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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何謂菩薩 

  我們通常都可聽到「菩薩」的稱號，乃至也可以將「菩

薩」二字作為恭維他人的美譽。所以，菩薩一詞對於一般人的
印象，既是崇高偉大的，也是平易近人的，既是神聖莫測的，
也是簡單普通的。其實，能夠真正瞭解菩薩的層次及其境界的
人，並不太多，尤其是從未聽過佛法的人們，認為凡是泥塑木
雕或石刻彩畫的一切神像鬼像，都是叫作菩薩，那更是屬於莫
知所以的觀念了。 

菩薩菩薩菩薩菩薩，原是印度梵文 bodhi-sattva 的音譯，全譯是「菩提
薩埵」，意譯是「覺有情覺有情覺有情覺有情」，覺是覺悟、覺了、覺知、覺見的
意思；有情是眾生，眾生是眾緣和合而生的意思；也是眾多生
命的意思。但是，眾緣和合的眾多生命之中，有的是有情愛及
情性的動物，有的是沒有情愛及情性的植物乃至礦物等等，此
處所說的眾生，是指有情愛及情性的生命，所以稱為有情。將
「覺有情」三個字的兩個單語組合起來，含有兩重的四層意
思：一重是發心上求無上覺（佛）道的有情眾生，並也發心啟
化一切有情眾生皆得無上覺（佛）道；一重是自己已經悟見了
覺（佛）的本性，同時也要使得一切有情眾生都能悟見各自本
具的覺（佛）性。合攏來說，便是是是是上求佛道以自覺上求佛道以自覺上求佛道以自覺上求佛道以自覺，，，，下化眾生下化眾生下化眾生下化眾生
以覺他以覺他以覺他以覺他，這就是「菩薩」的意思。 

我們信佛學佛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自己也成為佛。但是佛
的境界，是至高無上，至妙至好，至大至剛，至圓至明，至實
至真的；成佛之道的行程，也是非常艱鉅而且遙遠的。一個人
從最初開始信佛學佛，要經三祇百劫的時間過程，才能達到成
佛的目的。世間沒有廉價的珍寶，越是稀有難得的東西，越是
價值高貴；成佛也是一樣，佛雖是難成的，終究是能成的，不
過應該付出努力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
菩薩行或菩薩道。不斷地洗刷自己從無始以來就沾污了自性覺
（佛）體的煩惱無明，也不斷地幫助他人（眾生）洗刷從無始
以來就沾污了自性覺（佛）體的煩惱無明；自己洗刷煩惱無
明，可以增長智慧，用以自照，也用以照人，協助他人洗刷煩
惱無明，可以增長自己的福德，用以自利，也用以利人。這就
是智慧與福德雙修雙成的菩薩之道，也就是逐段前進逐層向上
的成佛之道。 

菩薩，是由於實踐了成佛之道而得名；成佛，是由於實踐
了菩薩之行而得果；菩薩道是成佛的正因，成佛是菩薩道的結
果；要成佛，必先行菩薩道，行了菩薩道，必定會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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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戒菩薩戒菩薩戒菩薩戒    

我們明白了菩薩的意義之後，就應該接著討論菩薩戒的問題了，因為菩薩之所以
稱為菩薩，並不是平空而來的，絕不可自己以為是菩薩，他就是菩薩了。菩薩之名，
是由佛法而來，如要成為菩薩，自然要來求之於佛法。簡單的說：菩薩是由於受了菩
薩戒而來。又因諸佛均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所以菩薩戒是養育三世諸佛的搖籃。 

那麼， 什麼叫作菩薩戒呢？菩薩所受的戒，稱為菩薩戒；要做菩薩，必須先受
菩薩戒。如《梵網經》中所說，菩薩戒「是諸佛之本源，菩薩之根本；是大眾諸佛子
之根 本」。（《大正藏》二四．一○○四頁中）不行菩薩道，雖信佛而永不能成
佛；要行菩薩道，須受菩薩戒，所以菩薩戒是一切諸佛之能成佛的根本原因，也是菩
薩之所以成為菩薩的根本所在。佛子一詞在大小乘典籍中的解釋很多，根據大乘經
論，以為必須是菩薩，始可因其有了成佛的種子而稱為佛子。比如《楞伽經》以八地
菩薩名為最勝子，《佛性論》以初地菩薩名佛子，《瓔珞經》等則以十住菩薩名為佛
子，《梵網經》則以凡是發菩提心受菩薩戒者，皆稱為佛子；根據小乘如《四分律》
的觀點，以為凡是進入佛法大海，縱然是小乘，乃至僅受小乘的三皈五戒，便是佛
子。我們可以看出，大乘是以成佛的種子為佛子，小乘是以佛的弟子為佛子。如今所
講的大乘菩薩戒，所謂「佛子之根本」，當然是指成佛種子的根本了。 

