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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無我的四相 

在《金剛經》中有提及四種相，即是無我相、無人相、無
眾生相以及無壽者相。實際上這四相都是討論同樣的事物，就
是「我」。這裡所提到的我，就是指那些屬於我或雖不屬於
我，而卻期望得到和不要得到的東西。除了那些我們已擁有而
不希望失去，以及擁有卻想除去的，還有那些我們沒有卻想得
到或害怕得到的東西之外，沒有什麼是可以被稱為「我」的。
然而大多數的時間，我們並沒有覺察到我們希望除去或得到一
些什麼東西，我們只意識到自我的存在。首先我們知道自己的
身體以及它的需要，由於我們的身體需要某些物品，才感覺到
「我」對這些物品的需要。身體使我們注意到我的存在。其
次，心念的活動給我們存在的感覺。除了身體和心念以外，就
沒有「我」的感覺了。 

事實上，是我們的心使我們經驗到我的存在，身體如果離
開了心，便不知道那是我。那麼，什麼是心呢？那是不斷或連
續流動的念頭。 

人可以通過宗教的行持，達到某種程度的經驗，他會瞭解
到那個平常經驗的「我」，實際上只是一個虛幻的東西，主觀
或永恆的我原本是不存在的；它的存在只是因為身體的感覺、
身體的需要，以及那不斷流動的念頭。這即是《金剛經》中所
提到的「無我相」。 

再說「無人相」。人的存在只是通過「我」的感覺反映到
其他人及物的存在。基於自己的感覺，使我們經驗到自己與他
人的相對待。因此站在《金剛經》的立場：假如是無我，自然
也無人了。如果我自己本身並不在那兒，同樣的，他人也不存
在了。這只是因為我們與他人及事物之間發生了種種的關係，
我們才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我們知道目前這個世界上一共有四十億的人口，但是，與                                
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相識的，是非常少的。我們所能深刻經驗到                                    
確實存在的他人，僅是那些在利害得失之上與我們有關係的人。                                      
其他數十億生活在這個行星上的人口，我們幾乎不知道他們的                                 
存在，不論他們是否存在，至少並沒有真正影響到我們什麼。                                            
所以，他人只存在於他們與我們之間的關係上。當我不存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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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人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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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的「無眾生相」。包括所有那些或許沒有必要與我們有關係，卻仍然和我們共
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切眾生。那些修行已到達很高境界，而且已經能夠解除他們本身
的問題和困境的人，自然會對所有的眾生產生很大的悲憫心。他們從已經解脫自己的
問題，而去負擔起眾生的問題，於是眾生的問題就成了他們自己的問題。這仍是「有
我」的層次。 

若從《金剛經》的立場說，如果主觀的「我」不存在，客觀的「眾生」自然也不
存在。佛陀說度盡眾生，而實際上並無眾生可度；眾生已經被度了，度眾生者並沒有
感覺到他已度了眾生。所以，無眾生相，也是無我相的異名。 

第四種是「無壽者相」。這是從時間去看「我」的存在。它牽連到前面所提及的
我相、人相和眾生相。假如沒有我相，則一個人壽命之長短將不重要了；但所有的眾
生都執著於壽命，他們希望活得長久，並避免夭折。因此他們尋求他們生命的安全
感，他們期望現在和將來都有安全感，於是嘗試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保護自己的生 
命；縱然已知生命有生必有死，卻仍執著不放。然而那些已經無我相的人，不管他們
明天死或一萬年以後才死，對於他們都是沒有差別的。當一個人已經體驗到無我的境
界，這些問題就已經解決了。 

總而言之，有關無我相的「我」，歸諸於個人的不存在；無人相的「人」，則指
那些與我們相對待或有關聯的不存在；無眾生相則不只牽涉到「我」及你的不存在，
而是包括了宇宙所有眾生的不存在；最後，第四種無壽者相，說明時間的過程：從期
望長壽而至不擔心壽命之長短。以上四相的前三者是空間的無我，第四是時間的無
我。   摘自〈禪的體驗 禪的開示〉  

                

             「無我」教理禪修研習營 － 活動報導      曉亞整理撰寫 

 
紐約「象岡禪修中心」暨「東初禪寺」住持果醒法師，3/24-3/30 一連七天於洛杉磯

道場帶領『教理「無我」禪修研習營』，吸引體系內外的信眾參加，一同來學習如何將佛
法教理中「無我、緣起性空」的觀念實際運用到日常生活當中，摒除我執，不將紛雜的外
相與本心畫上等號，讓心如同太陽般普照萬物，不執取任何生滅現象。法師直指人心的開
示，讓所有學員體悟到具有見聞覺知功能的心，它的本質永遠在定的狀態，是無所住、照
而不動，無形無相、不生不滅，是凡夫的妄想把客塵煩惱當做是「我」，不斷地認物為
我，以致產生種種無明痛苦。 
    

這次的「無我研習營」在週一至週五連續五個晚上及星期六、星期日兩天舉行，法師
以其一貫生動幽默、善巧譬喻的方式為學員解說何為「我」、何為「無我」，性與相的分
別、攀緣心與無能所的真心，以及《楞嚴經》中有關覺性、空性、三細六粗的介紹，並指
導大眾默照禪與話頭禪的練習，在吸收觀念之後以實修的方式體會祖師大德的智慧。 

 

在課堂上學員不斷提出問題，激發出許多火花，一位西方眾對於法師所講的「外在現
象是不是真心」有些疑惑，他認為是不是因為每個人不同的觀點，而對外相產生相異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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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師解釋這不是不同觀點的問題，而是相與心根本不同，一般人卻執相為心，把自己
見聞覺知的對象當成是「我」，將所感知到的色、身、香、味、觸、法與自我連結。 

 

法師用波浪與海水做比喻，波浪來來去去代表了現象的生滅，自性就如同海水，不因
外相而改變它的本質；或是鏡子會映照出各種外相，但外相消失後鏡子還是鏡子，不會有
所增減。 

 

