，隨時修正它，這就是修行。否則知道自己有那麼多
的缺點，於是自怨自艾、自悲自責，這就不是在修行了。 

 
「不對緣而照」，「對」的意思是攀緣，「緣」的意思是

對象；自我和對象產生糾纏不清的狀況就是「對緣」。「不對
緣」是指不將任何對象當成是「我的」對象，既然沒有對象，
「我」就不存在，「我」不存在，煩惱也就不存在。 

 
最近遇到一位菩薩告訴我，有個男孩子見到另一個女孩子 

時，一見面就對她說：「我跟妳有緣。」女孩子被他嚇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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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緣人，人家卻不緣他。從此以後，這個男孩子就神魂顛倒，日思夜想，老是想著這個
女孩子跟他有緣，後來女孩子一害怕就去報警，要求警方保護，最後這個男孩就被帶到警
察局去了。這個男孩子就是在「對緣而照」，曉得有這個對象，不斷地追，那是煩惱；如
果「不對緣而照」， 知道有這麼一個女孩，可是不一定跟自己有什麼關係，那就不會惹
出這麼多問題了。 

 
當我們打坐的時候，一定會有一些狀況出現，沒有狀況反而是很奇怪的。坐著的時

候，眼睛會看到地板上的圖案，耳朵會聽到飛機的聲音，身體會流汗，也會有一些痛和
癢，或者心中想著隔壁的人坐下去、站起來的樣子有點怪怪的⋯⋯，凡此種種都是緣，在
環境裡一定有緣的存在。除此之外，自己內心的念頭也是一種緣，譬如：「剛才想到一件
想了很久都想不到的事，真可惜，沒有用筆將它記下來，再想想看那究竟是什麼？」這一
下子，就變成老是在妄想裡，剛才就是在妄想，現在又再追蹤那個妄想，妄想加妄想，在
妄想中打滾，這就是「對緣」。不對緣，就是不論是心裡想的、身體上感覺到的、環境裡
面所有的一切，跟我沒有關係，不把它當成是我的對象，不去注意它，我只曉得我用我的
方法，這就是「不對緣而照」。 

 
曾經有位菩薩在打坐時，不斷注意著前面女孩子的背，坐了一天之後這位菩薩要求

換位子。我問她這個位子有什麼不好？她說：「前面那個女孩子的背歪歪的，我老是想去
糾正她。師父說過打坐的姿勢要正確，這個女孩子坐得歪歪的，但是我又不能講話，我坐
在她背後，看到她那個樣子，我很難過，好像我的樣子就和她一樣。」 這就是「對緣而
照」了。禪修期間，不僅其他人跟自己沒有關係，連自己的前念與後念、自己的身體狀
況，都跟自己沒有關係，這樣子才會坐得安定，這叫做「不對緣而照」。否則緣太多了，
老是在攀緣，攀過去緣，攀未來緣，攀當前的緣，這叫做多管閒事，這不是閒道人而是忙
道人。  摘自 <聖嚴法師教默照禪> 

 
佛像安座活動報告與感想                       邱姿惠 

 
引頸期盼的佛像安座活動終於在 5/27 順利結束，象徵著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的正式

啟用。自去年 6 ⺝，買下這個地方，經過相當辛苦的整修工程，及一連串的大小對外活
動，儘管這期間大家有不同的意見與想法，但為了要讓道場整體更莊嚴、更攝受，也都更
加無私地奉獻心思與努力。 

 
527 的佛像安座活動，著實將洛杉磯道場的成長，呈現在大眾面前，由於眾人的

共同付出與協助，才得以完成“固定道場”的夢想。為了這次的活動，諸位法師與義工菩
薩們在年初就開始著手策劃︰先是進行道場搬遷，而後設計佛像安座儀式與法會的流程， 
義工的工作分配，安排外州來賓的接送住宿，向台灣訂購莊嚴物品等，義工菩薩們也發心
量身訂製大禮服. 

 
此外，工程小組更是連著兩個星期拼命地日夜趕工。從四⺝份開始，每個⺝的執事

會議也增加到每禮拜一次 。隨著日子一天天逼近，緊張的氣氛就更高漲。各組為了讓活
動圓滿，都卯足全力地做準備，到了後面幾天，大家在道場待到 11、12 點左右都已不稀
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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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義工們辛苦，13 位分別從台灣、紐約、溫哥華前來協助、關懷、與主持法會
的法師們更是辛苦，不但要克服時差，還要隨即投入活動進度以進行協助。有方丈和尚果
東法師、東初禪寺住持果醒法師、法鼓山副都監果舫法師、關懷中心副都監果器法師、國
際發展處監院果見法師、溫哥華道場監院果舟法師、方丈和尚秘書常貴法師及我們的輔導
師常華法師。此外，果乘法師從四⺝就開始進駐洛杉磯，就近協助參與策劃。活動前的記
者會那天也是讓大夥忙進忙出的，無非是希望藉由新聞的力量，將新道場啟用典禮訊息傳
達出去，讓更多民眾, 共襄盛舉。 

    
佛像安座儀式中的揭佛幔是這次的重頭戲，我能親眼目睹這歷史性的一刻，是興

奮，亦是感恩與感動！因為，為了這一刻，前後辦了兩場的募款餐會，集結了來自各地的
善款，也結合工程小組與義工菩薩們的力量，才能買下這個地方，將原本破舊老教堂與建
築物裡裡外外都煥然一新，給他一個屬於法鼓山的氣息與味道。而那塊佛幔，也讓法會組
的菩薩們在前一晚辛苦地趕工，不知道半夜幾點才離開道場。5/27 那天早上儀式開始
前，看著愈來愈多的民眾前來，心裡就愈是開心與亢奮，原本還擔心會不會來參加的人不
多，後來證實這個疑慮是多餘的，因為後來椅子不夠，必須加設齋堂的塑膠椅才行。 

 
下午的三時繫念法會，自己也有很深的感觸。想到去年暑假的地藏法會，還在為爸

爸消災祈福，今年卻要在功德堂為他超度，好讓他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就不由自主的濕了
眼眶。而隔天的慈悲三昧水懺, 雖要一直跪著唱誦與不停的起身、拜下，造成體力上有些
負擔，但等到結束，整個身心卻感到無比地輕鬆與喜悅。 

 
雖然每次辦大活動都很累人，可愈接近活動來臨，做起事情來就愈有衝勁，且看到

活動越接近尾聲，就覺得好像一切的辛苦和疲勞都是值得的。現在新道場啟用了，舉辦各
種禪修課程、佛學課程、法會的機會增加，能接引的人也會更多，如此一來就能將師父一
直在推廣的心六倫、心靈環保傳達出去，讓更多人認識、接受與實踐，才能逐漸落實人間
淨土的理念。 

 
                    揭佛幔 - 意味深長的一刻                     鄭綺媚 

 
527 活動中最隆重的一刻就是揭佛幔. 這一塊體積不大的布幔, 交織著法鼓山在美

國洛杉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三個時空: “過去”就是從借用別人的寺院來禪坐共修, 
到有一個小小的分會可做固定共修的曰子.“現在”就是五⺝二十七日佛像安座這一天.  
當揭完的布幔徐徐降下, 現出一臉祥和笑容的釋迦牟尼佛像時, 就是無限“未來”的開始.  