《梵網經》又說：「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
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大正藏》二四．一○○四頁上）菩薩戒是一切諸佛成
佛的根本原因，所以從因位上說，稱為菩薩戒，從果位上說，便稱為佛戒。故在《梵
網經》輕戒第四十一條中又稱菩薩戒為「千佛大戒」。意思是說：過去莊嚴劫中的千
佛 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現在賢劫中的千佛，也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成佛，未
來星宿劫中的千佛，同樣是要受持菩薩戒才能成佛。乃至推及過去三世三劫的千佛， 
未來三世三劫的千佛，過去無量三世三劫的千佛，未來無量三世三劫的千佛―總之，
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菩薩一切菩薩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一切諸佛一切諸佛一切諸佛，，，，無一不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得成佛無一不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得成佛無一不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得成佛無一不是由於受持菩薩戒而得成佛。。。。由此可知，
菩薩戒的功能之大，是大得不可思議的了。 

 

菩薩戒的內容菩薩戒的內容菩薩戒的內容菩薩戒的內容    

菩薩戒的可尊可貴，乃是由於涵蓋而又超勝了一切戒涵蓋而又超勝了一切戒涵蓋而又超勝了一切戒涵蓋而又超勝了一切戒的緣故。菩薩戒是優婆
塞、優婆夷、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比丘、比丘尼等七眾戒之外的波羅提木叉
（別解脫 戒），菩薩的身分，可在七眾之中，也可在七眾之外，優婆塞優婆夷可受
菩薩戒，乃至比丘比丘尼也可受菩薩戒，這是存在於七眾之中的加受菩薩戒。依《梵
網經》 說：「但解法師語，盡受得戒。」（《大正藏》二四．一○○四頁中）畜生
乃至（神鬼的）變化人，都有資格受菩薩戒而稱為菩薩；這是七眾以外的單受菩薩
戒。這 些單受的菩薩，在發心的程度上說，雖然超過了小乘的七眾，但他們在七眾
之中沒有地位，也不能站在七眾之前。因為佛制的次序，是以七眾為準，而不以菩薩
為準。 

菩薩戒的內容，是三聚淨戒是三聚淨戒是三聚淨戒是三聚淨戒。所謂三聚淨戒，一共只有三句話，但卻包括了自度度包括了自度度包括了自度度包括了自度度
人及上求下化的所有法門人及上求下化的所有法門人及上求下化的所有法門人及上求下化的所有法門。這三句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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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一切淨戒，無一淨戒不持。（二）修一切善法，無一善法不修。（三）度一
切眾生，無一眾生不度。 

在經中稱這三聚淨戒為：第一「攝律儀戒」，第二「攝善法戒」，第三「饒益有
情戒」。所謂三聚淨戒所謂三聚淨戒所謂三聚淨戒所謂三聚淨戒，，，，就是聚集了持律儀就是聚集了持律儀就是聚集了持律儀就是聚集了持律儀、、、、修善法修善法修善法修善法、、、、度度度度眾生的三大門類的一切佛眾生的三大門類的一切佛眾生的三大門類的一切佛眾生的三大門類的一切佛
法法法法，，，，作為禁戒來持守作為禁戒來持守作為禁戒來持守作為禁戒來持守。。。。在小乘七眾戒中，作惡是有罪的，不去積極地修善卻不會有
罪；殺生是有罪的，不去積極地救生，卻不會有罪。所以「小乘戒」只能做到積極地
去惡消極地修善，積極地戒殺消極地救生；；；；「「「「菩薩戒菩薩戒菩薩戒菩薩戒」」」」則既要積極地去惡修善則既要積極地去惡修善則既要積極地去惡修善則既要積極地去惡修善，，，，也也也也
要積極地戒殺救生要積極地戒殺救生要積極地戒殺救生要積極地戒殺救生，，，，把不修善與不救生把不修善與不救生把不修善與不救生把不修善與不救生，，，，同樣列為禁戒的範圍同樣列為禁戒的範圍同樣列為禁戒的範圍同樣列為禁戒的範圍。。。。因此，菩薩戒是涵
蓋了七眾戒，而又超勝了七眾戒。 