    我們往往為六塵所迷惑，看不清楚真心，就好比於黑暗中見到法師手中揮舞的香連成
一束光圈，只見著光圈卻看不到它的本質─一個光點。心識將眼睛見到的、耳朵聽到的、
身體感受到的一切錄像起來，形成記憶，不斷在心中放映，並以之做為評斷事物的依據。
殊不知這就像透過哈哈鏡看世界，看到的全是妄心所建構起來的虛妄表相。有學員說她常
常在與人爭執過後「越想越氣」，事件的影像與對話，不斷在心內重複播放，很為所苦，
不知如何放下。法師說：「這都是因為我們把記憶中的感受當成是「我」，把對方的言語
也當成是「我」，以「三輪體空」的概念來講：沒有罵人的他、沒有被罵的我、也沒有罵
人的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要把心放在種種現象上，但也無需處理現象，想將波浪
變成平靜的波浪，只要觀其生滅，知道現象的產生與消失，「世界通通有，人我是非不見
了。」 
     
     我們的心要如廣角境普照所有萬象，而非探照燈去緣局部的東西，心因境有，境由心 
生，如果能做到心境雙亡、心境一如，就能擺脫掉許多煩惱。當下是心，過去後即是物、
境，凡夫只見到念頭的滅，卻永遠看不見念頭的生起，當我們感知到一個意念時，事實上
它已經消滅了。後念緣前念、念頭不斷相續，是痛苦的一個來源，當我們停止緣前念，虛
空即刻粉碎。法師也提到，用平等心對待萬物，沒有歡喜，也沒有討厭，遇見每個人都像
是初次看見，沒有好惡之心，無相無念，不要把記憶中的影像當成實體，隨著起伏擺動 
。 

聖嚴師父說：「看到了只是看到，聽到了只是聽到，而不產生好惡。因為心裏有了好
惡的分別，就會有執著，喜愛的就想佔有，討厭的就會排斥，患得患失，煩惱就來了。」
這便是「無念」，沒有妄念，沒有煩惱心，就是「心無所住」。 

 

經過五個晚上「無我」的震撼教育，星期六則是實修的體驗。由毛靖師兄帶領八式動
禪後，果醒法師概略解說「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的默照禪法，從有對象的放鬆身
心、體驗呼吸到沒有對象的觀全身(呼吸、感覺、妄念)、觀環境、直觀與空觀，寂而常
照、照而常寂。讓心觀照一切有為法的起滅，不生起妄念，清楚覺知卻又微然不動，心與
六塵不起交互作用。法師讓大家觀看一段新聞影片，然後將 90%的注意力放在身體上，
10%的注意力放在影片上，再看一次時，學員都發現情緒減少了，心緒比較不會隨著新聞
內容波動起伏。這是很好的練習，學習隨時隨地觀照身心，不受外在環境的刺激盲目跟著
起舞。 

 

在話頭禪的部份，法師列舉了幾個問題：「父母未生前，什麼是我的本來面目？」
「拖著死屍的是誰？」「念佛是誰？」「什麼是無？」他讓學員們實地操作選一個話頭來
參，在寧靜祥和的大殿中，大家端坐在蒲團上，心生疑情，不斷的問話頭、參話頭。當腿
麻、背疼時，問自己：「腿麻的是誰？背疼的是誰？」那個被紛飛妄念遮蔽的真心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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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法師舉例說，自性就像是不小心被當成垃圾丟棄的黃金，尋求真心如同於垃圾堆(妄
念)中找尋黃金(真心)，垃圾是垃圾，黃金是黃金，在尋覓的過程裏不需要把垃圾一一丟
掉，如同不用把洶湧的波浪變成寧靜的波浪，因為它們的本質與海水是一樣的，只要將心
收攝回來，不執取在幻化無常的現象上，真心立刻浮現，這便是「因緣有，自性空」。 

 

有信眾提出疑問：「如果一切有為法都是虛妄，如夢幻泡影，那是不是家人、朋友種
種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法師回答：「不是不存在，是暫時存在！」這句話如醍醐灌頂打
入每個人心中，所謂「無我」與「空」並不是沒有，而是所有外在世界，都是自心緣外境
所產生，萬法唯心造，如經典所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界，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
造。」背後的空性如亙古蒼芎永恆不變，好比藍天中雲朵(念頭)來去，變幻無窮，但天空
本身恆常在那，不生起也不幻滅。並沒有一個我、一個他及種種外相，所有一切都是一體
的，無法切割，沒有分別，許多痛苦煩惱通通來自於有能所的分別心，有能所便會衍生無
明，然後虛空、世界與眾生於焉產生，這些外在的依報身，是隨著我們正報而轉，由眾生
共同的思想、語言及行為所創造，我們卻誤將這些心所創造出來暫時存在的現象認為真實
無比，甘願受其擺佈操縱，於是在業浪中輾轉輪迴徘徊，無法解脫。 

 

超越「能所」需要不斷練習，要學習消融自我，隨時想到眾生需要什麼。法師說  聖
嚴師父遇見任何一個人，心裏想的是「這個人跟我接觸以後，能夠得到什麼利益？」如果
我們能夠時時抱持利他的心態，慢慢自我會越來越微渺，我執逐漸放下，慈悲心漸漸滋
長，因為能所對立、瞋心所帶來的煩惱便能夠淡化。 

 
這次研習營在上課過程中發生一段小插曲，當法師授課講到一半時突然地動山搖起來，地牛

翻身，但只維持數秒鐘左右，只見果醒法師彷彿啥事也沒發生，繼續專注講課，大殿中六十多名
學員見著法師的從容態度，也跟著安頓身心，把地震拋諸腦後，專心投入課程內容中。後來第二
天一位西方眾分享認為法師面臨地震時所示現的「心不著相」態度就是最好的教導。有位師兄打
趣問道：「如果地震搖晃得很嚴重時法師也不逃嗎？」法師答：「不是不逃，只是不會驚慌地
逃！」幽默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 

 

最後一天上課，法師開示「無為VS有為」，要“努力於不努力”，意思是要用功修
行讓自己的心不 attach 在各種現象上，相會按因緣法出現，不要取相為我，把被感知的
對象當成是我；無形無相、沒來沒去、不生不滅的心性才是本來面目。 

 

