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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嚴 師 父 開 示】 

 

           心量要大，自我要小 
 
做更大的事業、追求更大的榮譽、賺更多的錢， 
每個人都想讓全世界知道自己。 
人生的煩惱、人際的衝突，根源皆在此。 
唯有反其道而行，煩惱才能真正解脫⋯⋯ 

通常人都只看到自己，看不到他人。任何的思緒都是圍繞著
個人打轉，種種的追求也都跟自己有關，包括財產、眷屬、榮
譽、權勢、名位等等。 

事實上，人出生時只是一點點，活著時也是一點點，死的時
候當然也是一點點，站起來時是一點點，躺下來時也是一點點，
不管走到那裡都是一點點而已。 

但是，幾乎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大、很了不起，好像天下
是他的。當我們呱呱墜地，稍微懂事以後，自然而然會把家當成
是自己的。長大之後，進入社會又會把公司當作是自己的，把團
體當作是自己的，把國家當作是自己的。 

其實，一個家庭、公司、團體或國家都是由很多人組成的，
除了我們自己以外，還有很多的人。如果我們只看到自己，無形
中就會以為自己代表了一個家庭、公司、團體，甚至代表了一個
國家。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都會如此膨脹自己，這是很愚蠢
的，而且也是自害害人的。 

但是，人通常都是這樣，從小就開始不斷地學習自我膨脹，
於是產生了貪得無厭、倨慢不遜的心。對於得到的東西永遠不會
滿足；得不到的東西就想盡辦法拼命去追 求。縱然如願達到心中
想要的位置，卻還一直希望追求更多，希望再往上爬，最好能夠
爬到天上去。希望能夠統一全世界，即使一時做不到，至少也希
望能影響全世 界，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這個人。基本上，這
種人的心態非常狂傲，目中無人，很難與人和睦相處，所以煩惱
也特別重，就像燒不盡的野草，春風一吹，滿山遍野。 

      要解決這種煩惱，唯有擴充自己的心量。如何擴充？ 

 

第一，實實在在地衡量一下自己的體重。任憑我們多麼巨大，頂
多只有二、三百磅重。三百磅並不多，如果經過脫水、烘乾，剩
下的只是一點點，一、二百磅更不用說了。 
                                                                                    
第二，可以把自己想像成地球上的一個小點，就像滄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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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不如一粟。一個一、二百磅的身體，在地球上所佔的空間只有一點點。自己覺得自
己很大，其實是很渺小的。我們看螞蟻很小，事實上我們並不比螞蟻大多少。跟地球相
比，我們實在太微不足道了。然後再把心放到太空去看。太空中有無量、無數的宇宙體。
在太空中，我們是看不到地球這顆小行星的，只能看到紅紅的太陽和其他可以發光的恆星
群。 
這不是要小看自己，而是把自己的心胸放大、放寬，放到跟太空一樣大。太空不是一

個實體，它沒有一定的範圍，它是浩瀚無垠而且是空無虛幻的，這樣的心量才會廣大。 
 

                           心胸像太空一樣大 
 

 

簡單來說，就是想像我們的身體在地球的某一個點上，然後再想像宇宙只是一個恆星
中的一點。在恆星系中只看到太陽。在無垠無際的宇宙之中，讓我們的心化為太虛，可以
包容宇宙。如此我們就比較能包容人，也比較容易成就人、幫助人。 

 

當然，成就人是無止境的，因為在地球上有幾十億人口，在宇宙中，應該還有其他的
人類和生物。故謂「宇宙有限，我願無窮」、「宇宙有限，我心無邊」。也就是說，眾生
有盡，而我自己的悲願心、智慧心是永遠不會結束的。 

 

短短幾十年的生命，轉眼化成了無限，也就不會老是把他人的東西當作是自己的，更
不會把短暫的現象當作永恆的事蹟。人生如此，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原載《天下雜誌》一九 0期 
 