 
布幔有著相當的重量, 這重量也意味著, 所繫的一段法鼓山在美國洛杉磯從無到有

的歷史; 以及一群同心同願, 為「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理念而努力的義工; 還有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無窮的大願. 佛幔被方丈和尚在前面所揭, 被居士們在後面所接收, 
正好代表這佛幔所背負著的重任和未來, 就由法鼓山的僧俗四眾共同繼承. 讓我們一起持
續的推動法鼓山所要達成的目標, 就是用正信的佛法去淨化人心、淨化社會、提昇人品、
改善環境、安定人心、安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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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三, 禪七心得分享專欄】】】】 
 
果徹法師在 7 ⺝ 4 日美國獨立紀念日期間, 到加州 LA 主持襌三/襌七, 用的是師父在象岡
默照襌十的開示錄影, 以下是部分學員的心得分享報告. 
                                                                                                                                            
張桂玲張桂玲張桂玲張桂玲    
第一次參加禪三，本以為藉此來清淨自己這一陣子不平衡的心境，但第二天打坐，腿痠，
也沒心情來考慮到其他了。聽到師父的默照禪開示，了解放鬆、放下、去我執，雖然還是
不能馬上做到，但到第二天也有點改進了，坐蒲團還是那麼痛苦，但也體會出一些放鬆的
感覺。生活中總有順遂與困頓的時候，不管順或不順，都懷著感恩與學習的心，這是這次
最大的收穫，感恩聖嚴師父、果徹法師及所有參與的工作人員，也感謝一起參與的同修。 
 
陳明姿陳明姿陳明姿陳明姿    
這次學到︰1. 學禪剛開始不一定要會盤腿，任何一個舒服的坐姿, 能讓你輕鬆持久的坐就
可以；2.禪修應用在日常生活裡，可讓你心清靜明亮，看人看事透徹，減少無謂的煩惱；
3.我的腿這次沒那麼麻，想必是平日常的運動, 讓身軀的忍耐度及柔軟度都加強多了 。 
 
鄭靜鄭靜鄭靜鄭靜    
法師講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聽得懂，但離真正開悟，還很遠。要身體力行、精進練
習， 等腳疼夠了，不再期待什麼，時候到了，該明白的，自然會明白。 
                                                                                                                                                       
JackJackJackJack 張張張張    
雖然這次大部分時間都在昏睡妄念中度過，但可愛的引磬聲，讓我知道能夠伸腿活動是多
麼幸福的事。三天清淡素食，感到菜根香，什麼都很好吃。腰痠、背痛、腳麻，讓我知道
平日要好好照顧身體，多運動。這次禪三，讓我打開了平常沒有的覺察力，五色令人迷，
五味令人醉，三天下來的佛法開示及默默看著自己的身體及亂七八糟的思緒，讓我體會到
要能時時觀照自己，能走是幸福，能吃是福氣，身體健康，無病無痛，便是最珍貴美好的
事。若能時時清楚明白，惜福感恩，人間便是淨土了。感恩法師及眾師兄師姐的付出。 
 
洪祥瑞洪祥瑞洪祥瑞洪祥瑞    
生平第一次參加禪三，既期待又怕“身心”不適應。第一天晚上報到，聽師父開示，讓自
己的擔心少了一半。直到第二天早上，早齋前狀況大致良好，不料，吃飽後, 開始進入痛
苦煎熬，腿痛、腰痠、肩膀緊，怎麼按摩都沒效，於是，開始怪罪蒲團，太高、太低，往
左歪、往右凹，都沒有用，默默地跟蒲團抗戰了一下午，到了晚上就放棄了，如此ㄧ來, 
卻感覺到快要睡著。第三天請教法師後，驚覺自己的方法有多處待修正，才知道自己與自
己的疼痛、昏沉、掉舉，都得要用方法對治處理，而不是去抗衡。 
 
陳偉豪陳偉豪陳偉豪陳偉豪    
打坐多年，從不認識方法到上路練習方法，從完全抗拒佛法名詞到這兩年來，聽了許多佛
學講座及參加讀書會，彷彿明白了一直掛在口中的修行是怎麼ㄧ回事，但總覺得，好像是
把武林武功的秘訣和招式都背的滾瓜爛熟，卻不知如何整合起來用在生活上。 直到這七
天中，由師父所說的許多佛學觀念，從不同層面、⻆度、次第，像【無常】、【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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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盤】、【空】等，印證到默照的方法練習，加上法師的指導，才恍然大悟，得以在成
佛路上前進一大步。雖然師父說可能要等無數歲⺝才會成佛，但在好的指導老師及精進的
環境下，對成佛之道，已越來越有信心。 
 
鹿博文鹿博文鹿博文鹿博文    
禪七，給我很深的體驗與幫助，也多認識自己一些，日常生活上也變得輕鬆起來，煩惱的
念頭，也常常能立刻察覺，比較少發生被“無明”欺負，或“無名”去欺負“無名”的情
形。修行是一條看似沒有盡頭的路，有時覺得很孤獨，但看到有一群正信的同參道友一起
修行，覺得很幸福。日常生活中有時覺得很累，好像在修行上沒有什麼進步，在禪修上也
沒什麼進步，可是過了一些日子，原來自己以為沒有往前走，其實自己也變了，這就是
“無常”吧！一支香的時間有時是這麼地漫長，有時又這麼地短暫，有時昏沉，有時妄
想，而這不就是人生嗎？中間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而每一支香乃至每一個呼吸的開始都
是一個新希望。在過程中我們學習到兩件事情，“承擔”與“放下”，再“承擔”，再
“放下”。  
 
王維真王維真王維真王維真    
太久沒參加精進禪修了，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打坐時的老毛病，腿疼、昏沉、打妄想，果
然依舊慢慢出現。尤其是腿疼，以前一週打坐一次可以連香 90 分鐘，如今卻撐不住一柱
香 。禪坐時身心的調適是很重要，身的放鬆說是容易，但實際操作起來很困難，盤腿的
痛楚多少會影響心的穩定，而心的穩定與方法熟練是要讓身體的不適減輕，這兩者的配合
與協調真是不容易. 
  
