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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好運大家轉 
 

  不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當人們遇到失敗而不知

何去何從之時，便會想到以求神問卜來指點迷津。西方人會去
找吉普賽人看水晶球；中國人則會去找算命仙、去神 前求靈
籤，如果算出的結果不好，就請人做法術、誦經、持咒、畫
符、卜八卦等。術士們會向你索取一筆錢，結果你的運可能尚
未好轉，倒是你幫術士開了運，讓他賺了一筆錢。 

 

或許這些行為在心理上是一種慰藉，但是當人在走投無
路時，還是要以自己的力量開出一條道路來。站在宗教師的立
場，我不否定鬼神及命理的存在，他們確實能知道我們一小部
分的過去與未來，但他們沒有能力扭轉我們未來的命運。所謂
「窮算命，富燒香」，窮人算命並不會愈算愈富，如果真要開
運，先要瞭解因果的道理。 

 

所謂因果的道理，就是「自作自受」。由於這輩子的時
間太過短促，無法確切見證每一件事物從因到果的關係，很少
人知道一生的命運是怎麼形成的。從因果的觀念來講，現在的
命運都是過去所造，未來的命運則是現在所做。現在的命運已
成事實，無法轉變，但可以透過智慧的判斷和努力而改善，未
來的命運便可以轉變。 

 

有人向我抱怨老天不公平，不論怎麼努力仍然是希望落
空，我總是告訴他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財力、社會關
係、性格、興趣。如果不瞭解自我的優點和缺點， 只是盲從
地跟隨風潮，是不會有好處的，因為你和他人的條件不同，因
緣際會也就不同，盲目地依樣學樣，那就是自討苦吃。所以命
運是由自己擁有的各項條件所組成的，條件不具足，努力不正
確，就很難成功。 

 

因此，想要轉好運想要轉好運想要轉好運想要轉好運，最好的辦法不是求神問卜，而是體是體是體是體
會生活的意義及生命的價值會生活的意義及生命的價值會生活的意義及生命的價值會生活的意義及生命的價值；簡單地說，便是多存好心便是多存好心便是多存好心便是多存好心、、、、多多多多
說好話說好話說好話說好話、、、、多做好事多做好事多做好事多做好事、、、、多結他人的善緣多結他人的善緣多結他人的善緣多結他人的善緣，自然能處處遇貴人，
處處交好運了。 

 

人的心境，往往會因為受到環境的誘惑、刺激而產生情
緒的波動，輕者覺得困擾，重者喪失自主的能力。如果有了心
靈環保的措施，遇到狀況發生時，便可淺則保持平靜、穩定， 
深則自主、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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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心靈環保的原則，每一個人都應該具備三個層面的修養，那就是保持身體、心
理、精神的平衡與平常，通稱為身、心、靈的健康。然而一般人僅在意自己的身體是 否
健康，卻忽略了心理是否健康，尤其會疏忽了保持平常心的精神修養。因此，在順境中尚
能揮灑自如，似乎沒有不能克服的難題，一旦遇到逆境當前，便哀聲歎 氣，不知如何自
處了。這必須透過「心靈環保」的修為，才能做到「以平常心」來看待一切順境及逆境。 

 

佛家強調因果觀念，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是如果種瓜、種豆，不得其
土，不順其時，不如其法，那麼種瓜未必能得瓜，種豆也未必能得豆。因為，從「因」至

「果」的過程中，尚須有其他條件配合，稱之為「緣」。所以，事 物的成敗，都必須

「因、緣、果」三者具足。 
 

「因果觀」必須配合「因緣論」，才是正確的現象論。從因到果，並沒有一定的必
然性，個人主觀的因素固然重要，外在客觀的因緣能否如我們所希望的，也極為重要，不
論是自己的因素或外在的因素，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我們只能做最好的努力，也要
做最壞的打算。否則，過份樂觀或過份悲觀，都不是成熟健康的心態。 
 

如何培養這種成熟健康的心境呢？有四個步驟： 
 

一、遇事要作正面的評估，避免作負面的預測。人生的旅途總是起起落落，「起」是前進
的過程，即使是「落」，那也是人生另一種前進的過程。 
 

二、要能逆向思考，如此才能勝而不驕，敗而不餒。當在成功的顛峰之際，便要有走向下
坡的準備；當因為失敗而跌落至谷底時，也要有攀登下個巔峰的願景。 
 

三、凡事應當進退有度、收放自如。古人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也就是
說如果一展抱負的機會來了，應該當仁不讓；萬一時運不濟，此路不通，就要養精蓄銳、
候機待發。 
 