關於記憶的部份，我們一般人很難不受其影響，會受過去的認知、想法、腦海中儲存
的影像所操縱，法師說明心識中的第八識─阿賴耶識的功能就是將過去發生的所有事情如
攝影機一般錄像起來，這個有能所、有分別的影像並非真實，心中的媽媽只是一個色相，
不是真實的媽媽，要認清楚記憶並不是你。原諒、包容一個人其實是原諒、包容你自己的
記憶。法師闡釋所謂的「影響」，就是受看見的影像(影)、聽見的聲音(響)所左右，自己
做連結，謂之「影響」，這是認物為己、認動為身、認動為境。 

 

    在課程結束之前，學員分組分享心得，每個人都覺得經過法師一個禮拜的教導，收穫
很多，明瞭了性與相的分別，很多煩惱都是攀緣外境所引起。心本來就有“明”的功能，
我們卻不斷的去“明”各種事物來證明心有“明”的功能，遂產生許多妄念。法師不斷強
調太陽不會選擇照耀對象，我們的心就如太陽般應該也是普照萬物，卻因分別心與有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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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著境在局部的相中，攀緣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在交互作用下迷失了原本清淨無染的
真心。 
     

當起了貪瞋癡念頭時，要問自己是誰在貪、誰起了瞋心、誰在愚痴？如果是「我」，
那個「我」又是誰？法師鼓勵大家在生活中提起正念，念念分明，清楚覺知根本沒有一個
「我」，也沒有與之對立的對象，心如鏡子包含種種外相，但鏡子本身卻是無相的。 

  
菜根譚：「風過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

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這句話應該能貼切點出法師所說的無我、心不著境的概念。 
 

一個星期的課程大家雖然身體有些疲累，但內心卻是無比歡喜，學習到了正知見、正
確的觀念後，重要的是把它帶回家實際運用到生活中。不僅在蒲團上用功，離開禪堂後更
要提起方法努力練習把「無我」的修行融入到每時每刻，不再受舊習性的制約牽引。 

  
    這顆無相無念的心一直都在那裏，像布袋和尚說的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人生就
如同一場夢，夢中的每個角色都是「我」所幻化扮演，現實生活也是如此，一切都是我，
一切也都非我。《楞嚴經》裏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所說「入流亡所」，沒有主觀
的自我，也沒有客觀的環境，自性本空，不執取任何物象。法師慈悲依據大眾的根性隨
機調整教化，信手拈來，皆是讓人清楚意會的真言，彷彿心中有盞明燈剎時被點亮，窺見
虛空中永恆不變的真理與智慧，瞭悟了「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的境地。經
過經典的洗禮與法師句句機鋒的開示，學員們帶著充實與感恩的心期待下一次與法師再度
以法歡喜相會。    
 

                  「無我」教理禪修研習營 － 心得分享 
 

孫雄生 
 

我是誰！我到底是誰？我真的又是誰？？？ 
 

『無我』教理研習營 3 月 30 日在 LA道場，由果醒法師及另外三位法師帶領下，七
天圓滿的結束了，在此特別感謝法師們及眾多義工、菩薩的護持。六十歲了，一路走來，
在服務業工作，接觸了一些人與事，自認懂了不少，其實根本不自知，都如同在睡夢中，
有歡樂、有悲傷，以為都是在真實的世界，其實都是虛幻的我在作怪：只看到「有」，並
沒有看到「空」，缺一不可。 

 

果醒法師果然是醒的，在課中非常用心，盡其所能，試著喚醒我們。法師用波浪與
海，比喻妄心與真心，人一出世就有『能所』，就是要抓目標、要抓取，就開始沒完沒了
的戰爭。用法師開示的方法，以百分之八十的注意力覺察自己的身心，百分之二十注意對
方，使我受益良多。 

 

參話頭，我並不陌生，參與過兩次，均各十天。2004 年 12 月參加一個靈修團體的 

『動中禪』，另一次是 2005 年 7月在紐約象岡聖嚴師父帶領的話頭禪十。這兩次都是參
『我是誰』。使我身心有了很大的變化，對於顛倒世界更有覺受。對於弘一大師說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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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交集』更有感受，也對於『佛教』、『佛學』與『佛法』的區別更清楚。幾年前有一次
晚餐與女兒聊起佛法，我說“女兒呀，假如妳能出家，我想應是我此生最大的心願，也是
我們最大的福報。”女兒看了我一眼，平淡的說“爸爸，你怎麼不出家呢 ? ”我啞然失
笑、無言以對。 

 

透過不斷的禪修，一定會看到窗、看到門，再來摸到，更有可能推開門窗，雖然是小
縫，才會深知那種自由自在，什麼是生活? 什麼是生命? 其實沒有窗戶及門的存在。這些
年還是在進進退退中，有覺察但習性太重，時時在慚愧與懺悔中。你我都是人，活生生的
人，還是要透過紅塵起修，每天在「我看到、我聽到、我感覺到」中修行，而且我知道
「要把愛、慈悲、智慧帶給別人」。修行是一條不歸路，生生世世、無盡無期，也只有透
過不斷的修行，光明才會存在，光亮會照耀你我的世界。 
 
許常一    
 

      幾年前果醒法師便陸續來洛杉磯演講過幾次，其活潑且不拘一格的禪師風範，再加上 

豐富妙喻以及喜感十足的演講方式每每逗得聽眾樂不可支。細究法師每次的演講內容就會

發現一個直指人心的一致主題：《無我》 
 

三月底 LA道場舉辦的這個為期一週的「無我研習營」則乾脆針對這個主題一次 
說清楚講明白。學佛的人自然都知道，我們凡夫的煩惱根源，便是那深重的“我執” 

在作祟，佛法提到只有實證《無我》才能從苦海中解脫，但要做到“無我”談何容
易？雖然這七天的研習重點仍舊放在觀念上的理解，但與過去所聽的法略有不同之處
是更加直接犀利，且直指問題的根源所在。這讓我覺得一旦“無我”的觀念清楚了，
要具體操作似乎並非不可能，而且幾天聽下來感覺簡直是對過去所修習的默照禪和話
頭禪的源頭理論做更深入解析。這讓我更加明白為何漢傳禪法被認為是“頓”法，並