劉萍劉萍劉萍劉萍    
第一次禪七，沒有通常說的前三天，後三天的差別，腿慢慢習慣，方法也慢慢習慣，我想
或許是一直以來不斷提醒自己要有無所求的心態，幫助自己可以盡量專注於當下。七天禪
修，使我對自己的身心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識，知道原來自己是有許多潛力的，是可以放
下更多對自己身體的執著。此外，師父的開示，讓我對禪宗的頓悟法門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明白為什麼【由定生慧，才是真智慧】，也對默照禪的修行原理、方法、次第，有了
全面概貌，雖然這次有許多方法用不上，體會不到，但我相信，將來總有用得上的時候。  
 
陳麗陳麗陳麗陳麗卿卿卿卿    
在這次禪七中，真正體驗到無常：腳痛由生起到消失。右腿可能是開過刀的關係, 這次打
坐，第一天因為剛開始，所以一切正常，第二天開始就一直抽痛，痛到有生不如死的感
覺，有時放腿也是沒用。第四天又忽然沒感覺，除下意識，覺得是那個開刀部位應該才
是，卻毫無感覺，真是不可思議的經驗。感謝法師，每天都耐心地諄諄善誘，作各種禪修
方法與觀念的開示，晚上更是綜合師父當天所有開示做整體的介紹和提醒，讓我們重複溫
習聽 DVD 內容。當時聽到的時候，好像聽很得很仔細，很完整，其實都是東漏一句，西
缺一句，有了法師仔細綜合開示，讓我多一次的體會。也謝謝監香菩薩的耐心帶領，還有
護七菩薩的照顧，每天都順順利利地過一天。還有同修們的耐心，忍耐我的焦躁不安，讓
我安心在蒲團上. 七天下來，吃的歡喜，住的心安。飯後散步時，都像在天堂一樣。感謝
這七天的加油與充電，期待明年的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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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伊倫翁伊倫翁伊倫翁伊倫    
七天過去了，得到什麼？失去什麼？其實什麼也沒得到，只是心中明鏡， 漸漸現形，現
出一絲光量，好像天上烏雲已一片片離去，現出寬廣無盡的虛空，現出恆常存在的暖陽。
用它不生不滅的慈光照亮一切眾生，經由默照禪，我成為虛空中的一片虛雲，隨著呼吸生
生滅滅，不生不滅，像缽中之水，隨著缽動而晃動，隨著缽止而止，隨時就是滅，隨時就
是生。就像念頭生起和幻滅一般，隨著因緣生而來，隨著因緣滅而離開。虛空是湛然不
動，不期待下一片雲的到來，也不感嘆上一片雲的離開，只是靜靜地在一片暖陽中存在。 
 
岑敏玲岑敏玲岑敏玲岑敏玲    
這次禪七很辛苦，因為是第一次，感恩法師的提醒【要自己做自己的監香】，辛苦的時候
就坐到後面椅子，可坐回圃團時，就回位置上，如此慈悲， 我才幸運過了關。這七天最
寶貴的是聖嚴師父的開示，啟發幾件事︰(1)生活做事要放慢，要放柔，才不至於身心都
緊張，也令旁邊的人緊張。(2)要學謙虛，放下傲慢的心，執著的心，才減少煩惱。(3)要
忍讓，把嗔心化解，以慈悲心去了解，去忍耐不稱心的人和事。能做到這三件事，必須修
行，以默照的方法，坐禪、拜佛、和念經、讀經。每天都做的到最好，或至少每星期一次
在家靜修一天。 
 
陳秀蕙陳秀蕙陳秀蕙陳秀蕙    
第一次參加 LA 的默照禪七，當來到會場，當下就覺的很有福報，下定決心要珍惜此次因
緣。頭幾天手痛，都抬不起來，但心還算安定，可跟著法師的指引方法，一步步跟上。但
有一天，方法用不上了，念頭不斷地湧上來，心想這正是用功的對象，念頭來了，知道
了，回到方法來，這是法師教導的方法。好，回到方法，漸漸念頭滅了，但不一會兒，念
頭又來了，來來回回，也不知道多少次，結果累了。回到寮房，想起師父的開示【不執著
念頭】，念頭是有的，是啊，我起了對應的心，我希望它不存在，甚至討厭它，當下發覺, 
我不應該如此，應該調整心情，把對立的心放開，因為愈對立，念頭愈多，所以我再嘗試
用看著念頭，看你怎麼想，想些什麼，果然, 這一招有用，念頭少了，可回到方法上來。 
 
林幸美林幸美林幸美林幸美    
身體隨著年齡漸漸虛弱，加上心臟安裝助搏器後，一直不敢嘗試打禪七。感謝菩薩保佑，
我順利地過關，沒頭暈，也沒心悸發生。果徹法師引導大家練習師父的開示，受益良多。
師父說，【默】是默默忘言，【照】是昭昭現前，【默照】是對現前的，好的、壞的，喜
歡的、不喜歡的，或任何相對的，都很明白，但心都不跟著起舞，即不執著它。 又深深
體會到，要有慈悲心、定力，才能用智慧面對。對【捨】的意義也更了解，捨者，平等
也，能捨者，即不分佈施者與接受佈施的人。 
 
林博文林博文林博文林博文 - 默照, 就是全盤接收及全面接受 
夫妻之間的和諧之道, 我一直就認為要懂得如何全盤接受對方. 在這次默照襌三/襌七中聽
師父的開示, 更加深刻體會到, 默照襌法應用在生活的實用性及重要性. 夫妻之間的性格, 
嗜好及想法會有差異是很正常的事, 遇到事情時難免會有不同的意見. 如果每次雙方都要
堅持己見的話, 一定就會爭吵不休, 最後互傷感情, 甚至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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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在默照的開示中解釋宏智正覺襌師所說的一句話, 「不觸事而知, 不對緣而照」. 前一
句的意思就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身心與所處環境的狀況, 該處理時還是要處理, 是照；但
不需要把所謂“我”這個概念牽扯進去, 為此生氣或煩惱,就是默.」根據這番話, 並在練習
默照的前方便, 直觀之後連想發現到“默”也可以解釋成為「全盤接收, 全面接受」. 簡單
說就是「全盤接受」. 而所謂“照”, 就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心在不受干擾狀況下, 正在全盤
接受. 
  

其實不只是夫妻, 其他家人或朋友, 或公司裡的上司及同事之間, 若能做到全盤接受對方的
話, 一定能免除不必要的摩擦, 甚至可以做到互相尊重而維持健康良好的關係. 在人生過程
中, 也可以時時應用同樣的心態去面對. 就像我們每天上班開車要經過的路, 不是每次都很
順暢, 有時塞車很嚴重, 或甚至因為要修路而關閉, 只好改道而行. 我們一生當中的遭遇, 時
好時壞, 有順利也有困難的時候. 
  