四、不論成敗，都要抽離自我的私利與私欲，都要肩負起奉獻自我、利益眾生的責任。這
便是一個有智慧、有慈悲的人了。 

 

然而，如果你只在字面上理解，只知在道理上認同，心靈環保的力量不容易產生，
必須輔以方法的練習，才能奏效；禪修就是相當有效的方法之一。剛開始時，可先練習放
鬆身心，等到不再心猿意馬時，就可練習體驗身心的覺受；觀照自己呼吸的大小、長短、
深淺、涼暖等感覺，這能讓內心平靜、安定、清明，若於此時忘卻身心 的負擔，就能夠
進入身心統一乃至身心與環境統一的境界了。禪修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對立及統一，那便
是無我無相而又不離諸相的境界。 

 

在這個境界中，你除了能夠掌控自己的身心，更能包容他人的缺點，尊重他人的優
點，同時能夠感受到個人的小我，是不能脫離大環境而獨立存在的，個人是有限的， 大
環境是無限的。如果能再進一步放下身心，不執著環境，就能達到《金剛經》所說「無
相」的境界，如此不但能適應各種狀況，而且只要是對眾生有利益的事，都能盡自己的力
量去做，那就是《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心靈環保的最高境界
了。  摘自〈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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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一一一一））））禪藝春季班開課禪藝春季班開課禪藝春季班開課禪藝春季班開課    ––––    免學費免學費免學費免學費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師資 日期 時間 內容 
    

瓷器彩繪瓷器彩繪瓷器彩繪瓷器彩繪 
 

朱玉晶  
1111 ⺝⺝⺝⺝ 17 17 17 17 ----    
3333 ⺝⺝⺝⺝ 7777 日日日日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10101010----12121212    
 

無需繪畫基礎, 歡歡喜喜的學習, 在瓷器或
磁磚上, 彩繪出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 
材料費用＄25 

    

拼布藝術拼布藝術拼布藝術拼布藝術    
 

朱嘉玲 
1111 ⺝⺝⺝⺝ 16 16 16 16 ----    
3333 ⺝⺝⺝⺝ 22227777 日日日日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3333     

中國傳統女紅: 在巧手細心的一針一線中, 
縫製出各式布包 (手機包, 手提包等)  
材料自理 

    

禪心編織禪心編織禪心編織禪心編織    
Mary 
Grace 

2222 ⺝⺝⺝⺝ 16 16 16 16 ----    
3333 ⺝⺝⺝⺝ 23232323 日日日日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3333 

Socks Project 
材料自理 

    

太極動禪太極動禪太極動禪太極動禪 
 

鍾維馨  
 

1111 ⺝⺝⺝⺝ 22221111 日日日日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01:301:301:30----3333 

分享默照禪及『楊式太極拳』的結合, 學習
放慢腳步, 體驗呼吸, 和全身放鬆的感覺 

    
（（（（二二二二））））新春系列活動新春系列活動新春系列活動新春系列活動    

    

項目 時間 

除夕慈悲三昧水懺除夕慈悲三昧水懺除夕慈悲三昧水懺除夕慈悲三昧水懺 2/92/92/92/9         ( ( ( (六六六六)  9:30)  9:30)  9:30)  9:30----5:305:305:305:30    

初一新春普佛暨佛前大供初一新春普佛暨佛前大供初一新春普佛暨佛前大供初一新春普佛暨佛前大供    2/10 (2/10 (2/10 (2/10 (日日日日))))  10  10  10  10----12:3012:3012:3012:30    

元宵燃燈念佛法會元宵燃燈念佛法會元宵燃燈念佛法會元宵燃燈念佛法會    2/24 (2/24 (2/24 (2/24 (日日日日) ) )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 2 2 2----5555    

點平安燈點平安燈點平安燈點平安燈        
為自己和親友點亮心中的光明為自己和親友點亮心中的光明為自己和親友點亮心中的光明為自己和親友點亮心中的光明    

2/102/102/102/10----2/24 2/24 2/24 2/24     
((((初初初初ㄧㄧㄧㄧ到十五到十五到十五到十五))))    

 

除夕水懺及新春普佛將提供連
續兩天的超薦消災祈福牌位. 
供僧齋花果則特設為期 15 天,
從初ㄧ到十五的功德榜.  
新春期間歡迎來道場為自己和
親朋好友點燈祈福.  
以上法會點燈詳情請洽知客處. 