更加確信漢傳禪法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最後一天演講結束後，我跑去問法師一個問題：漢傳禪法到底是不是也是從四念處的
源頭而來？仍在四念處的範疇內？法師回答：是。傳統的四念處是要按次第修，先從觀身
不淨開始，然後修觀受是苦，觀心無常，最後觀法無我。但是漢傳禪法則直接從觀法無我
下手。回想這幾天法師的演講內容的確處處在指出凡夫誤認現象或念頭為我，誤執虛妄為
實。那的確是直接從六根裡的“意根”下手，對照的正是六塵中的“法塵”。這個無我研
習營不正是“觀法無我”的四念處研習嗎？ 
 

                                 凡夫在操作上第一個錯誤：取相 
 

果醒法師來 LA演講數次，經常以敲引罄之聲為喻來說明真心與妄心，但我之前一直
對這個比喻似懂非懂。直到這次《無我研習營》才總算搞清楚《楞嚴經》裡佛陀的這個有
名的比喻：法師敲引罄一聲，問大眾聽到了嗎？大眾答：聽到了。法師接著以手包住引
罄，止住引罄的迴響後，再問大眾：聽到了嗎？眾答：沒有。  

 

如法師所說，我們凡夫眾生總是很容易被“現象”所吸引，被“動態”的事物攫取走
了所有的注意力。我們總是在“看現象”，“聽聲音”，“聞或嚐味道”，“觸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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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沉溺在“感知自我情緒或者想法”中而不自覺。我們渾然不知在動態現象背後有一塊
寧靜的背景布。我們能輕易地“聽到引罄聲”，卻渾然不知引罄聲消失後我們也正在“聽
到沒有聲音”。我們絕對有能力“聽到沒有聲音”，因為那是心的功能之一，然而我們卻
從未將注意力放在沒有聲音上，很少去開發或體驗沒有現象、沒有聲音、沒有覺受、⋯甚
至沒有想法等的那種“無事”的寧靜與安詳。我們天天忙碌著記錄、儲存、分析、評價甚
至反應這些動態現象，最後完全被這些動態現象給操控乃至反噬吞沒，卻仍舊不知寧靜也
正在當下靜靜地流淌著呢！ 

 

既然眾生的心與佛是同一無二的，為何佛兀自清淨，而眾生則煩惱受苦？原來凡夫眾 
生在操作上第一個錯誤便是被起起滅滅的現象給蒙蔽住了。以引罄聲為例，我們只注意到
“聲音”的存在，卻無法覺知“沒有聲音”的存在，這便是妄心有局限的功能。若是真心
(=空性) 則能涵蓋照明一切現象，無所取相，也無所遺漏。現象實際上是剎那生滅的(真正
的實相=無常)，然而我們心的功能之一卻是記錄現象(即便現象在發生的當下就已經消失
了)並將之儲存在記憶倉庫中，必要時再加以自導自演便成就了自己心中一齣齣的精彩戲
碼。我們幾乎成天與這些動態現象的廢墟渣渣打交道（包括過去的記憶以及未來的想
像），並且把這個錯誤的操作技巧運用得十分熟練，我們總是活在各自的過去與未來的世
界中，因而難以體驗“當下”，活在當下。 
 

                                            如何反向操作？ 
 

如何能不被現象所迷惑？法師提的第一個具體的做法便是“身九眼一”。法師給大眾
看了極美和極醜的兩張照片，我們習以為常的操作方式使我們一看照片就被攫取了所有的
注意力(十分)，強烈感受很快地出現，最後評價與反應也跟著出現。法師接著讓我們閉眼
沉靜幾分鐘後再看這兩張照片，大眾多數發現感受不如初看時那麼強烈了。我相信這是任
何禪坐方法(或念佛) 都能產生的一種定力。大眾所看的圖片從來就沒變過，為什麼感受改
變了？這證明了一件事，外在的現象從來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所在。問題在只要我們投注
多少注意力在動態的外在現象上，便會流失多少的自身定力。細想便覺得恐怖，因為自己
不知用這樣的操作方式活了多少年了，做什麼總是“萬分投入”(還不止十分呢)，怪不得
經常心隨境轉，成了被現象境遇操控悲喜由他的可憐鬼。 

 

“身九眼一”( 將八九成注意力放在自身，僅一兩成注意力放在外境上) 的狀態應該
是禪坐或透過修行後自然產生的一種定力一種結果(因能使人不易被外在事物干擾影響，
故稱為定力)，沒想到它也可以成為一種訓練自己的修行方法。只要時時記得將注意力拉
回自己的身上，只留一兩分注意力在外境上，攀緣心就不會過分蠢動或盲目反應。這讓我
連想到默照狀態原來也是開悟者的境界，卻可以被開發成一種具體可行的修行禪法，這類
將修行成果轉化成種種確實可行的修行方法，不禁令人驚嘆漢傳禪法的靈活變化！ 

 

法師所提第二個具體方法便是默照。由於我們習慣將注意力放在某個(或某些) 動態現
象上，猶如法師所說：『我們的心一直在取相，在明一個對象』。既然我們凡夫心的模式
便是“取相”，而且取的多半是動態現象，那麼逆向操作方式便可以是“不取相”。也就
是學習在“相”當中，但心不取任何“相”（此即默照）。若暫時做不到不取相，那至少
也可以學學“取靜相”，學習觀察動中之靜，也就是動態現象空隙中或者背後的那一整片
的寧靜。一旦你聽到或觀察到了寧靜，你也就同時聽到周遭事物的聲音，這時你便是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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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當下”。我自己試過幾次這樣的方法發現還挺容易讓自己沉靜下來，並且迅速關掉
腦子如影隨形紛擾不停的各種聲音，清淨地享受“當下”這個時刻。 

 