三聚淨戒的內容，可以說是無所不含無所不包的：「攝律儀戒」，涵容了大小乘
的一切戒律、威儀；「攝善法戒」，包羅了八萬四千出離法門；「饒益有情戒」，概
括了慈、悲、喜、捨，廣度一切眾生的弘願與精神。所以，三聚淨戒，也總持了四弘
誓願的精神！菩薩戒的內容，是三聚淨戒；三聚淨戒的精神，則無善不舉，無德不
備，無法不包，無大不及，無微不至，而又無遠不屆與無功不成的學佛法門。 
摘自〈戒律學概要〉 

 
        菩薩戒菩薩戒菩薩戒菩薩戒    Ｑ＆ＡＱ＆ＡＱ＆ＡＱ＆Ａ: 

 

學佛者, 為什麼要受菩薩戒？ 

 
信佛學法，就是為了要成佛, 要成佛, 就需要學菩薩, 行菩薩道, 要行菩薩道，就必須受菩
薩戒，所以說菩薩戒是三世諸佛的搖籃，諸佛皆因此而成佛。一般人心目中，聽見菩
薩，就想到文殊、普賢、觀音、地藏頂高的大菩薩，其實菩薩也是由初發心菩薩學到大
菩薩。 
 
菩薩道的歷程分成三個階段：凡夫菩薩、賢聖菩薩、佛菩薩。菩薩的程度不一，高的
高，低的低。最初發心學菩薩的，因為與我們凡夫心境相近，所以稱為凡夫菩薩。菩薩
發心，包含了信願、智慧外, 更重在的是在要發大悲心。大悲心起後想成佛度眾生，就是
菩薩。但是僅僅如此還不夠，還必須以菩薩正行去充實他。就好像學校要畢業, 必定要一
級一級學習起，次第升進，才能得到畢業。學佛也是如此，先從凡夫發菩提心，由初
學，久學而進入大菩薩地，福慧圓滿才成佛。人之所以被稱為菩薩，並不是平空而來
的，而是由於受了菩薩戒而來。菩薩的身分，是從最初的發心，到最後的金剛後心；菩
薩道的修行，是從初機的凡夫開始，以無上菩提的成等正覺為目標，所以想學佛成佛，
行菩薩道者, 必須受菩薩戒。   
 

因為怕犯戒，不敢受戒, 是對的嗎？ 

 
好多人，因讀《梵網菩薩戒本》，不敢貿然求受菩薩戒。認為受菩薩戒非常不易，因為
怕犯戒而不敢受戒。聖嚴法師認為菩薩戒應「配合現代的社會，來提倡菩薩精神。所謂
『初發心菩薩』，本來還是凡夫，以凡夫的身、口、意三業, 來遵守菩薩戒，實踐菩薩
道，不能要求過高，陳義太深；不得以初地以上聖位菩薩那樣的標準，來要求初發心的
凡夫菩薩。受菩薩戒，雖是非常莊嚴神聖的事，但要在沒有心理負擔和犯罪壓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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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循序漸進。」其實要明白菩薩戒是『有犯不失』的 。再者如果犯戒可懺悔或重受，
萬一受戒者還是擔心，可以隨分受持，若不能持，仍可捨戒。 
 

受戒後不必擔心犯戒，但不可尚未受戒便準備犯戒 

 
《菩薩瓔珞本業經》說，菩薩戒是『有犯不失』的；「有而犯者，勝無不犯，有犯名菩
薩，無犯名外道。」該經又說：『其受戒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大阿僧祇）
劫生死之苦。』這是說，一旦受了菩薩戒，便已進入諸佛國土的菩薩數量之中，因為若
發菩薩誓願，並受菩薩戒者，即是初發心的菩薩，雖然常犯戒，仍算是菩薩。若不發菩
薩願，不受菩薩戒，雖然無戒可犯，也不是菩薩。「受了菩薩戒，發了菩提心的人，即
使犯了戒，犯戒的罪業雖重，並要遭報，但其必將因為曾經受過菩薩戒，而可決定得度
成為真實的菩薩，乃至成佛。」「我們傳授的菩薩戒，僅以四弘誓願四弘誓願四弘誓願四弘誓願及三聚淨戒三聚淨戒三聚淨戒三聚淨戒為基基基基
礎礎礎礎，再以淨化身口意三業淨化身口意三業淨化身口意三業淨化身口意三業的十善法十善法十善法十善法為準則準則準則準則。因為菩薩戒，是『盡未來際』受持，受戒後
不必擔心犯戒，也不可尚未受戒便準備犯戒。事實上，受戒之後，就有多方善緣，自然
助你持戒」。 
 