就以人的身體而論, 既然是由四大組合, 因此隨時會發生變化。若罹患重病, 當然需要處理, 
就像師父說的: 「把身體交給醫生, 把生命交給菩薩」. 若能以默照之全盤接受的態度去面
對的話, 就能做到無怨無恨, 心情坦然. 甚至可以當做是修行的助緣, 來現觀無常與無我. 
  

我認為一個人在一生中能學習默照襌法是非常幸運幸福的一件事, 等於是送給自己最好的
禮物,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不但要把觀念與方法, 透徹的瞭解, 並且要經常應用. 這次襌修期
間, 果徹法師也一再提醒要「隨時隨地, 提起方法」. 熟能生巧, 當把方法修練成為自己生
命的一部分時, 便能「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在緊要關頭時, 自然就用上。 

 
                                   感恩法鼓山                           王珍瑜   
 

接觸法鼓山短短的 15 個⺝, 比起散心無方法的這麼多年, 這 15 個⺝密集的活動參
與, 真是非常珍貴. 使我對佛教有了更多認識, 也慢慢糾正一些錯誤知見. 這些日子中當義
工的經驗, 使我從付出中成長及體會〝付出〞真是療癒良方! 如聖嚴師父所說, 因果是同時
的, 道理深妙! 
 

仰慕聖嚴師父的著作與見地多年, 卻因福德淺薄未曾見過師父, 也無緣接觸法鼓山. 
甚至幾次站在法鼓山 LA 分會的門前卻不得其門而入. 因緣不可思議, 去年來ＬＡ道場, 常
華法師介紹我去參加象岡的念佛禪, 成為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就像象岡牆上的墨寶“回
家了”. 這 15 個⺝, 我幾乎每週參加共修活動: 念佛, 拜懺, 禪修, 讀書會, 福田班, 以及不定
期的禪修及法會. 一週辛苦工作, 週末最想去的地方是法鼓山. 隻身在異鄉, 來法鼓山, 真的
感覺到回家了! 

 
因道場揭佛幔因緣, 再次的皈依, 此次卻有特別的感動. 當方丈和尚替我戴上佛牌, 

那一剎那, 有種莫名的熟悉與感動. 當天強忍淚繼續義工的職責. 雖不明白感動何來, 卻有
身為法鼓人的喜悅, 回家馬上發了願. 爾後幾天, 思緒在慚愧, 懺悔, 與感恩間翻滾. 慚愧一
生至此, 接觸佛法機會無數, 卻未曾真正了解佛法, 更談不上實踐. 懺悔我雜染心性, 無明業
力, 常為境界所牽, 煩惱所蔽. 感恩佛陀給我機會, 感恩法鼓山讓我重新認識佛法, 有機會奉
獻與學習. 小時候跟著母親心經一字一拜, 雖然很多佛經都念過, 朝山, 廟宇參訪無數. 然而, 



                     
 

 
8 

幾年來, 對我而言, 真的只能用“鴨子聽雷”來形容. 輾轉來美, 因緣不具足, 障於道法, 不
得薰修. 蒙觀世音菩薩憐憫, 再次給我機會讓我來法鼓山當義工學習成長. 

 
來法鼓山最大的感動來自於“人”. 法師們的身口意及義工菩薩們的付出讓我感動, 

並感慚愧. 果明法師才來洛杉磯, 她的身口意已讓我感動不已. 帶領一群無師指導的法器組
實不易. 法師早上教法器, 下午領眾念佛共修, 一天下來已經很累了, 還留下來陪我們練習
法器. 法師不厭其煩得一遍一遍地與我們唱唄練習, 法師已累得可以, 看我們法器打得“哩
哩落落”(沒規則), 唱得“稀哩嘩啦”, 法師慈悲只是笑笑地說, “我被你們拉倒”. 會後的
收拾, 果明法師第一個抱著重重的風扇和我們一起善後. 從法師身上, 看到慈悲與智慧. 有
次練習法器, 有位師姐說要在車上聽誦偈練習打拍子, 法師馬上告訴我們開車安全第一, 不
要打拍子以免發生危險. 有一次晚上禪坐我早到, 諾大的道場只有瘦小的果明法師一人, 當
她問我吃了沒, 回答否時, 法師馬上找點心水果要我充飢, 禪坐才有力氣. 而法師自己卻過
午不食, 當天還要在道場關懷到晚上 10 點. 當天回家我慚愧得流淚¸法師為眾生不計代價
付出, 卻還總是笑咪咪的不斷地關懷我們. 法師唱誦充滿信心, 讓我對佛法更充滿信心. 法
師帶領禪三, 禪味十足, 並將禪法帶入生活, 教我們唱誦也要注意呼吸, 提醒我們當義工, 來
上課, 也不忘經行, 讓我對禪法充滿興趣. 此外還有果徹法師, 這次聆聽法師講解中觀時, 竟
體驗到心經, 金剛經, 楞嚴咒中的一些句字如音符般地跳出來: 「舜若多性可銷亡, 爍迦羅
心無動轉⋯」自知資質魯鈍, 缺乏智慧與善根, 然而一點體驗讓我覺得有希望. 法鼓山的法
師個個優秀, 在此只能提及兩位法師以例.  
 

另一個感動是義工菩薩們. Tina 師姐對我百般關懷與照顧, 提醒我要放鬆; Mori 師
姐像媽媽般照顧我, 提醒我要吃飯; Rosetta 師姐有一次還特地留飯給我; 80 歲的任師姐精
神特好, 中氣十足, 她的粽子有媽媽的味道; 70 歲的張師兄及王師姐還自己種菜, 除草種花
當仁不讓; 林師兄及陳師姐博學多聞, 提供的文章是智慧的來源; 毛師兄指導我們禪坐教我
方法; 毛葵揚師姐的見解獨到, 字句令我深思; Ashley 師姐為道場的盡心付出, 看她讓出自
己的便當, 自己餓肚子, 好心疼. 許許多多香積組菩薩們的付出, 讓義工們滋養色身, 有力氣
為道場出力. 還有好多義工菩薩們, 引禮, 法務, 法安, 財會, 文宣, 法鼓文化, 環保, 等等無法
一一提及. 洛杉磯新道場整建打掃, 多位義工菩薩們為道場盡心盡力. 再以最近的例子, 洛
杉磯道場揭佛幔連著三天的活動與法會, 是靠多少法師, 義工菩薩們, 及護持的菩薩們共同
成就的啊! 幾次大活動, 看他們揮汗如雨卻甘之如飴, 面帶微笑, 我心中好感動! 好感動! 慚
愧自己付出太少, 修學不夠, 還要師姐師兄關懷與指導.  
 