默照禪的方法在放鬆身心和體驗呼吸這兩個前階段仍舊是有對象的(指禪修時的所
緣)。法師說只要有對象便是“取相”，便是有“能所”。因此第三個階段的“觀全身”
才是練習無對象無取相的開始。『默』是不跟任何局部的對象互動，『照』就是清楚地知
道，修行時一旦注意力被局部拉去，就不在『默』的狀態了。如此不斷地清楚地觀照
(照)，並學習不去處理或者反應現象(默)，心不停留在任何一個地方，不斷練習“心無所
住”(直觀)，心便能漸漸達到“不照而照”如明鏡般的功能與境界，並進而處於『寂而常
照，照而常寂』的類開悟的默照狀態了。 
 

                                凡夫在操作上第二個錯誤：認物為己 
 

前念與後念原無關係，是凡夫執取之心將兩者掛上了鉤，在念念相續不斷的狀況下創
造出種種心智的產物來。法師說一般能做到不與前念做鏈接就已經相當不容易了，也就是
看到就只是看到，而不與接下去的『受、想、行、識』或者『觸、受、愛、取、有』等相
連接就已經是相當高明了。傳統禪法的斷煩惱得解脫的關鍵似乎就在於此。但楞嚴經則更
進一步要你明白『你看到的現象就是你』，『你與現象是不二的』。這樣的道理實在是甚
深難解，也是這連續幾場講法中最核心的重點：《無我》。 

 

華嚴經記載佛陀當年在菩提樹下證悟時曾言：『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法師一再強調我們眾生的心與佛的心是不二的，佛性猶如黃
金，即使被做成了大便，也仍舊是黃金(本質上)。法師這個比喻是要我們不能妄自菲薄，
我們凡夫雖然很會自尋煩惱，然而會自尋煩惱的能力也是心的功能之一。我們和諸佛的心
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不同的只是我們操作心的方向和方法錯了，因而產生截然不同的功
能與結果。楞嚴經以“大海”和“海浪”為喻說明了『真心』與『妄心』的同與異。真心
是佛性(空性)是大海，而妄心或者妄心所生的現象則是海浪，海浪是大海的一部分，在本
質上與大海並無不同。 

 

佛性的大海是無形無色無相(=空性=無我)，且人人皆已具足。但凡夫取相，整個心都
被相吸走，一旦我們的心開始“取相”，“能取相的人(能)”產生了，“被取相的物
(所)”也產生了。法師說一旦有對象就會產生“能所”，由此便容易墮入『認物為己、認
動為身、認動為境』的迷誤中。大悲懺文中提到『⋯上等佛心。下同含識。無始闇動。障
此靜明。觸事昏迷。舉心縛著。平等法中。起自他想⋯』說的便是我們眾生雖有與佛一樣
的真心，卻因無明，再加上習以為常的“能所”錯誤操作方式，於是便墮入“有我”的重
重煩惱障礙中了。 

 

                                           如何反向操作？ 
 

那麼究竟該如何具體操作才能從這沉重的“有我”煩惱中解脫出來？由於“有我”是
一種根深蒂固的知見上的謬誤，因此入手處也還必須從知見上著手。首先你必須知道現象
上的生生滅滅猶如浪花，是經由我們“能所”的功能所產生的。凡有“能所”的皆有生
滅，千萬不能將有生滅的現象當成是我。法師說你必須有能力在波浪當中看到海水，也就
是在現象(相)當中看到真心(性)。真心如寂靜的大海，如普照的陽光是沒有“能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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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去，也不會選擇對象的。法師告訴大家不管做任何事，都要回歸到心性的本身(無能
所)，即使大家目前還未開悟，仍然可以以“想像的真心(模擬真心)”去找真心。比方你雖
尚未達到無我，但當你在布施時，便該思維這個布施的動作也只是個現象，只是個浪花，
現象浪花都是無常生滅的，無須在這個“相”上大做文章，真正回歸到心性本身的實相便
該是“無能所”的。也就是無布施之人(能)，無被布施的對象(所)，更無布施之物(所)，也
就是所謂的『三輪體空』。若做任何事都能以“無能所”的態度，該做則做，做完即放，
這便是練習“無我”的開始。至此，各位不覺得這正與中道空觀的『隨緣盡份，無所執
著』以及大菩薩們『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精神遙相呼應嗎？ 

 

由於習而不察的錯誤操作方式，我們無論做任何動作或者起任何意念的當下，都已經
將這些意念動作標示為“我”了。既然“有我”的身影已經充滿在全身上下每個細胞中，
那凡夫眾生又該如何起修呢？無論對開悟者或者凡夫來說，心性本身都具有“見聞覺知”
的功能，也具有產生“能所”的功能，只要想想諸佛菩薩的無所不能，你就可以約略揣摩
心的功能有多麼地包山包海，無所不能了。這裡的重點是：凡夫一樣擁有這顆功能強大的
心。法師提醒我們當我們心中又因外境大起波瀾時，便可以思維如何在動的現象當中去
體驗不動的心，想辦法在波濤洶湧的浪花中去找大海。千萬不可被浪花這個暫時存在的
虛幻假象給淹沒吞噬，一定要回到佛性的大海本身去參究。雖然我們都尚未“見性”，不
知真心空性究竟為何？然而參話頭的方式便是去參去找這個具有“見聞覺知”功能的究竟
是什麼？做這個動作或者起這個意念的源頭究竟是誰？一旦你開始參，並立即聯想到那既
深且廣的佛性大海，你會發現這個浪花本身已經失去原來的力道而變得如泡沫般微不足道
了。原來參話頭的方式可以是直接戳破“有我”假面具的一個有力工具啊！ 

 

我自己學打坐也已經一段時間了，打坐為身心所帶來的平靜祥和讓我很願意將工作之
餘的假期全部投資在打一場長期禪坐上。總覺得每打一次長坐就能讓我腦子或者身心持續
一段時間的清淨，被伏住的貪嗔痴煩惱便不會那麼活躍地一天到晚跳出來造業。然而，打
長坐的次數一多，我才發現那種清淨和定力是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逐漸弱化的。因此每過
一段時間便很渴望再去閉關長坐圖個清淨，感覺自己好像在吃一種定力維他命丸，為了維
持藥效就得不斷打坐，一旦藥效消失就一切回到從前？實在不願承認打坐於我難道只是一
種“引鴆止渴”的鴉片作用嗎？為何坐了半天仍然習性依舊，難道習性只能被伏住而無法
被根除？假如我無法經常參加長坐又該如何？難道只有不斷參加這種長期靜坐的禪十或禪
七，修行才可能有進展嗎？在參加完了這個《無我研習營》後我似乎找到自己最根源的問
題了。 