犯戒可懺悔或重受 

 
犯戒可懺悔或重受，不必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觀念所嚇倒，因為凡夫菩薩，是嬰
兒行的菩薩，本來就是在七倒八起的情況下努力向上的。「受戒之後，犯戒是正常事，
只要懺悔，戒罪便滅。不論受戒不受戒，做壞事造惡業，皆當受報。如果受戒，至少可
以防犯未然，少造惡業。何況發菩薩心，受菩薩戒，本身就是大功大德。」所以「凡夫
菩薩，應以聖人做模範，卻不要將凡夫菩薩當作聖人來要求。《菩薩瓔珞本業經》云：
『有而犯者，勝無不犯；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該經又云：菩薩戒是『有犯不
失』的；菩薩當知慚愧，常懺悔，若犯重戒，『得使重受戒』。若受菩薩戒，在犯戒時
可懺悔或重受，身、口、意行為漸漸地會愈來愈清淨，愈來愈精進；若不受菩薩戒，4便
無警惕心，常起惡念，常做惡事，越做越多，尚不自知。佛法的因果報應，純屬自作自
受，別無神明給你懲罰，卻有護法龍天及諸佛菩薩給你加被援助。」 
 

可隨分受持，若不能持，仍可捨戒 

 
受戒者若「不能將菩薩戒的十善法及十重戒全部稟受，也可以隨分受持。就算僅受其中
一條，也是一戒菩薩。此觀點在《優婆塞戒經》卷三有提到：若受三皈並受五戒者，名
滿分優婆塞，亦可於受三皈後，分受一戒、二戒、三戒、四戒，名少分及多分五戒優婆
塞。不過，菩薩戒既是有犯不失，所以鼓勵大家滿分受，寧可受而犯，不要怕犯而不
受」。關於隨分受持，這裡還有一些值得留意的問題，就是在實際傳授菩薩戒的過程
中，最常被大眾問到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不殺生，是否必須吃素；另一個是不飲酒
戒，能否不受。 
 

A.不殺生，是否必須吃素? 
聖嚴法師認為不殺生並不等於嚴守素食。不殺生不殺生不殺生不殺生主要是指不親手宰殺，不教人宰殺活物
做為自己享用的食物，但是為了增長慈悲心，能夠素食當然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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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飲酒戒，能否不受? 聖嚴法師認為「今日的社交場合，已漸漸容許戒酒的人，他人飲
酒時，戒酒者可用其他飲料代理，萬一不可能戒酒，此條可以暫時不受。」 
摘自〈戒律學概要〉及〈菩薩戒指要〉 
 

【菩薩戒參考書】聖嚴法師的著作 :〈戒律學概要〉, 〈菩薩行願〉, 〈菩薩戒指要〉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迎接第一個新春        曉亞及編輯組 

 
洛杉磯道場於 2013 農曆新春期間舉辦一系列「得心自在」活動來迎接第一個新春.  
     

除夕當天由法鼓山都監法師果廣法師親自帶領四位悅眾法師 - 果明法師, 果傳法師, 
常華法師與常律法師及義工們, 舉行「慈悲三昧水懺」. 果明法師一行人提前三天從ＮＹ
到 LA, 果廣法師與果傳法師, 則是除夕的兩天之前從台灣來, 2 ⺝ 8 日一大早, 五位法師帶
領大家進行排練, 同時為壇場灑淨. 原本擔心法師們需要調時差, 可是接二連三的活動, 看
到法師們卻個個是既自在又歡喜.    
 