 

 
水懺起源於唐朝悟達國師，遇迦諾迦尊者，教他以三昧水洗滌人面瘡而消除累世冤業的懺 
法。悟達國師蒙受救護，洗除多生的宿冤，因寫成懺本，早晚恭敬禮誦，報答恩德，並命名 
為慈悲三昧水懺.  藉拜懺來反省已做之過，並懺悔發願修正提升自己。 在生命流轉中，我們 
都曾做錯事、傷害其它眾生，因此藉除夕拜懺來解怨釋結，並回向無上菩提，以至誠懇切之 
心懇請諸佛賢聖來為自己的洗心革命做證明, 讓自己新的ㄧ年, 身心都自在。 
 

新春點平安燈功德項目新春點平安燈功德項目新春點平安燈功德項目新春點平安燈功德項目    
 

編號                      項目            點燈時間     功德金 

1 得心自在燈得心自在燈得心自在燈得心自在燈 佛前兩盞大燈佛前兩盞大燈佛前兩盞大燈佛前兩盞大燈    

2 福慧燈福慧燈福慧燈福慧燈    中型燈籠中型燈籠中型燈籠中型燈籠    

3 平安燈平安燈平安燈平安燈    ㄧㄧㄧㄧ般燈籠般燈籠般燈籠般燈籠    

初初初初ㄧㄧㄧㄧ到十五到十五到十五到十五,,,,    連續連續連續連續 15151515 天天天天    

4 祈願燈祈願燈祈願燈祈願燈    小蠟燭燈小蠟燭燈小蠟燭燈小蠟燭燈    元宵燃燈念佛法會當天元宵燃燈念佛法會當天元宵燃燈念佛法會當天元宵燃燈念佛法會當天    

請洽知客處請洽知客處請洽知客處請洽知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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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法鼓傳燈日法鼓傳燈日法鼓傳燈日法鼓傳燈日】】】】       2222 ⺝⺝⺝⺝ 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 ) )         9999::::30303030    am am am am - 5 5 5 5:00:00:00:00 pm pm pm pm    

    
聖嚴師父圓寂週年紀念日聖嚴師父圓寂週年紀念日聖嚴師父圓寂週年紀念日聖嚴師父圓寂週年紀念日, , , , 法鼓山稱這一天為傳燈日法鼓山稱這一天為傳燈日法鼓山稱這一天為傳燈日法鼓山稱這一天為傳燈日. . . .  希望藉由傳燈的方式, 來紀念及感 
恩聖嚴師父的恩德. 聖嚴師父說《維摩經》時曾提到, 佛教徒運用語言弘法稱之為「說法」,        
禪宗以心傳心則名為「傳燈」, 而所傳者, 即是智慧與慈悲的心燈；當一個人心裡具有智慧和 
慈悲的光明時，便應將自身擁有的光明，輾轉地傳播出去. 敬邀您來接受傳燈, 同時在把這光
明帶給週遭的親朋好友.  
 
（（（（四四四四）【）【）【）【聖嚴書院聖嚴書院聖嚴書院聖嚴書院    ----    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佛學初階班】 第一學年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2222 ⺝⺝⺝⺝ 24242424 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日開學    ((((日日日日) ) ) )   

 
   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 為期三學年，分上、下學期制 (共六學期) 的連續課程，  

循序漸進為學員奠定學佛的根基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引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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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1. 禪修法門及實習(聖嚴法師教禪坐) 
 2. 念佛法門及實習(四十八個願望) 
 3. 拜懺法門及實習(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 
 

    
（（（（五五五五））））【【【【初級禪訓班初級禪訓班初級禪訓班初級禪訓班】】】】                        3333 ⺝⺝⺝⺝ 2222 日日日日    及及及及 9 9 9 9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  ,  ,  ,  連續兩個星期六連續兩個星期六連續兩個星期六連續兩個星期六 
        

將可完整學習到基本的禪修觀念, 禪坐姿勢, 打坐用具, 八式動禪等方法及原理.  

結業後, 可參加中級禪訓班, 禪坐共修, 及禪一等進階禪修活動.  歡迎大家告訴大家, 一起來學

禪坐, 體驗禪修, 感受禪悅, 更歡迎學過的學員回來溫故知“心”!  
 