 

對修習禪坐的人來說，禪坐所帶來的身心清淨很容易不自覺成了“我”所貪取的對
象。法師說：禪坐時，你意識到自己身心緊，你會想把緊的相轉為鬆的相；當你妄念紛
飛，你會想把混亂的相轉為清淨的相。然而鬆的相或者清淨的相仍然是一個相，只要有相
就有“能所”。所以你只是把心切割為二，卻仍在“有我”的範疇中打轉。若是如此，禪
坐時便容易取境，境好便貪，境壞便嗔，結果修了半天只是把“有我”修得更細膩更徹底
更深入罷了。天啊！簡直是棒喝！ 

 

原來自己修行一直在枝節末端上打轉，卻在《無我智慧》的開發上沒半點進展。那麼
修行時到底該如何直搗黃龍呢？法師在這次演講中一個“在垃圾堆中找黃金”的妙喻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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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受用。真心譬如黃金，妄念猶如垃圾。現在黃金因故掉進一大片的垃圾掩埋場中，你
該如何找到這塊黃金呢？法師說如果你意圖清除掉全部的垃圾以求尋得黃金，這是極不現
實的(猶如禪坐之人欲除盡妄念)！因為那是個垃圾掩埋場，數量龐大的垃圾是你清不完
的。所以你得將焦點和注意力放在這塊黃金上，然後一心一意地找黃金。參話頭的修行方
法就如同在垃圾中找黃金，你不必費力地將注意力放在撥開垃圾上，只要一心一意地參究
那根源而核心的話頭即可。怪不得法師說：參話頭不怕妄念，話頭本身就是一把金剛寶
劍。結論：清除妄念會讓我暫得清淨，然而黃金卻依舊杳無踪跡，所以時刻練習《無我》
參究話頭才是尋得黃金(佛性)的王道！ 

 

『靜坐常思己過』一般解讀“己過”指的是自己所犯的行為過失，但法師卻從修行角
度點出我們真該反省檢討的是今天是否犯了“有我”的過失？這真是修行驚人的下手處。
若以此標準時時檢驗自己提醒自己，在修行上又怎麼可能不進步呢？由於前兩天未到場，
聽文玲師姐分享法師提的一個極有用的觀念：真正最有價值且能帶到來世去的福報是《無
我》的正確知見與態度。凡夫若只在相上積功累德，其福報也將如現象般來來去去生生滅
滅，但《無我》的正確知見與態度卻能帶著我們生生世世穩當地走在菩提道上，這才是我
們能帶到下輩子去的真正重要資糧呢！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        

 

                    《心的經典》六週課程心得                  蕭演珮 

 
常諦法師擅長將《心經》的內容搭配著生活上再簡單不過的例子，幫助大家觸類旁

通後，再提醒大家要記得將佛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常諦法師舉吃飯這大家每天都要做
的例行公事，再配合五蘊（色、受、想、行、識）的分析，讓我們真實了解到人的想
法，真的是紛飛綿密，剪不斷、理還亂。  

 

在上課過程中，常諦法師引經據典來一而再，再而三地闡述《心經》的精要和博大
精深的內涵，藉以加深大家對佛法的認識和信心，誠如《金剛經》所說的：「一切有為
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不就與《心經》中的「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惡」相應啊！ 

 

這幾週上課下來，真的讓我受益良多◦ 除了每週日能夠濡沐在《心經》的法義裡， 
常諦法師舉出的一些古德學佛的例子，到現在還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 智光老和尚和聖嚴
法師有關於「因果」的對話就是其中之一。 常諦法師藉此小故事來鼓勵大家，修行切勿
竊喜貪戀果報，反而要從“因地”著手，看透因果，把握每一個當下的因緣。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 16週《心的經典》課程也已經上 6週了。感謝常諦法師辛苦
準備上課教材之外，又能結合相關影片放映，讓上課的過程輕鬆活潑，但又不失佛學課程
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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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而莊嚴的傳燈日                          潘秀媚 

 
【法鼓傳燈日】是法鼓山僧俗四眾每年紀念聖嚴法師圓寂的日子。聖嚴法師曾說 : 

「讓我鍥而不捨，只為一個目的：把佛法拿來自己用，然後再把佛法分享給人。」所以
【傳燈】指的是聖嚴法師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是一盞燈，一盞斷煩惱、成菩提、度眾生、成
佛道的明燈，所以傳燈就是傳法。一盞燈點燃另外一盞，燈燈相傳，無盡光明，照亮自己
同時也照亮他人，為人間帶來菩提溫暖。 
 
      今年有好幾位西方眾參加，所以整個活動是中英雙語舉辦。 為此負責的義工們, 還細
心準備雙語的ＰＰＴ，希望能夠彌補語言上的隔闔。法師們在場佈上，更是巧心設計，讓
40位與會的大眾，分組圍著桌子在蒲團上坐，讓整個氣氛既莊嚴又溫馨！在果明法師親
切開場後， 我們看聖嚴師父的生平短片，緬懷師父一生孜孜不倦弘揚佛法並創建法鼓山
道場。接著由四位ＬＡ資深悅眾及常諦法師分享【師父的身影】。 
 
      Gilbert 是師父在北美的五位俗家法子之一，他多年傳承 師父“平易近人，深入淺
出”的禪法訓練，是唯一以英語在北美傳授禪法者。他本身是律師，說師父對事不對人，
他親切隨和，毫無架子，也沒有成見。 

 
林博文菩薩，1995 年加入法鼓山，1996 年擔任共修處召集人，現任北美護法會副

會長，是ＬＡ最熱心的護法。他回憶在 2002 年隨師父與 500 信眾去大陸拜訪佛教寺廟
的盛況，他們造訪了包括禪宗與淨土宗的二十七個道場，橫跨六個省分。 聖嚴師父攜眾
的回歸尋根之旅，讓大家認識中國禪法與淨土宗的來源，林菩薩也因此對師父的宏願與用
心深受啟發。  