水懺法會中, 果廣法師開示時問大家, 一部經誦念下來, 有什麼體會？是不是感受到
【因果】及【因緣】的不可思議？ 唐朝悟達國師因為一時的傲慢心起, 而召感累世宿怨, 
因迦諾迦尊者三昧力的加持而成的三昧法水，才能夠洗除悟達國師與人面瘡累生累世的宿
怨. 法師勉勵與會將近八十位的菩薩, 課誦時，至誠懇切來感受祖師大德的慈悲護持，真
誠懺悔過往有意無意所作的惡業, 讓三昧之水洗淨消除累劫塵垢.  
 

同時珍惜當下的每一個念頭. 一旦有不好的念頭起來時, 要學習轉向善念, 一次次逆
境來, 一次次的練習轉善念, 薰習久了, 必定會有所成長. 雖然難免有時作不到,  造作了不善
惡業, 此時更應提起精進勇猛心, 真誠懺悔,（不是後悔喔）, 定將會有所謂的【法喜】與
【禪悅】由衷升起. 心自在, 身也會跟著清安與自在.  
 

大年初一, 一大早, 知客處就擠滿許多菩薩, 想要點燈與花供養, 有的更是全家總動
員, 來道場跟法師拜年, 大寮香積組菩薩們更是忙到不可開交, 大殿則是將近一百人參加
「普佛暨佛前大供」並由目前擔任經規處監院果傳法師為大眾開示《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
功德經》。 《藥師經》乃藥師佛為祈求“現生樂”眾生所成就的一部淨土法門，其中的
十二大願，都是為解除眾生無邊煩惱的大慈悲願力，希望諸有情所求皆得。果傳法師期勉
大家以誠敬之心一同來修習藥師法門，為自己、為家人、為眾生發下大願，祈請世間所有
苦難悉皆退散，志心稱念佛名、持咒、供養三寶並受持。她並祝願在新的一年裏每個人
「得心自在，“蛇”麼都好」、「建設人間淨土，“蛇”我其誰？」  
 

下午則由果乘法師向果廣法師與果傳法師一一介紹全體悅眾義工, 同時果廣法師也
向與會大眾簡介法鼓山各體系的運作. 在充滿熱鬧溫馨與感恩祝福下, 洛杉磯道場迎接了
第一個新春, 同時也展開了更進一步的使命, 期許洛杉磯道場, 不僅對社區發揮弘化教育功
能, 更要把活潑包容性大的禪佛教, 推廣到西方主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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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普佛心得分享                                  顏常林 
    

這次 2013 年新春活動, 增加了點平安燈還有花供養的項目, 這是由小薇菩薩承擔負 
責的, 這段期間不時見他, 進進出出,  忙著添購燈籠, 還把果乘法師及果明法師請出去確認
花店供養的樣式, 真是辛苦了. 終於在法師參考東初禪寺的做法下, 大殿在新春期間, 增添
了不少歡樂喜氣洋溢的氣氛. 兩盞高掛的【得心自在燈 】, 左右伴著釋迦牟尼佛. 相對掛的
十二盞【福慧燈】, 象徵著自利利人、修福修慧. 再來是整面牆的【平安燈】, 透著柔柔的
紅光, 共同迎春納福。   

 
剛開始, 很多人不知道我們有這項點燈活動, 感恩知客處菩薩, 不辭辛勞, 逢人便大

力廣宣, 終於在小年夜, 整個大殿的得心自在燈和福慧燈, 全都點亮, 平安燈也點亮不少.             初

一一大早就有菩薩到大殿禮佛, 陸陸續續義工們也相繼到達, 彼此互道新年快樂的聲音, 處
處皆可聽到. 新春禮佛及佛前大供即刻進行, 依循著新春普佛儀軌進行唱頌 : 戒定真香、禮
佛懺悔文、讚佛偈、拜願、佛前大供, 參加的菩薩們, 個個虔誠合掌恭誦及頂禮, 場面是無
比的莊嚴。  
 

果傳法師簡明易懂的開示更是一個溫馨的片段, 看到都監果廣法師和果傳法師, 不
顧時差的困擾, 帶領著兩天的活動, 真的是很讚嘆. 而在現場的菩薩更是有幸的拿到果傳法
師從台北專程帶來的藥師經手抄本, 因現場信眾將近一百人, 沒拿到的人(包括我)就當作是
因緣不俱足了。 
      