【時間】下午 2-4:30 (報到時間 1:45 pm) 
【報名】需事先電話 (626-350-4388) 或 email 報名 
【費用】隨喜贊助道場建設. 請穿寬鬆衣褲, 自備環保水杯 

 
（（（（六六六六））））【【【【傳授傳授傳授傳授在家菩薩戒在家菩薩戒在家菩薩戒在家菩薩戒】】】】    5555 ⺝⺝⺝⺝ 24242424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到到到到 5555 ⺝⺝⺝⺝ 27272727 日日日日（（（（ㄧㄧㄧㄧ））））洛杉磯道場洛杉磯道場洛杉磯道場洛杉磯道場     

    
聖嚴師父說聖嚴師父說聖嚴師父說聖嚴師父說“有戒而犯，勝無不犯，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戒的功能主要在清淨與精
進。菩薩戒是有犯不失的，菩薩當知慚愧，常懺悔。守持「止一切惡，修一切善，利益一切
眾生」的三聚淨戒；以無染的智慧，消融貪瞋癡等煩惱；以清淨的戒行，導正社會的風氣； 
以平等的慈悲接納一切的眾生。在眾生群中成就菩提心，也助眾生發起菩提心。” 
過去莊嚴劫中的千佛過去莊嚴劫中的千佛過去莊嚴劫中的千佛過去莊嚴劫中的千佛, , , , 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 , , , 現在賢劫中的千佛現在賢劫中的千佛現在賢劫中的千佛現在賢劫中的千佛, , , , 也是由於受持菩薩戒也是由於受持菩薩戒也是由於受持菩薩戒也是由於受持菩薩戒
而成佛而成佛而成佛而成佛, , , , 未來星宿劫中的千佛未來星宿劫中的千佛未來星宿劫中的千佛未來星宿劫中的千佛, , , , 同樣是要受持菩薩戒才能成佛同樣是要受持菩薩戒才能成佛同樣是要受持菩薩戒才能成佛同樣是要受持菩薩戒才能成佛. . . .     
敬邀來受菩薩戒敬邀來受菩薩戒敬邀來受菩薩戒敬邀來受菩薩戒, , , , 共行菩薩道共行菩薩道共行菩薩道共行菩薩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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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初階班』美國第ㄧ次開課, 在ＬＡ新道場, 從心開學                   江果隨 

 
剛開始, 很擔心這堂課今年開不成, 因為大家的反應 :  
 
三年的課！ 有沒有聽錯？！那麼長？ 
臺灣/ 大陸/美國, 常常跑來跑去的, 不敢報名!  
剛搬新道場, 剛辦完大活動, 要不要先休息ㄧ下啊！ 
例行活動已經很多了, 每星期都還要來, 哪裡來的美國時間啊！ 
如此的聲音, 如排山倒海. 眼看開課日已接近, 可是學生在哪裡啊! 召集人又開始亂著急了! 
而果明法師卻專心地教大家法器梵唄, 正式啟動新道場的晚課及施食. 回想起來, 這讓大家
的心, 真的安定不少！  
 
因新道場剛落成, 常有許多新菩薩來參訪, 或參加活動. 知客處的菩薩開始大力推廣此課, 
ㄧ個ㄧ個的招生. 力不從心時, 就把果明法師請出來.  就這樣, 人數開始從個位數增加到 25
位, 但還是沒達到開班人數, 可是看到那些已報名的菩薩, 對修學的那份渴望, 及對法鼓山
的信心, 就覺得更該努力推廣招生！  
 
為了多爭取些時間來招生, 法師同意延期兩週再開課, 常諦法師也同時開始和臺灣連線舉
行課程說明會. 希望藉此讓更多人對這堂課有興趣. 這期間,  也成立了ㄧ個全新的悅眾團隊.    
在與臺灣連線時, 電腦常斷訊的情況下, 果毅法師仍耐心十足的鼓勵大家“每週日上課二
個小時,  一來讓我們每週都能浸濡佛法, 不生懈怠; 二來兩個小時的長度適中, 能夠集中精
神, 強化學習效果…這是一套有系統並且循序漸進的課程. 久學的菩薩, 可藉此溫故知新, 
可看看法師們如何把耳熟能詳的名詞, 設計成有趣的教材. 將來可以跟更多人分享！”  
 
漸漸的, ㄧ群資深的常來眾加入了, 人數增加到 65 個, 終於讓新菩薩有好多的善知識可以
ㄧ起共學了. 還有ㄧ位資深的菩薩聽完課程介紹, 發心要把課程內容翻譯成英文, 想跟英文
禪坐共修的成員分享！ 
 