 
毛靖菩薩是 LA 最資深的禪修指導老師，1985 年在農禪寺第一次學禪，起初因為胃

不好，學禪修後，想不到半年胃病好了。他認同師父的禪法人間化，人性化，與人間佛教
的理念。 回憶在 1996 年跟隨師父去大陸訪問，去了師父家鄉江蘇狼山，上海靜安寺等
江南地區佛寺。那次被安排為一車的領隊，有機會跟師父同車，看到師父很用功，隨時在
筆記本上做紀錄，並不停照像。看到師父如此的身影，當 1996 年移民來ＬＡ時，便發願
終身做法鼓山義工，協助道場對外來開禪訓班。 

 
江秀鳳菩薩，1990 年在農禪寺皈依師父，1997 年在ＬＡ念研究所時，開始參加Ｌ

Ａ的共修活動。2006－2013 年擔任 LA 召集人。她詳細介紹洛杉磯道場過去二十年的發
展，讓大家有個概念，並分享師父最後一次來ＬＡ＆ＮＹ時，感受到的身教與言教。也分
享這幾年幫助她最多的師父的三句話：【承擔責任就是報恩的開始】；【先給佛法，再談
護法】；【不要整天只想要有道場，卻要做有道場的準備】。結語以師父最後一次在ＬＡ
問大家：【ＬＡ正信佛教團體那麼多，我們法鼓山來這裡要做什麼呢？】與大家共勉！ 
 
      常諦法師分享當年她參與僧材養成班的活動時，遇到些意見相左的事，煩惱不已，當 
師父知道這件事以後，特別約見她和另一位法師，當時常諦法師看到師父在百忙之中，還
抽時間關懷她們，讓她深感慚愧不已。又當師父提醒她「從此以後沒有常諦的心，只有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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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時，這句話如一股甘露水，讓法師當時慚愧的心，頓時覺的清涼，法師深深感念 
師父的諄諄教導與關懷。 
 
      接著是傳燈儀式，我們合掌隨著法師一起朗誦中英文“菩薩行”，重溫作為一個佛教
徒的真正意義與責任：利他為第一，不畏諸苦難，若眾生離苦，自苦即安樂；學習佛陀
“悲智度眾 生”的慈悲。最後，在“南無度人師菩薩摩訶薩”的悲憫吟唱當中，謙恭地
從法師手中接過一盞閃亮著燭光的燈。大家跪拜佛前共同發願：以菩提心為動力，視煩惱 
為修行必然的課題，以知足感恩的心，鼓勵自己，承擔無時不在的難題，成就無處不在的
修行。並願心無煩惱，如明鏡無塵，身能忍辱，像抹布能除垢。最後我們一一把燈供奉佛
前. 在這溫馨莊嚴的傳燈日，感恩法師為我們點亮心燈，再次喚醒我們的內心，提醒我們
要活用佛法，做一個散發光亮的小太陽，不僅莊嚴自己的心地，還要溫暖身邊的人，同時
更要效法聖嚴師父的悲願，延續弘揚佛法的慈悲願力。 

 
               「幸福的滋味 – 成佛的願力」心得分享          陳友梅 

 
      師父圓寂的紀念日，常諦法師在ＬＡ與將近 50 位信眾分享「幸福的滋味–成佛的願
力 」。法師從人體醫學角度，以一張「意識地圖正報/依報」的能量開場，並帶我們進入
一個具啟發性的問題﹕佛教徒跟一般人有什麼差別？答案是因為我們學佛、皈依三寶、找
到生命的目標與方向，而嘗到幸福的滋味，而這份幸福也就是我們成佛的願力。進而特別
闡述普賢菩薩的十大願。最後，以犢牛發願的乳光如來，激勵大家發大願，效法聖嚴法師
的大悲願心而結束。 
 
      每次聽常諦法師的開示，就有一種破繭而出、赤裸裸的感覺。法師充滿熱忱的態度和
鏗鏘有力的言語，有耳提面命的功效，如一張張的幻燈片，深深烙印在我心。尤其是講到
《佛說無量壽經》的八句﹕【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來獨去，當行至趣，苦
樂之地，身自當之 無有代者。】真理如此，又為何苦苦攀緣？明知此正報身是假相，依
報環境也是短暫的，道理都懂，卻總是放不下！或放下三天（三個鐘頭或三分鐘），又自
討苦吃，再度提起。正如法師所講，每天為了要維持這個色身，一定要吃喝；為了愛美，
早上要塗上三層，晚上要卸下三層；不僅僅是要基本的吃吃喝喝，還要吃好的，喝好的，
碰到不對口胃的，又要不滿抱怨；為了打扮漂亮，不惜費心費力的去大賣場尋找時尚又廉
價的時裝和配件；自己的小樓和轎車比不上朋友的，又自怨自哀為什麼同修賺得錢不夠
多；更別說子女輩的比較了！法師問: 不是很辛苦嗎？但我們還以為活在娑婆世界，多采
多姿呢！法師的開示，有如當頭棒喝，我們孑然一身的來到人世，也將孑然一身的去。雖
是懵懵懂懂的來，但學佛的人不應該懵懵懂懂的去！今生今世，即使聽聞佛法的因緣是姍
姍來遲，但要慶幸在此生能有福報遇到了。  
  

衷心感恩佛菩薩賜予自己有學佛的因緣，更感恩有法師們的循循教誨。法師一再激勵
我們要發大願，她問: 認為自己能成佛的舉手? 一年以前，我是絕對不敢舉手的。 但今天
我舉手了, 因為法師的教導告訴我們，成佛的大願是有前瞻性的，今生成就不了，還有來
生，還有無窮盡的未來生！但是如果沒有願力的不斷推動，就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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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黑夜裏在大海中行船，成佛的大願就是導航的燈塔，不停的發願有如不斷使勁的划
船，終究能夠登上燈塔所在的彼岸！ 

 
                        『戶外禪一』心得分享 

 