轉個念, 把握當下, 我還有無數個 15 個⺝, 還有機會. 希望在將來的日子裡, 有緣與
法鼓山的法師義工菩薩們, 及來法鼓山的菩薩們結善緣, 一起種善根, 在修福修慧的道路上, 
一起精進, 共同努力. 共同成就! 謝謝法鼓山! 謝謝聖嚴師父! 
 

                                           中觀課心得                             呂麗芬                                                    
 

這是第一次上有關中觀的課程，對於中觀的暸解僅限於一些耳熟能詳的偈頌，緣起性
空，性空緣起，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自己鈍根愚
昧從沒有真正去瞭解其中的真正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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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因緣具足我與同修都能來上課，感恩果徹法師的慈悲，不厭其煩的為我們重新溫
習以前上過的課程，對中觀有基本的認識之後，才進入此次的課題：中論 15 品 觀有無
品，本品的內容是討論自性的有無，開示佛說緣起的真意，何謂自性？自體實有、自己成
立的意思，如有『常、一、實』的觀念，即是自性見，一般人依自性的眼光說『有無』，
所謂的『有』是絕對的有，所謂的『無』是絕對的無，真理不是從絕對的有無說的，是從
緣起中體証的，事物乃種種因素組合而成，是緣起無自性，但不能說它是一無所有。 
 

不知是年歲漸長的緣故，以前覺得枯燥的問題，如今卻耐人尋味，想一探究竟，雖然
智慧不足，還不能全盤理解其中的奧密，但如能像套數學公式般，隨時審示自己的起心動
念是否掉入『常、一、實』的觀念裡而不自知，相信會減少一些自尋煩惱的機會，以緣起
法的思想糾正自己的妄見，感恩周遭的人事物。未來，我需要面對各種過去所積累的習氣
挑戰，但願我能將今日所學應用於生活上、修行上，勇敢面對，積極超越。 

        
  走鋼絲：聽果徹法師「中觀的智慧」隨感      何畔晴 

 
 有人說要體會龍樹菩薩的《中論頌》如走鋼絲。這次果徹法師的「中觀的智慧」，
講解《中論頌》的第十五與第三品，及聖嚴法師的《緣起歌》，確實有些這樣的感覺。 
 
 法師講課有兩個特點，一是通常依據字面的〝根意〞，先介紹經論的歷史文化及思
想潮流背景，再回到經文的架構、章節條理，層次分明地細講。講到細節時，也會從不同
的層面反覆闡述、總結某一義理或思想。二是法師常提示我們，隨時把正在學習的義理連
結到自己的生活中，讓經文與自己的生命結合。  
 
 經文中常有像要引發鮮少用到的視世方式，其寫作形式更迫使修行者在閱解的當
下，不得不極力以置。比如「若法實有性，云何而可異；若法實無性，云何而可異」，可
代表頌中常出現的似乎有異常悖論性的詩句。果徹法師將「自性」與「我 atman」兩
「常」見的定義闡釋為常住、獨存、常有或有主宰性。這類立意，像是一把萬能智慧劍，
揮舞雙刃刀，刀刃霍霍, 來去翻動。 
 
 有人說詩人把「自性」或「我 atman 」以如此極端的立意，無數次樹立，然又無
數次推翻，無非是種「稻草人辯論法」， 容易曲解、虛構、過度簡化「自性」與
「我」。但問問自己，又曾否確實認真的好好認識過「自性」與「我」呢？ 
 
 閱讀時, 逐句搏字更似一段操習。因為是依老師逐字逐句的闡釋去認識字句，難有
走鋼絲感受。可能需清楚基本名相後，靜心專心才能體會。精彩處或許還不在字面義理細
解上。 
 

 法師又講，般若經典裡描述「緣生相」常用〝宛然〞。雖不知上下文，但用這詞似
乎有賞識之意。面對「相」時起何種反應？是我知你是假虛，你不能騙我了？雖然無始習
性，使我們確實對「相」之認知有所誇大、出邊，不過卻未全盤否定錯識。〝果〞雖是眾
緣聚足後自然有，而也僅暫時有，但卻不是有了以後，過一陣子就又沒有了。那之後發生
甚麼事？依因緣應會又產生新的，另外的有。時時踏入新有，所以才有〝無限希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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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暫時，卻有相對長短，都盡可借用，否則悲智功能如何運作？既然空到底，那也有到
底。  
 
 鋼絲雖細，但走時，專注貫注，便可用上鮮活的技巧。而人生的道路，有些是比鋼
絲還要細小，甚至是沒有途徑的。但若能，一路探尋觀賞，一路體會〝有與新有, 新新
有〞的深切因緣，一路感化於境而又互為感化，說不定便可更踏實、坦然地走在寬廣人間
大道上，而我們正走在人間大道上。   

 
                      Ratatouille (料理鼠王) 電影觀後感                許常一 

 
六⺝十七那天電影禪活動看的是一部卡通片 Ratatouille(料理鼠王)。成人看卡通，

而且是在佛教道場放映，究竟這部卡通電影有何禪意？也許有人認為這麼歡樂可愛的片子
看完後硬要跟佛法扯上關係？這未免太過穿鑿附會了。然而“佛法” 是無法獨立於生活
而存在的。我們生活的一舉一動，甚至每一個時刻念頭的流轉不都是佛法講述的範疇嗎？
以此來看，會發現任何一部以“人的腦筋”所創造出來的“關於人的電影”都不會是沒有
意義的。不過⋯⋯這部片子的主⻆可不是個人，牠是一隻老鼠！嗯⋯也許正因為牠只是一
隻老鼠卻“成就了不可思議之事”, 因此才更激勵人心吧！ 

 
電影一開始在一群廚師的追捕撻伐中，一隻小灰鼠蒼惶逃出⋯。牠就是 Remy，一

隻厭倦了總是啃食別人丟棄食物而嚮往人類美食的小老鼠。其實身為一隻老鼠，只要
Remy 不挑剔，牠大可以像他的兄弟一樣成天在垃圾堆中翻找，並隨時張嘴吞食連自己都
不知道是什麼的垃圾食物。然而 Remy 似乎難以接受這樣的老鼠宿命，牠說：〝If you 
are what you eat, then I only want to eat the good stuff⋯.〞Remy 想為自己的生命尋求
另一種可能，而牠也相信自己有這個選擇權。這隻小老鼠牠開始想自己創造食物了。 
 