就這樣美國的第ㄧ個「佛學初階班」, 終於在 9 ⺝ 30 日開學, 將近 70 位學員出席. 常諦法
師把ㄧ些朗朗上口的佛學名詞, 次第分明的重新解說, 加上精彩的故事, 讓同學們聽得津津
有味, 笑聲不斷！果乘法師更是以【法鼓山四大堅持】提醒我們, 同時也以【四個心】鼓
勵大家“不找藉口不來, 確定不能來也要來, ㄧ口氣喘不過來, 才能不來. ”因為每個星期
日都開課, 得有法師常住在此的條件. 不像以前每⺝ㄧ次的福田班, 法師從東岸, 每⺝支援
ㄧ次就可以. 所以大家要保握每次能來的因緣, ㄧ堂ㄧ堂的上下去, 學佛是生生世世的大事, 
三年只是個短暫的目標.  在溫馨又熱鬧的學習氣氛下, 許多當天旁聽的人, 也都填了報名
表！ 
  
在課堂的小組討論, 初學者分享對佛學使不上力的例子時, 久學的菩薩都會主動分享心得, 
ㄧ往ㄧ返的互動中, 看久學的菩薩, 把過去自己所學的佛學名詞, 深化到生活經驗裡, 彷彿
也是新學. 而初學者也覺得在學佛路上, 並不孤單, 因為很多人也經歷過類似的經驗！當下
覺得有這樣的學習環境, 很踏實！ 
 
這次的佛學班, 也是法鼓山洛杉磯道場落成後, 肩負弘揚漢傳佛法的使命所踏出的第ㄧ步, 



 
6 

開始把佛法有系統, 循序漸進的帶入大洛杉磯的社區.  所以無論是新學或老參, 大家ㄧ起
“重新從心” 聽聞佛法, 練習佛法. 期待大家把所學到的佛法及心中的那份法喜, 再分享給
我們每天遇到的家人或同事！讓每個人心中的那片淨土, 在 LA 灑下最美好的種子. 期待他
日, 處處都是好花開放的人間淨土！  
 

附註：佛學班下學期開課日期： 2 ⺝ 24 日（星期日）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喔！ 

 
                          《大方廣圓覺經》心得報告                       周青燕 

   
7 ⺝ 29 日至 8 ⺝ 26 日為期四個星期天， 感恩常延法師在道場開講《大方廣圓覺經》, 不
僅讓我粗淺的了解這部大乘經典的總綱與其殊勝的內含，也有了讀誦與奉行的信心。因為
法師舉了許多生動活潑的生活例子，讓我更能了解如何在生活中落實修行。 
 
法師問“不會游泳的人，可不可以救人﹖”答案是可以的。  
 

【圓覺經】是佛陀成就清淨因地法行，並為十二位菩薩開示修行的方法。雖然法師還未證
得如來境界，還是為大眾分享自身的修行經驗與知識 ; 就像不會在游泳的人，也知道此處
水深，可以在岸邊告訴別人不要在這裡游水。或是更好的，立一個標竿給人們做為警示，
如同高僧大德所著作的文章書本等，給後世的人們參考學習。經法師這麼一指點，我了解
到，所有法的傳遞，都需要是用分享的心態，才能讓人歡喜信受，若是自己覺得自己懂了
甚麼而去“教”別人，通常說出來了，都夾雜了自己的執著，同時可能也扭曲了「法」。 
法師說“一切的因緣都是為了成熟我們的善根。” 
 

今天與會大眾的人事物，為甚麼會聚在一起來成就一場演講﹖有人為了這部經來，有人為
了看法師而來，有人發心作義工，不用去比較誰學了多久，或是誰剛剛才來；其實大家都
是因為自己過去善根的深厚，才有此因緣齊聚一堂。如這個道場，能夠成立，也是各位的
願力而產生，如果大家不修行，也就不需要這樣的道場，那這新道場自然就不會存在。所
以一切因緣，無非都是成就我們的善根。這句話就像個金剛種子深深植入我心，如果我能
常常用這句話提醒自己，就不會那麼執著人我是非，固執於自身的喜歡討厭，一切現象都
會變得比較平等。 
 
法師說“一切都是剛剛好，沒有多也沒有少。” 
 

我們遇到順境也好，逆境也好，總是會嫌，或怨天尤人的念頭，要是能有甚麼或是能在多
些甚麼，或是少個甚麼, 甚至不要甚麼，該有多好，結果就會令人更滿意，更圓滿。但其
實“千金難買剛剛好”應該反省“為甚麼不能接受剛剛好﹖”這句話，對我十分受益，讓
更深入體會心經上所講“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而對所謂“自
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有全新的體會。  
  