馬德鳳 
 

淡淡的三月天，清風拂，綠草柔，三月二十二日的在果明法師的帶領下，約三十餘人
參加了戶外禪。九點正開始了一天的戶外禪修，重點就是將禪修的精神放入所有的活動
中，包括八式動禪、行禪、攤屍法放鬆、打坐、吃飯、托水缽及毛毛蟲遊戲，法師要我們
練習"專心"。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有三個地方: 
 

第一是行禪時，經過一座紅樹林(redwoods) ，那兒的磁場特別強，空氣又清新，幾
乎每位師兄姊都感受到了強大的能量，我們用直觀及慢步經行的方式與樹相遇，體驗沈浸
在大自然中的心安自在。 
 

第二是托水缽時，要練習如何踩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將滿滿的一缽水托到目的地，
然後再倒入水瓶中，真是一大挑戰! 不專心哪行啊。 
 

第三是毛毛蟲的遊戲，將眼蒙住，斷了眼根接觸眼塵而產生眼識的機會，藉以練習如
何用"心" 感受其他人的舉動及周邊環境的變化，並體驗我們的身體及心理是如何的反應，
真是一個輕鬆有趣又有禪意的活動。 
       

這次的戶外禪，無論是動禪或靜坐，都讓我身心放鬆許多，再加上法師的指導，環境
的優雅，很多師兄姊都獲益良多，紛紛建議法師再多辦幾次。這次沒參加的朋友們，下次
別再錯過了。 
 
何昕翰          

 

這次戶外禪一，選在 Brea 的 Carbon Canyon Regional Park 舉行。感謝事前準備的
法師、師兄師姐，整個活動過程順暢而圓滿。此公園有大片草地、有湖，各個涼亭之間的
距離適中，互不干擾，實是戶外禪修的好場所。以下為我的心得分享。 

 

行禪：行禪的目的，是為了練習攝心的工夫，對於行走中自身與環境的變化，向內感
受而不向外探求。行進中，法師 也不時提醒我們保持專注，感受腳與地面的接觸，踏實
平穩地走每一步。整個過程，是在做一份功課，與一般踏青健行很不同。途中經過一片紅
樹林，在林中感到清 涼寧靜，似是很有能量的地方。 

 

坐禪：相較於室內坐禪，戶外的坐禪，對我來說，更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挑戰，考驗著
攝心的工夫。一會兒是陣陣微風，從頭頸的一邊吹到另一邊，覺得有點癢，甚至令人想打
噴嚏；一會兒是飄來的食物香味；一會兒是佇留在臉部的蟲子；此外，還有同 時存在的
種種聲音：蟲鳴鳥叫聲、風吹過樹的聲音、路人走過時的腳步聲、遠方的汽車聲。雖然考
驗如此，幸好仍有短暫片刻，彷佛呼吸消失，而萬物不擾、物我皆忘，是深刻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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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水缽：這是很有趣的活動，可練習反應與專注。要托著滿滿的一缽水走路，路上還
有障礙，得彎腰通過，要如何才能 不讓水溢出？自己的感覺，是要能在水钵、自己的身

形和路況，三者之間，保持平衡的專注。專注於水钵狀態的同時，也要適當調整自己的身

形，以適應當下的路 況，並為下一步做準備。 
 

毛毛蟲遊戲：由前面的人帶領，蒙著眼睛走路，並同時帶領後面的人。因為自己眼睛
看不到，故要細心體會前面的人步伐的變化，調整自己，並做出適當的動作，以帶領後面
的人。經過了前面的活動，大家的反應與專注都很好，有時甚至整個隊伍做到步伐一致，
算是很厲害了。                 

 

                       【特別活動預告】 
 

                 5/11 (日) 浴佛節暨母親節活動 
 

 

為歡慶佛誕與母親節，道場特別安排以下活動，敬邀闔家來共體佛恩與溫馨的親恩 
 

拜懺、法會、浴佛 早 10-11:30  
 

佛前大供 

在佛前獻上最真摯的心香，祝福全天下的母親，身體
健康，天天快樂又幸福。 
 

孝親奉茶 早 11:30-12 

表演：我為您祝福 

歡迎子女們事先報名，當天法會完後，您可以親自為
母親獻上ㄧ杯暖暖的孝心茶。 

早 11-午 3  禪心園遊會 禪修體驗，義賣，行願錧展示，禪修染布，種植辣木 

 

                   5/25 (日) 方丈和尚關懷活動 

 

 
早 
10-11 

祈福皈依 
 

皈依佛法僧，接受三寶的祝福，讓佛法的智慧，點亮心燈， 
照亮人生，讓學佛的人生，得心自在，福慧平安。   
需事先網上 www.ddmbala.org 報名  
若需協助上網，請電或親洽知客處詢問 626-350-4388 
   

 
早 
11-12:30 

專題講座  
 

講題：抱願, 不抱怨 
有人問方丈和尚：「擔任方丈, 如何面對各種挑戰？」 
方丈回答：「我從不用挑戰的角度來看待事情，只是想如何學習 
與奉獻，事情來了就面對，珍惜每個讓我修福修慧的因緣，對我 
來說，遇到問題，不是挑戰，而是修福修慧的歷程」。 
 

歡迎前來聆聽方丈和尚為大家開示祝福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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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六)  令人期待的【快樂學佛人】將開課 
 

對學佛有諸多疑慮嗎？對學習佛法，依然排徊不定嗎？如何接引家人ㄧ起學佛？ 

如何在生活中運用佛法？您的諸多疑惑，都將在這三堂課找到答案。 

 

時間 內容 

6/14、6/28、7/12   
早 9:30- 下午 5   
 

共三個星期六，將讓您學習到皈依三寶的意義，如何作ㄧ個佛教徒
（身口意），認識法會共修，學佛行儀，禪修入門，學佛的正確 
方向，及認識法鼓山的佛學課程，全勤者將攽發結業證書。 

 

名額有限，歡迎廣邀親朋好友或是剛學佛，或有興趣認識佛教者，
請踴躍上網報名  www.ddmbala.org  讓您的生命更豐富快樂。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 CA 91732 
Tel: 626-350-4388, Fax: 626-350-1378 
網址: www.ddmbala.org 
(如蒙捐款, 支票抬頭請寫 DDMBA LA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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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都有新書) 

http://www.ddmbal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