一般人從出生到老死，無非是順著一種慣性或者別人的期待在生活，我們習慣從別
人的目光及反應，來決定事物的價值和被實踐的優先順序，我們何嘗“自主”地生活過？
電影中 Remy 父親保守而認命的一段話便是這種典型宿命論的看法：〝We look out for 
our own kind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We are all we have got. 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You can not change nature. 〞確實！身為鼠類的報身卻妄想成做人類才能做的事，
Remy 簡直就是異想天開！當你周遭的人或者社會上多數的人都以同一種方式或者價值觀
在生活的時候，便容易形成一種集體的安全感，想要脫離這個安全軌道，必須具備一點冒
險精神和異於常人的見識及勇氣。Remy 正是具備了這種與眾不同的“鼠”格特質，因此
才一路披荊斬棘，超越了一般鼠輩的生命侷限。 
 

電影中 Remy 的父親為了讓兒子對人類不切實際的美好幻想早日破滅，安安份份地
回歸鼠窩，於是在一個陰濕的雷雨夜，帶著兒子去看街上一家專賣各種捕鼠毒藥和捕鼠器
的店，當閃電的光映現出櫥窗裡令人驚駭的鼠屍時，Remy 的父親以為兒子會因驚恐而卻
步認命，不料 Remy 卻展現出立定志向後的驚人氣魄，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Change is nature. Dad, the part that we can influence and it starts when we 
decide⋯.〞原來“改變”才是生命不斷超越與進化的根本原因！而且從你立下決心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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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刻開始一切就都不同了！ 
 

修行最大的意義便是在修正自己的行為，然而學佛一段時間後我開始對自己緩慢的
“修行”進程感到不耐，雖然已能覺察問題，然而習性的積重難返卻令人深感挫敗，有時
甚至懷疑連自度都如此困難，何來能力度他人？看著自己滿腦子分別、妄想、執著⋯。 
難得一刻清淨時，這才感受到自己無始劫以來的習氣是何等地難以斷除？經上說：“閻浮
提眾生其性剛強難調⋯”真是自己最貼切的寫照。處在這樣的負面思維及怯懦心態下的
我，發現自己心性的力量正在漸次耗弱中⋯。真的“人人皆可成佛”嗎？我開始懷疑了。 
 

初次聽到巴黎最偉大的名廚 Chef Gusteaus 對烹調的一貫主張“Everyone can 
cook”時，Remy 就彷彿被電到一般從心中燃起希望『我，一隻小老鼠，也行嗎？』 
Gusteaus 的回答是肯定的：〝You must not let anyone define your limits because where 
you come from. Your only limit is your soul. 〞〝Great cooking is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you must be imaginative strong hearted⋯.〞〝Anyone can cook, but only the 
fearless can be great! 〞的確，在這個社會上，歧視與成見是無所不在的，人們對於財
富，地位，能力甚至出生背景的過分尊崇與鄙夷，不正是人們煩惱(貪瞋癡慢疑)叢生的根
源所在嗎？有時我們甚至將這樣的成見與歧視用在自己身上，而產生自卑與怯懦。當一顆
心時時處在這種歧視與充滿成見的不平等狀態，我們如何能平靜與清淨？藏系的宗薩蔣揚
欽哲仁波切將“菩薩”翻譯成“覺悟戰士”，完美詮釋走在菩薩道上的修行人所需具備的
過人智慧與勇氣。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心靈的“peaceful warrior”。現代人生活環境複
雜，煩惱熾烈，發心走菩薩道的人必須提起最勇猛的心，才可能無懼地走上戰場殺盡自己
心中的煩惱賊，並救拔陷於輪迴苦海中的其他眾生。看著這部電影不時呈現出來激勵人心
的對話，居然讓我在歡樂的觀影過程中，找到了失落的一部分信心！ 
 

片中名為 Anton Ego 的這位享譽巴黎餐飲界的嚴苛美食評論家，由於對美食的標
準抱持近乎完美的要求，使他完全無法認同 Guesteaus 的“everyone can cook”的主張，
甚至認為這簡直就是褻瀆了烹調作為一種藝術的至高無上的價值。然而，當他神情嚴肅地
來到 Remy 掌廚的餐館來踢館，吃到了 Remy 所做的一道法國家庭尋常的家常菜
“Ratatouille”時，美食透過味蕾及神經的傳達，瞬時讓 Ego 憶起了小時候含藏濃濃母愛
的母親的菜。Ego 臉部神情從緊繃嚴肅到放鬆祥和，顯見 Remy 這道極其尋常的家常菜完
全征服了這位嚴苛的美食評論家。一直都認為“NOT Everyone can cook”的 Ego 見到了
融化他的心的美食，居然是出自於一隻小老鼠之手，震撼之情可以想見！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巧合：原來真正限制住我們，認為什麼都不可能的正是我們自己
“The Ego”。而真正最美味的佳餚何處尋？竟然是在尋常的飯桌上。這不正是禪宗“道
在日常生活中” 修行精神的最佳註解嗎？ 我們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電影製作者的原創作
心態是什麼。但這又有何重要呢？華巖經上說「一切法從心想生」，我相信我們永遠可以
主動為電影作品創作出意義的，只要這對當下階段的身心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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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鼓山聖嚴書院 

2012 年洛杉磯 佛學初階班招生簡章    

        ◎◎◎◎    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 

    佛學初階班系列課程，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循序漸進為學員們奠定學佛的根基。 
 

【【【【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課程要目課程要目課程要目課程要目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週數週數週數週數    必選修必選修必選修必選修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週數週數週數週數    必選修必選修必選修必選修    

．佛法入門 禪修法門及實習(聖嚴法師教禪坐) 

．心五四、法鼓山方向⋯⋯等 念佛法門及實習(四十八個願望) 

第
一
年

第
一
年

第
一
年

第
一
年
    ．我們的師父---聖嚴法師 

16 必 

拜懺法門及實習(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16 必 

．自家寶藏(如來藏經語體譯釋) 

．心的經典(心經新釋) 

第
二
年

第
二
年

第
二
年

第
二
年
    

．學佛五講 16 必 

．探索識界(八識規矩頌講記) 

16 
三 

選 

一 
第
三
年

第
三
年

第
三
年

第
三
年
    

．菩薩戒指要 16 必 ．自家寶藏(如來藏經語體譯釋) 16 
三 

選 

一 

◎◎◎◎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引導學佛信眾認識法鼓山的精神、理念，進而認識正信佛教、人間佛教。 