法師說，佛開示前所說“諦聽諦聽”，不是語乎詞而已，所代表的意義十分深遠。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是指如實的聽，如理思維，爾後謹記不忘。能夠如實的聽聞，
當下的身心必定是放鬆統一的，所以每次講課之前，給各位練習靜坐的方法，讓大家可以
學習時時都放鬆，身心就能專心統一，上課才能吸收。禪修的入手，就是要默然而聽，要
禁語，目的也是讓我們練習，停止主觀的意識活動，放下自我中心的執著。這段開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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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震撼我的心，讀誦經典，應是要這樣讀誦，每句話都有著深深的涵義，不能含糊帶過。 
常延法師用了一個上午為我們詳細解說「佛性」。 佛性是佛的體性，像是黃石中有金，
白石中有銀一樣。一切世間法皆有佛性。佛性亦是成佛的正因，就是圓覺妙心，圓照清淨
覺相。又可分為理性佛性與行性佛性講解。理性佛性，是一切法所能成立的原理，又是空
性的意思。行性佛性，由修習發菩提心而來的成佛可能性。 
 
法師，接著用杯子解釋空性﹕杯子有他的空性，所以可因為因緣變化，而做不同的用途。
譬如，要刷牙，杯子可以當漱口杯；要寫毛筆，杯子可以當涮筆的杯子；要剃頭，杯子可
以拿來當清洗剃刀的容器。【因為有空性，所以可學習，可進步，可扮演不同的⻆色，當
然也可以成佛。】這樣的解釋，真是太精彩了。我心裡想，了解空性之後，家裡多餘的東
西真的太多了，因為我們時常都給予東西太多的定義與規範，這個東西就是這樣使用，或
做這樣的用途，所以頭腦變僵了，不能靈活運用。太好了，第一個受用的就是荷包，不會
再亂買東西了。 
 
回顧我的聽講筆記，滿滿將近三十頁，以上的心得僅是擷取法師講解經文的一些重點，其
內容真的是太精采了，心得也無法細說。只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希望明年暑假還有
因緣請法師為我們延續講解以下的章節。感恩! 

 
                      而今而後 – 聽楊蓓老師講課心得                       潘秀媚 

  

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在這裡住久了，對於他們個人的獨立思想與行動非常佩
服。小孩從小被培養自立，年輕人不能長期靠父母，大學畢業後便自立門戶，婚後夫婦也
各管各的賬；年紀大了，便安排未來的生活，維持經濟獨立。老病看醫生住醫院，再老住
老人院，一生都由自己來安排。可是看多了，就覺得他們缺乏親情，很多老人的晚景無限
淒涼。  

每個人都害怕老，令人想到衰弱病痛，孤獨寂寞，退化的體能與智力，不斷離開自
己的至親好友，不能在職場或社會上做出貢獻。人到中年萬事哀，中年危機，孩子走後剩
下的空巢。如果生命是一條山路，人的前半生從山腳往上爬，我們一直在往上走，目標是
峰頂。長大成人，完成學業，戀愛結婚， 創造事業，生兒育女，我們總是孜孜不倦的往
前走。可是到了頂峰以後又如何？ 突然發現生命的一半已溜走，孩子們不再需要照顧，
父母老了走了。有人會覺得萬分惶恐，自己究竟為何而活，為誰而活，活著有甚麼意義？
晚景已隱隱在遠方出現。老病死亡，似乎遲早要面對。   

 
楊蓓教授在 9 ⺝ 9 日的「叛逆中年」講課時指出中年是重要的整合期，此時此

刻，如何檢討自己的過去，重新發現自己，開創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再重新計劃一個未
來，讓日子過得愉快踏實。等到我們的人生真走到盡頭時，會不覺遺憾，並能面對死亡。
我對自己有深刻的了解嗎？我的興趣，我的習性如何？我的人生目標究竟為何？我對自己
的伴侶了解夠嗎？兩性關係可以改善嗎？我們的前半生似乎都是為了完成世俗的責任與義
務。今後我如何活出自我？有人請教宗教師，進入禪堂、佛堂、教堂，尋找心靈的皈依。
有人發心要多做慈善，有人以琴棋詩書畫自娛，有人環遊全世界，有人欲擺脫舊時一切，
也有人重新組織家庭。   
 