雖是短短的兩個半鐘頭新春活動, 不泛全家出動來禮佛, 小菩薩跟著母親禮佛三拜, 
有模有樣的, 母親還說從小就要讓他心中有佛, 看了真令人歡喜. 除了全家大小, 尚可見年
輕人, 也來禮佛. 真的是很多元化, 當法師發平安米與眾結緣時, 每個人更是滿臉的笑意和
感恩. 而香積組的美食, 更是讓法會錦上添花, 
 

從租借的共修處一路走來, 這是第一次在自已的永久道場舉辦如此規模的新年法會, 
大家一起從學習中累積經驗, 共同秉持師父的理念,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不
僅自身道業精進, 也順祝各位師兄、師姊蛇年吉祥。 

 
                              法器帶給我的一堂課              廖常寧 

 
慈悲三昧水懺在二⺝九日一年的最後一天圓滿了，在這重要的日子中很感恩也很榮

幸的執掌法器。從年前十一⺝開始，東初禪寺的常律法師就不辭辛勞的對法器組成員計劃
一系列的法器培訓。過程中真的非常心疼法師在身體違合的情況來指導我們，同時感恩在
眾因緣的配合下，整個練習法器的過程圓滿。這期間，收穫最多的是: 學習到執掌法器所
需具備的技巧和心態。執掌法器需偋除力求表現的心態及把自我的強烈的執取降到最低。
想讓法器運行自然流暢需要一次次不斷的練習，基本功夫純熟一方面要靠法師在技巧上的
提點，重要的還是自己願意放多少時間和精力去練習。 
 

我所執掌的是引磬，練習過程中是靠不斷重複聽法師所給的音樂檔，掌握節奏和旋 
律是第一個要領。法師提醒「節奏要正確無誤打在點上，需執掌法器的人本身非常了解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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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唱誦，如果不會唱，拍子是不會準的。」當技巧和節奏上軌道，心態就是第二個關鍵
了。在一場法會上，法師一再告誡，要用領眾的心態來執掌法器，切勿落入上場表演的膚
淺心態。也不要一直在意著「法師會不會覺得我打的不好、法師等一下會不會讚嘆我、法
師有沒有在注意我……等等心態。」上述提到的心態都跟“我”有強烈的連結關係，放入
太多的自我在法器中，就無法體會如何悠遊自在的展現法器它本身的極致。   
 

在總彩排和法會進行時，當我越在意引磬有沒有打在拍子上，或有沒有讓磬槌打在
對的位置上、聲音清脆與否，我對節拍的掌握就越糟。覺察後，提醒自己將身心放鬆只用
耳朵聽，不試圖去控制什麼，於是對引磬的掌握和節奏的精準度也連帶的提高，並學習到
如何運用默照的方法和法器做結合。法師提醒：「保持清楚知道自己在打法器，也清楚知
道身體和週遭的狀況，同時也察覺身心所升起的反應。」就像聖嚴師父所教導的默照禪法
一樣，「放下自我執著是“默”，清清楚楚的知道是“照”。」l 例如，練習時間長，會
察覺自己身體因過分專注開始變的僵硬，這時提醒自己放鬆。或當打錯或節拍不對，只是
告訴自己「知道打錯了。」便把這個念頭放掉，若過分在意剛剛所打錯的部分，之後就會
像⻣牌效應般接二連三的發生錯誤。就像禪修，放下妄念回到方法。執掌法器也一樣，放
下自我執著回到方法。    
 

執掌法器時的心態，其實別人是可感受到的。應付了事，或登台作秀，整場氛圍是
無法讓人感受到安定、收攝身心。 執掌法器要用感恩心，感恩有這福德因緣來為大眾執
掌法器，帶領大眾收攝身心。在 2012 年的最後一天，感恩在諸佛菩薩的慈悲護佑下，誦
持慈悲三昧水懺法來圓滿這一年。懺悔這一年大大小小的惡業，望菩薩佑我堅定持續大大
小小的善業。如同聖嚴師父開示中提醒：「年懺應該在年前拜，是懺悔 一年來所造作的
惡業多於善業，解脫業少於生死業。」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一一一一））））【【【【念佛禪二念佛禪二念佛禪二念佛禪二】】】】 4 4 4 4 ⺝⺝⺝⺝ 6666 日日日日----7777 日日日日    

 
隨著春天腳步的移近, 又接近了慎終追遠的清明時節.  4 ⺝ 6 日-7 日敬邀ㄧ起來清淨的道
場, 你念佛, 他念佛, 我念佛, 大眾ㄧ心持名佛號, 藉此共修功德, 回向歷代祖先, 禮報親恩, 
同時也因自己的精進,  讓身心再次得以清淨平和, 意志安雅. 
 