                  讓繁忙的身心尋得安頓處；藉此開啟身心成長的契機，並促發次第向上修學的意願。 

◎◎◎◎    招收辦法招收辦法招收辦法招收辦法：：：：        

1. 1. 1. 1.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一般學佛大眾一般學佛大眾一般學佛大眾一般學佛大眾    
2. 2. 2. 2. 錄取錄取錄取錄取：：：：報名時間先者優先錄取報名時間先者優先錄取報名時間先者優先錄取報名時間先者優先錄取；；；；於開學前一週於開學前一週於開學前一週於開學前一週，，，，電話通知是否錄取電話通知是否錄取電話通知是否錄取電話通知是否錄取。。。。    
3. 3. 3. 3.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每學期上課十六週每學期上課十六週每學期上課十六週每學期上課十六週。。。。詳情如下詳情如下詳情如下詳情如下：：：：     

    

班別 洛杉磯班 

開課日 9999 ⺝⺝⺝⺝ 30303030 日日日日    

時間 
每週日每週日每週日每週日    

10:0010:0010:0010:00----12:0012:0012:0012:00    

地點 

4444530 N.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USA530 N.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USA530 N.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USA530 N.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USA        

 ( ( ( (美國洛杉磯道場美國洛杉磯道場美國洛杉磯道場美國洛杉磯道場))))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626626626626----350350350350----4388438843884388    

◎◎◎◎    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    

1. 1. 1. 1. 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即日起即日起即日起即日起∼∼∼∼額滿截止。。。。    
2. 2. 2. 2. 報名訊息報名訊息報名訊息報名訊息：：：：洛山磯道場知客處索取簡章報名表洛山磯道場知客處索取簡章報名表洛山磯道場知客處索取簡章報名表洛山磯道場知客處索取簡章報名表，，，，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或上網查詢    http://www.ddmbala.org/。。。。    
3. 3. 3. 3.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電話電話電話電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郵寄郵寄郵寄郵寄、、、、或或或或現場報名現場報名現場報名現場報名。。。。 
4. 4. 4. 4. 歡迎隨喜發心贊助道場弘法志業歡迎隨喜發心贊助道場弘法志業歡迎隨喜發心贊助道場弘法志業歡迎隨喜發心贊助道場弘法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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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嚴書院 

2012 年洛杉磯佛學初階班報名表 

  

姓  名    

（（（（必填必填必填必填））））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Given name              

Family name             
國籍  

身分證/護照 
末 4 碼 
（（（（必填必填必填必填））））    

    性 別 
（（（（必填必填必填必填）））） □男     □女 

出生年 
（（（（必填必填必填必填））））    

西  元            年 

 

通訊地址 

此地址是：□住宅 □公司 

     

E-MAIL  

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將以電話通知上課訊息將以電話通知上課訊息將以電話通知上課訊息將以電話通知上課訊息，，，，請務必至少選擇一項填寫請務必至少選擇一項填寫請務必至少選擇一項填寫請務必至少選擇一項填寫，，，，以免造成訊息的遺漏以免造成訊息的遺漏以免造成訊息的遺漏以免造成訊息的遺漏。。。。    

手  機  電話 (日) (夜) 

教 育 程 度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插花 □烹飪 □水電/木工 □音響 □攝影/影像剪輯 □編輯/採訪 □電腦文書處理 專長興趣 
(可複選) □園藝/景觀 □活動企劃 □主持/團康活動 □設計/創作    

□聖嚴書院佛學班 □聖嚴書院禪學班 □聖嚴書院福田班 □其他佛學講座 
佛學課程 

□未曾參加 □其他:                 

□禪一~禪三 □禪七 □佛一~佛三 □佛七 □法會 □共學活動(讀書會/心靈茶會) 
修行活動 

□未曾參加 □其他:                                           

□轄區召委/副召委 □召委/副召委 □委員/預備委員 □小組長 

您目前或 
曾經參與 

(可複選) 
在法鼓山 
的⻆色 □勸募會員 □護持會員 □專職/專任義工 □會團：                  

學佛資歷 □新皈依弟子 □學佛 1 年以上 □學佛 3 年以上 □學佛 5 年以上 □學佛 10 年以上 

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民間信仰 □道教 □穆斯林教 □無宗教信仰 □其他 

請簡述您的學佛歷程或相關心得：(如篇幅較長，可另備 A4 大小紙張書寫) 

 

 

1.1.1.1.我暸解我暸解我暸解我暸解【【【【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是三年是三年是三年是三年((((共六學期共六學期共六學期共六學期))))的連續課程的連續課程的連續課程的連續課程，，，，願意全程參加願意全程參加願意全程參加願意全程參加。。。。    
2.2.2.2.我暸解我暸解我暸解我暸解每學期每學期每學期每學期缺課超過缺課超過缺課超過缺課超過 5555 次次次次，，，，將取消個人學習紀錄將取消個人學習紀錄將取消個人學習紀錄將取消個人學習紀錄。。。。    
3.3.3.3.我同意本報名表所填個人基本資料之蒐集我同意本報名表所填個人基本資料之蒐集我同意本報名表所填個人基本資料之蒐集我同意本報名表所填個人基本資料之蒐集、、、、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僅用於法鼓山體系內僅用於法鼓山體系內僅用於法鼓山體系內僅用於法鼓山體系內，，，，為推廣三大教育所舉為推廣三大教育所舉為推廣三大教育所舉為推廣三大教育所舉
辦之佛學課程辦之佛學課程辦之佛學課程辦之佛學課程、、、、弘化活動弘化活動弘化活動弘化活動、、、、學習關懷等之用學習關懷等之用學習關懷等之用學習關懷等之用。。。。    

填表人簽名填表人簽名填表人簽名填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年年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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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初級禪訓班 10 ⺝ 6 日 ＆ 13 日 

中級禪訓班 11 ⺝ 3 日＆ 10 日 

連續兩個星期六下午 2-430 
適合有興趣初學者參加 

精進禪一 每⺝第四個星期六 早 930 - 午 5 適合禪訓班 

都市禪三 9 ⺝ 1-3 日 早 9 - 晚 9  

11 ⺝ 24-25（感恩節） 都市禪二 

12 ⺝ 29-30（耶誕節） 

早 9 - 午 5 

結業者參加 

禪坐共修 每週四 晚 7-930  

禪
修
活
動 

英文禪修 每週六 早 930-12  

大悲懺 每⺝第ㄧ週日午 2-430 9/9   10/7   11/4   12/2 

念佛共修 每週日（除第ㄧ週） 午 2-430 

法
會 

觀音法會 12 ⺝ 31 日 ＆ 1 ⺝ 1 日 
*誦普門品及大悲咒 

早 10-午 430 

讀書會： 
【牛的印跡】聖嚴法師禪修著作 
 

ㄧ個⺝兩次週六午 2-430 佛
學
課
程 聖嚴書院- 佛學初階導讀  

 
每週日早 10-12 

 
* 聖嚴書院-【佛學初階導讀】即將於 9 ⺝ 30 日開班, 詳情請看上頁說明及報名表. 
 