    【逆境轉個彎 前景無限寬】 記方丈和尚五月洛城之行      文宣組 
                         
     溫馨的五月下旬， 方丈和尚， 副都監常續法師，國際發展處監院果見法師及美國護
法會輔導法師常華法師ㄧ行共 6 位法師，來到洛杉磯道場作關懷。 
  
     5 月 24 日先跟道場 30多位悅眾菩薩見面，聽取各組義工菩薩的法務簡報，其中讀書
會，知客及文宣三組更是聯合準備相聲，在逗趣俏皮的相聲中，精彩描述出道場一些有趣
的人事物。同時，總務組結合道場的男眾師兄，用「四種環保」的歌曲，自創手語表演，
更是讓大家跌破眼鏡，笑成一團！平常這幾位金剛菩薩是專治Mission Impossible 的機動
組，突然個個變成了唱遊班的小朋友，可愛的模樣， 讓方丈及法師們也跟著ㄧ起唱起
來！ 

義工菩薩們對道場的各項需求及說明作如此呈現，方丈及法師們讚歎大家不僅創意十 
足，更有【和樂無諍，是非要溫柔】的精神，洛杉磯道場有法師常駐已兩年，各項法務， 
正一步步往前推展，在這 transition，許多人事物需要些時間的整合。 

     方丈期許大家互相多【包容老習氣，莫為不順發脾氣，遇到逆境，轉個彎，前景無限
寬】，並且以【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鼓勵法師及義工
菩薩們要以慈悲心為基本力量，潛移默化的接引更多有緣眾生來共修，同時也要發勇猛精
進心，有決心去完成發願要作的事。 

     第二天，方丈和尚親授皈依，共有 29 位信眾前來求授皈依，方丈和尚，用「生日快
樂」來祝福新皈依的菩薩，勉勵皈依者從今天開始，重新過生活，跟著五戒的內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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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老習氣，多親近道場與善知識來聽聞法佛法，練習佛法，進一步的護持佛法。接著
方丈和尚以「抱願，不抱怨」為講題，跟與會近 100 位的信眾作分享，更一一說明如何
做到聖嚴師父為「人生雜誌」說的四句勉語： 
 

「人生要在平淡之中求進步，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和諧之中求發展，又在努力中見其希望 
   人生要在安定之中求富足，又在鍛鍊中見其莊嚴 
   人生要在沈默之中求智慧，又在活躍中見其悲願」 

     凡事要正面解讀、逆向思考，由其是遇到逆境時，要能在最短時間，展現慈悲智慧的
力量，將負面情緒轉為正念 ，例如【煩惱】死了；【難】過了，【辛苦不心苦】等，轉
個念頭，海闊天空，希望無窮。  
       
           方丈和尚一行人，雖只停留幾天，但對眾人的鼓勵與加油，彷彿就像 LA初夏的陽
光，溫暖輕爽的讓人對未來，心生無限的希望與目標，也對眼前當下，充滿感恩，想要好
好珍惜每個充滿可能性的當下，自在的活著。期許自己和更多的人，多用佛法來消除自己
的煩惱，同時又能用佛法幫助週遭的人，遠離煩惱，活出佛力，作到自利利人的菩薩行
者， 落實淨土在人間的理念。 
    

                                    佛法講因緣                                徐演信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來南加州關懷大家，得以有緣在洛杉磯道場聽聞了方丈和尚「抱願, 
不抱怨」的開示。說的都是易懂的語句，舉的各項事例，也好像天天發生自己身上似的，
驚訝的以為「難不成是在說我？」。還來不及多加思索，一小時的開示已告結束。 

      這兩天把「抱願，不抱怨」這本書多看了幾次，總算有了些心得來跟大家分享： 

     節錄自書中第七頁「自序」的一小段 : 「佛法講因緣，以因緣無常而隨順因緣，也由
於因緣無常，凡事均有努力與成長的空間，更應促成因緣，創造因緣。」使我從今以後遇
到困難時，都可以用來做為正面解讀、逆向思考的基礎。        