「念佛禪」, 用念佛的方法達成禪修的效果, 也稱為「無相念佛」.  禪修時用的數息、默
照、話頭等各種方法, 在念佛禪時, 轉換成連綿不斷、ㄧ句ㄧ句清清楚楚的佛號, 即所謂的
「都攝六根, 淨念相繼」. 用當下這時間的心, 不跑到未來, 也不跑到過去, 清楚自己在念佛, 
跟著大家ㄧ起念佛.  ㄧ心繫念, ㄧ向專念, ㄧ心不亂, 最後達到禪修所謂的無心、心無執
著、不顛倒、不貪戀、不攀緣、清淨無染的境界.   
敬邀來練習體會「信心, 願心, 精進念佛行」, 「入流,  亡所, 有相到無相」, 讓生命的當下, 
體驗無願無求的禪境. 
 
【時間】4 ⺝ 6 日（Sat)   am 9:30-pm 9 (當天可求受八關戒齋）  
            4 ⺝ 7 日（Sun)  am 9:30-pm 5 
 

 



 8 

【需知】免費用, 勸請隨喜贊助道場各項建設 
            需事先電話或 email 報名. 請自備環保餐具及水杯 

 
（（（（二二二二）【）【）【）【浴佛法會暨母親節活動浴佛法會暨母親節活動浴佛法會暨母親節活動浴佛法會暨母親節活動】】】】 5 5 5 5 ⺝⺝⺝⺝ 12121212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早上 10-12  浴佛法會 (僧團法師帶領)  
下午 12-3    親子同樂共享午餐的約會, 名額有限, 需事先電話報名   
 

歡迎您帶著媽媽和家人, 來法鼓山過個法喜充滿的母親節喔！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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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至至至 5555 ⺝⺝⺝⺝ 27272727 日日日日（（（（ㄧㄧㄧㄧ））））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第一屆菩薩戒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第一屆菩薩戒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第一屆菩薩戒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第一屆菩薩戒            
    

            方丈和尚將率領僧團代表共 14 位法師來說戒及授戒 
    
    

日期： 5/24  (五) 5/25 (六) 5/26 (日) 5/27 (一) 

時間 : 2~9 PM 8:30AM ~ 9PM 8:30AM ~ 10PM 8AM ~ 2:30PM 
 

傳戒地點：法鼓山洛杉磯道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 ⺝ 25 日截止 
報名須知：需繳報名表及 2 張 2 寸相片, 請自備海青, 不供住宿  
報名方式：請直接上網下載報名表格, 填寫完成貼好照片, 連同支票寄回道場 
費用 : $150 報名費用包含菩薩戒衣、兩個大牌牌位 (在學學生$50, 請提供在學證明)  
         $50 海青一件 (請記得填寫身高及體重, 方便訂購; 已有海青者不必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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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也是由於受也是由於受也是由於受也是由於受
持菩薩戒而成佛持菩薩戒而成佛持菩薩戒而成佛持菩薩戒而成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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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四四四））））默照禪七   6666⺝⺝⺝⺝29292929日日日日（（（（六六六六））））至至至至 7 7 7 7⺝⺝⺝⺝6666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果明法師主持 
  
禪修最重要的目標是徹見宇宙實相而覺醒, 以前有位禪師, 在⺝光皎潔的夜晚, 把手中的水
桶掉落在地, 桶面的⺝影瞬間破滅, 他也在這瞬間開悟. 聖嚴法師說我們每個人手中都提著
裝滿假象的無形桶子, 唯有讓自己時時處於靜定而覺照中, 才有機會破除假象.   
禪三/禪七將是個機會可讓自己品嚐「桶裡無水, 水中無⺝, 手中是空」的滋味.   
 