原來抵達峰頂之後，不一定是走下坡路，前面還有山峰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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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未來人生可以活得更精彩，更充
實。“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我們的
心靈要有活水，我們的精神需要不斷開拓滋養，生命才不會枯竭。常聽說人老了，要有三
樣東西：老本、老伴、老友。我覺得還要有健康的身體，樂觀的精神，信仰與寄託，才能
活的快樂自在。                           
       

我的九天網路水陸法會                陳偉豪    
 
難得參加 11 ⺝ 24 及 25 日的感恩禪二，本以為可以好好的精進「修行」兩天。怎

知「無常」提早出現，由於我的同修與我，一同被邀在這兩天的知客處值班，煩惱自此不
斷湧現，自問 “為什麼是我? 我很想修行呀…”。24 日早上坐完兩支香後，下午輪到我
不情願的坐在知客處值班。值班時果乘法師談及打算在洛杉磯道場「直播」在台灣舉行的
水陸法會，有一些視頻(video)上的問題，再進一步談時，發現要面對的問題頗多。對法會
視頻技術屬門外漢的我，不知怎的便和法師一起研究起不同的方案及可行性。25 日早上
坐完一支很好的香，依依不捨的在下午繼續跟法師研究。雖然遇到許多不同的難題，不知
怎麼的，心卻很篤定。其間非常感恩許多菩薩的相助，像 Kevin 師兄提供了長電線(cable)
及電話; 東初禪寺的 Anderson 師兄，提供很多寶貴意見及技術來協助下載視頻直播，賈師
兄也自願在家下載。 

 

經過了兩天下午的研究及試驗，大概有了個方案，但也有很多問題未有解決，例如
在道場嘗試下載後，再過一小時，視頻需要一小時的下載時間，如此連續七天下載怎麼安
排時間呢？每天有多少小時要下載呢？(後來發現每天要下載大致九小時的視頻)，另一個
問題是每天的視頻什麼時候可以下載？下載後什麼時候?由誰交給法師？等等…因緣真的
不可思議，我的同修竟發心全程參加七天直播的水陸法會，靈機一動就交給她每天帶給法
師。幫忙處理視頻的一環，當時也沒有想到自己可以做得到。很奇怪，就像發願一樣，很
多好的因緣會配合起來。我的日常作息很自然的改變，從平常十點多睡覺推遲，去配合台
灣法會的時間。開始的幾天，半夜一點多或三點多起床下載下午的視頻，早上六時或晚上
下班回家，下載剩下來的部分。蒙菩薩庇祐，後來下載速度開始加快，三小時的視頻只需
要七至三十分鐘，我就每晚下載了上午法會的寬頻才睡。還記得當不能置信的下載瞬間完
成後，電郵果告知果乘法師，法師回覆我“Buddha bless us!”(佛祐我們)！      

 

雖然每天累積下的疲憊愈多，但深深感受到大家共同的願心，及背後無數人的努力
與支持。從果乘法師發的願 (在洛杉磯道場直播水陸法會); 台灣亦玲師姐每天上載的視頻; 
LA 道友有形無形的支持及鼓勵，如 Mori 師姐及秋菊師姐發心料理這七天的膳食; 紐約道
場 Anderson 師兄差不多每天接到我的求救及請教的電話; 賈師兄及 Johnson 師兄願意做我
的後盾替我下載，讓七天的法會不會中斷; 我的同修不論晴雨都很早起床將我新下載的檔
案交給法師。果乘法師忙於處理日常的道場事務之餘，每天接了我的檔案還得再整理。
12 ⺝ 1 及 2 日(週六、日)到道場參加最後兩天的直播，看著下載下來的視頻在播放，信
眾在參與這殊勝的法會，各義工不辭勞苦在配合這次法會，心中非常喜悅，很感恩能作為
這個道場的一員，為洛杉磯大眾提供一個提昇心靈的家。     

 

回想我這“九天網路水陸法會”的體驗 (七天法會加上之前的兩天前置作業)，有如
果乘法師給我安排了一次特別的“禪九”。從埋怨值班到心定下來，覺察及面對每一天現
前的因緣，無論順境、逆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在很多菩薩的助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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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就了法會直播。，不知不覺的在適應過程中，也把佛法用在生活上，自利利他。表
面上好像“我”每天下載視頻，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當地的法會。但真的體會到了台灣、
洛杉磯、紐約的菩薩有形、無形的支持，不只成就了在台灣舉行的水陸法會，也成就了可
下載的視頻，成就了在洛杉磯七天法喜充滿的水陸法會。因緣真的不可思議，而自己只是
因緣和合的一員，而且在過程中得益良多，深深體驗到聖嚴師父所說：「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新書新書新書新書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歡迎您來圖書館借閱或請購法鼓文化出版的新書 (每個⺝都有新書) 
    