* 佛學初階導讀班, 禪訓班及禪一/二/三, 均需事先電話或 email 報名參加. 
 
* 禪訓班及禪一/二/三的禪坐期間, 未經許可, 不能隨意進出禪堂, 以免擾眾. 
 
* 歡迎參加 8 ⺝ 19 日（星期日）早 10 點 - 午 5 點, 由果明法師與常延法師帶領的地藏法會地藏法會地藏法會地藏法會. 

前一天 8 ⺝ 18 日（星期六）的念佛法會後, 約下午 4:30 以後, 舉行灑淨安位. 
 

* 自 9 ⺝ 9 日開始, 每週日中午 12-12:30 將有佛前大供佛前大供佛前大供佛前大供....    

 
 



                     
 

 
15 

                            2012 年 9-10 ⺝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27 28 
 

29 30 31 9/19/19/19/1-3 
        都市禪三   果明法師 帶領 

         9 am- 9 pm ( 9/3 當天結束時間為 5 pm)  

3 
 

4 
法器培訓 

 2-4 

5 6 
禪坐共修 

  7-930 pm 

7  

 
 

8-9 
    悅眾培訓  【認識自我 成長自我】：叛逆中年  

     楊蓓老師主持 
  Sat  am 10- pm 4         workshop 2-1    

      Sun am 10- pm 12       workshop 2-2  

             pm 2- 430      大悲懺法會（果明法師開示） 

10 11 
法器培訓      
 2-4 

12 13 
禪坐共修 
  7-930 pm 

14 15 
英文禪坐      am 930-12 
法器培訓  

16 
佛學講座          am 10-12 
（果明法師主講）          

每週日中午 12-1230 為午供 
念佛法會          pm  2-430 

17 18 
法器培訓  
 2-4 

19 20 
禪坐共修  
 7-930 pm 

21 22 
英文禪坐       am 930-12 
法器培訓 

 

23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講座          am 10-12 

（果明法師主講）          
念佛法會        pm  2-430 

24 25 26 27 
禪坐共修  

 7-930 pm 

28 29 
 

精進禪一      am 930-5 pm 
 

30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10/110/110/110/1    2 3 4 
禪坐共修 
  7-930 pm 

5 6 
英文禪坐 am 930-12 
 初級禪訓班 2-1 pm 2-430  

  

7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大悲懺法會      pm  2-430 

8 9 10 11 
禪坐共修 
 7-930 pm 

12 13 
英文禪坐 am 930-12 
 初級禪訓班 2-2 pm 2-430  

 

14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15 16 17 18 

禪坐共修   
7-930 pm 

19 20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讀書會-牛的印跡  2-430 
 

21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22 23 24 25 

禪坐共修   
7-930 pm 

26 27 

精進禪一    am 930-5 pm 

28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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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12 ⺝行事曆 

 
                                

M T W Th Fri Sat Sun 

29 30 31 11/111/111/111/1    
禪坐共修   

7-930 pm 

2 3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中級禪訓班 2-1 pm 2-430  
 讀書會-牛的印跡  2-430 

4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大悲懺法會      pm  2-430 

5 6 7 8 
禪坐共修   
7-930 pm 

9 10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中級禪訓班 2-2 pm 2-430  

 

11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12 13 14 15 

禪坐共修   
7-930 pm 

16 17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讀書會-牛的印跡  2-430 
 

18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19 20 21 22 
感恩節 

23 24-25 
                感恩都市禪二         9am – 5pm 

 

26 27 28 29 
禪坐共修   
7-930 pm 

30 12/112/112/112/1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讀書會-牛的印跡  2-430 

 

2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大悲懺法會      pm  2-430 

3 4 5 6 
禪坐共修   

7-930 pm 

7 8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9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10 11 12 13 

禪坐共修   
7-930 pm 

14 15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讀書會-牛的印跡  2-430 
 

16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17 18 19 20 

禪坐共修   
7-930 pm 

21 22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23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念佛法會          pm  2-430 

24 25 26 27 
禪坐共修   

7-930 pm 

28 29-30 
               

省思都市禪二    9am- 5pm 
 

12/31-1/11/11/11/1 

觀音法會 
am 10- pm  
430 

2 3 

禪坐共修   
7-930 pm 

4 5 

英文禪坐 am 930-1230 
讀書會-牛的印跡  2-430 
 

6 

禪坐共修          am  9-10 
佛學初階班      am 10-12 
大悲懺法會      pm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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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舉手之勞, 將節省我們許多經費和人力！ 
 

為了落實法鼓山提倡的四種環保中的“自然環保”理念, 同時也為了因應E世代日益增多
的網路閱讀群，LA分會持續加強網路的功能與服務，您隨時可以上網瀏覽「法鼓雜誌」
及「法鼓通訊」。同時為了顧及部分書報閱讀群，我們也將繼續提供郵寄這兩份刊物。然
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資源重複與浪費，在此做一更新「法鼓雜誌」與「法鼓通訊」郵寄資
料的問卷調查，您可以選擇繼續收閱或者停止郵寄。請利用下面任何一種方式，給予我們
答覆。   萬分感恩您的合作！ 
 
1. 電話回覆     (請電LA分會留下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並告知您的決定：626-350-4388) 
2. 郵寄回覆     (請郵寄以下問卷回條至：法鼓山洛杉磯道場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 CA 91732) 
3. E-mail回覆  (請email ddmbala@gmail.com，並附上您的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 
 
 
---------------------------------------------------------------------------------------------------------------------- 
                           
                                                  

                                                        【問卷調查回條】 

 
請提供您的姓名及原地址於此，以便處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_______  請繼續郵寄法鼓雜誌給我 

                （若您有親友也想收閱，也歡迎提供姓名及郵寄地址於下，以便寄閱） 
 

                   親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 請停止郵寄，因為 

                   a. (     )我會自己上網查閱             b. (     )我會自己到道場領取 
                   c. (     )沒興趣                            c. (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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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                                                  

Dharma Drum Mountain Buddhist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 CA 91732 
Tel / Fax : 626-350-4388 
網址: www.ddmbala.org    
 

    
 

 
 
 
 
 
 
 
 
 
 

 
  
 
 
 
* 歡迎參加 8 ⺝ 19 日（星期日）早 10 點-午 5 點, 由果明法師與常延法師帶領的地藏法會地藏法會地藏法會地藏法會. 
 
* 自 9 ⺝ 9 日開始, 每週日中午 12-12:30 將有佛前大供佛前大供佛前大供佛前大供.... 
 
* 為響應環保，道場不再主動供應餐具，請自備，或向香積組以每份$2 租用餐具. 
 

 
 
【道場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 AM-4:00 PM, 星期四至 9: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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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