* 詳情將於5⺝初佈達 
 

【禪修參考書】 繼程法師的著作:〈禪修指引〉,〈禪與默照〉,〈禪心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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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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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理的語言：法句經 (Words of Truth: Dhammapada)   作者：淨海法師（譯者） 
《法句經》摘錄了佛陀在兩千五百年前所說的話語精華，是古代印度佛教長老們記錄
佛陀教法的偈語，句句都是佛陀啟示我們的格言，是一本文字樸質但說理平易易懂的
偈頌集，富有極強的感化力。現任德州佛教會會長的淨海法師，直接由巴利語原典轉
譯為中文詩句，譯文精闢優美，可為佛教倫理道德的寶典，修學佛法的入門書。 
 

◆ 禪心默照 (The Mind of Chan in Silent Illumination)      作者：釋繼程 

默照禪本是悟後的境界，是無法之法，如同繼程法師在本書所言：「工夫用得愈深，
心愈單純，方法愈是簡單，最後連方法都沒有了。」然而一般人倘若無法可依， 將不
知從何入手，因此，繼程法師將默照禪法整理出次第方便，從初階的「審察全身，放
鬆身體，清楚當下」，到進階的「身心統一，內外統一，默照同時」，由能所統一，
悟入能所雙泯，讓人不斷脫落身心煩惱，直至無煩惱可斷。法師針對常見的修學問
題，逐一點破默照迷思，直指出正確要領，讓我們安心體驗禪心，掌握默照禪的特色
「默然不動，清楚照見」，徹底放下，只管打坐！ 
默照禪法是心如明鏡的修行方法，讓你當下照見本來面目。 
 

◆ 真愛的功課：追隨一行禪師五十年 (Learning True Love：Practicing Buddhism   

in a Time of War)    作者：真空法師（Sister Chan Khong） 
一行禪師說，真空法師的故事遠遠超越了言語文字，她的一生就是一場佛法開示。   
書中每一段故事都是如此真實，那樣動人。從童年到社會關懷、政治、佛法，到非暴
力抗爭、離國、為越南船民同胞奔走，再到和一行禪師一起創立梅村……，都在述說
著這位可敬的比丘尼的心路歷程，也是從側面對一行禪師最貼切的記錄。 
 

◆ 叛逆中年 (Middle Age Rebellion）    作者：楊蓓 

人到中年百事慌？怕變老、怕失業、怕離婚……，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卻找不到生
命的出口。楊蓓教授認為中年是人生的第二個青春期，擁有叛逆的自由，帶領我們一
起重新檢視中年困境，誠實面對中年功課，從中破繭而出，做個有勇氣的中年人！ 
 

◆ 跨越自尊陷阱：教出自信與慈悲的孩子 (The Self-Esteem Trap: Raising 

Confident Kids in an Age of Self-Importance)      
作者：寶莉‧楊艾森德斯(Polly Young-Eisendrath, PhD)      譯者：趙閔文      
本書作者為榮格心理分析家，她從大量的訪談、研究，以及佛法汲取智慧，直指當今
教養的重大盲點，她發現：成功與快樂的關鍵不是做個「特別」的人，而是體認做個
「凡人」的真義，發展慈悲心，以洞悉人類相互依存的真相，成為人類社群的一份
子。當今年輕人所面臨的困境與挫折，在書中亦有抽絲剝繭的分析，因此本書不僅為
父母而寫，也是為這一整個年輕世代的療癒而寫。 
 

◆ 醬醬好料理 (Sauce It Up!)      作者：陳進佑、李俊賢 

如何讓做菜新手，立刻成為料理達人？答案就在「醬料」裡。陳進佑與李俊賢兩大主
廚，特別研發蔬食新醬料，讓大家可以天然食材輕鬆自製新鮮醬料，並示範以 50 種特
製醬料，讓大家透過不同烹調手法，一醬多用，創作 50 道獨家風味醬料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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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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 念佛禪二 :  4 ⺝ 6 日（六) 當天可求受八關戒齋,  4 ⺝ 7 日（日) 
★ 中階禪訓班 :  4 ⺝ 13 & 20 日（六) 
★ 浴佛法會暨母親節活動 :  5 ⺝ 12 日（日） 
★ 禪藝班-瓷器彩繪 :  5 ⺝ 16 日（四）開課 
★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第一屆【菩薩戒】:  5 ⺝ 24 日（五）至 5 ⺝ 27 日（ㄧ） 
★ 默照禪七 :  6 ⺝ 29 日（六）至 7 ⺝ 6 日（六）果明法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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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POSTAGE 
PAIDPAIDPAIDPAID    

San Gabriel, CA 
Permit No. 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