◆ 菩薩真義 (The True Meaning of A Bodhisattva)      作者：東初老和尚 

本書結集自東初老和尚著作《觀世音菩薩救世精神》、《地藏菩薩本願經概說》，是想
學習觀音與地藏兩大菩薩心法與願行，必讀的重要指南。 
 

◆ 禪修指要 - 六門教授習定論講錄 (Essentials of Chan Meditation Practice：

Lectures on the “Six-Gate Teachings on Meditation Practice Treatise”)     作者：釋繼程 
禪修總是不得其門而入嗎？《六門教授習定論》是一把禪鑰，宛如一張禪修地圖，提供
習定者所需的禪定理論與修學觀念，讓人可以按圖索驥在修習時能掌握要領與訣竅。 
 

◆ 唯識第一課 - 大乘廣五蘊論略解 (An Introduction to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Teachings: Thoughts on A Comprehensive Mahayana Treatise on the Five Skandhas) 
 作者：淨海法師 
我是誰？是否有一個真實的我存在？很多人一生都在探問這個問題，所以佛說五蘊法，
揭開物質生命與心理活動的真相。《大乘廣五蘊論》可說是一本解說佛法名相的小辭
典，是學習唯識的第一課，也是認識自我的第一課。 
 

◆ 交心-自利利他的助人法則 (Heart-to-Heart: Opening Up to Yourself to Help Others) 
 作者：楊蓓 
為什麼很多人好心助人，希望與人交心，卻連自己的心也受傷了？助人工作不只是一種
服務，更是一個修行的歷程。認識助人的迷思，才能以心交心，使得原本從自我中心出
發的有限助人，轉為無限的助人，讓自己的煩惱心蛻變為真正的慈悲心。 
 

◆ 放下禪 - 解脫習慣束縛的十一種練習 (Let Go: A Buddhist Guide to Breaking 

Free of Habits）    作者：瑪婷‧巴契勒（Martine Batchelor） 
你發現了嗎？生活中有多少的不快樂與不自由，是改不掉的執著、批判、比較、上癮，
以及強迫性習慣造成的？只要持續用心練習書中方法，定能解脫種種自我設限的負面習
慣，充滿無限可能的新世界，也將在我們眼前展開！ 
 

◆ 義式健康蔬食 (Italian Vegan Cuisine)     作者：柯俊年、林志豪 

由明星主廚柯俊年、林志豪聯手創作的義大利料理，將傳統義大利套餐重新詮釋與組
合，採用新鮮蔬果、香草與天然調味，以巧思自製多種義大利醬汁與麵點，捨棄罐頭加
工食品，給你原汁原味的義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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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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 Angeles Center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 CA 91732 
Tel / Fax : 626-350-4388 
網址: www.ddmbala.org 
(如蒙捐款, 支票抬頭請寫 DDMBA LA Foundation)    
 

    
 
 
 
 
 
 
 
 
 

 
 

祝福您 2013 年【得心自在得心自在得心自在得心自在】!   心自在, 身自在, 身心自在, 福慧自在 ! 
            

生活中ㄧ切的喜怒哀樂都來自於“心”  
心隨境轉是煩惱心, 境隨心轉是清淨心 
若能時時刻刻安住當下, 幸福就無所不在    

【活動預告】 
 

★ 禪藝春季班開課 - 瓷器彩繪, 拼布藝術, 禪心編織, 太極動禪  
★ 新春系列活動 - 除夕慈悲三昧水懺, 初一新春普佛暨佛前大供, 元宵燃燈念佛法會, 點平安燈 
★ 法鼓傳燈日 - 聖嚴師父圓寂週年紀念日, 法鼓山稱這一天為傳燈日, 2 ⺝ 2 日 (六) 
★ 聖嚴書院 - 佛學初階班下學期, 2 ⺝ 24 日 (日) 開學 
★ 初級禪訓班 - 3 ⺝ 2 日及 9 日開課, 連續兩個星期六  
★ 傳授在家菩薩戒 - 5 ⺝ 24 日（五）至 5 ⺝ 27 日（ㄧ） 

 
道場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 AM - 4:30 PM, 星期四至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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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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