        知道了師父提倡的「四它」觀念，也許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沒有煩惱罣礙，至少可以
練習把生氣煩惱的時間縮短。即使知道卻做不到，至少已進步到知道了，漸漸地就可以 
知道了也做到了。方丈和尚的開示，更加強了我對「佛法是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信
心。 
 

  皈依心得                             何演明 
 

     2014 年 5月 25 日，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主持三皈五戒典禮，有幸我亦是皈依
信眾的一員，在法師與眾人的見証下，正式成為佛教徒。 

     皈依一個團體，是因為對其認同、接受進而歸投、依靠。會選擇皈依佛教，是認同其
慈悲包容、自利利他的理念。佛教相信人皆有善根、佛 性的觀點，也是我所欣賞。會選
擇在法鼓山皈依佛教，是相信這是一個教導正信佛教的團體，也認同其人間佛教的理念，
將佛法在生活中實踐。同時，也喜歡其寺 院、道場簡單而莊嚴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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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皈依前，果東法師亦以淺白的話語，向我們解釋皈依三寶和修持五戒 的意義。
同時，也勉勵我們要在生活中用上佛法，「心本無生，因境而有」；「煩惱皆因我執而
起。」要能以智慧與慈悲來處事，「自覺是智慧，覺他是慈悲。」此 外，法師亦提醒我
們要多結善緣，成佛前先行菩薩道。 

     皈依後的心情，是輕鬆而愉悅。正式加入這個團體，多了許多良師益友，很是歡喜，
是生命中值得記下的一日。仔細想想，此次皈依典禮的促成，亦是諸多條件配合的結果。
首先，有想皈依的信眾，和能主持皈依典禮的資深法師。大家在時間上都能配合，才有了
舉辦典禮的基本 條件。為了準備典禮，眾法師和義工們的人員安排、流程規劃、場地準
備都到位，也沒有突發的天災人禍，才促成這場隆重莊嚴的典禮。想得愈深，愈是覺得我
們都 應好好珍惜此次的皈依典禮，因真是得來不易。 

 
                                       清明地藏法會心得分享                        匡湘芝              
      
     2014 年 4月 5日的清明地藏法會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殊勝的經驗，也是我第一次全
程參與的大型法會。這次法會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各組的悅眾菩薩挑起重任，也像是對大家
平日練習的成果驗收。所以感覺責任特別重大。 

     法會前的培訓工作主要是由常文法師帶領指導。我被安排在大殿擔任引禮的工作。在
法會前的一個月，法師就特別安排了香燈引禮及法器悅眾的培訓。在引禮培訓時，法師準
備了一些大型法會引禮過程的短片，先讓我們了解引禮的大致工作內容和程序。從一開始
站立的位置、引領入座的路線等等。接下來是法會過程中帶領功德主至功德堂的動線及儀
軌。其間的每一個過程、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法會當天風和日麗、天氣涼爽。各組工作人員一早就先抵達道場開始各項準備工作， 
引禮組的師兄姊們也在大殿靜候菩薩們的蒞臨。隨著法會時間的接近，停車場也陸續有車
輛進入，引禮的工作也隨之忙碌起來。因為事前的充分準備和法師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
的引導練習，整個法會前引禮的過程倒也有條不紊的完成。看著大殿內安靜的坐滿了參加
的菩薩，忙碌的心情也逐漸沉靜下來。 

     法會由常諦法師開示地藏法會的原由及意義揭開序幕。經由法師的說明，大眾對學習
地藏菩薩的度眾宏願【地獄不空, 誓不成佛 】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願承擔一切眾生的
煩惱，救苦拔難，度一切有情無情。明白五蘊皆空，沒有一樣東西是心外的，萬法唯心
造，無一法不是心，只要心內安定，外在一切便將圓滿無礙。接著在監香常諦法師及維那
常文法師的帶領之下，法會莊嚴肅穆的進行。 
      
     莊嚴殊勝的清明地藏法會，在法師們的悉心指導及各位師兄姐的通力合作之下終於圓
滿的結束了。法會的結束並不是修行的結束，而是精進用功的開始。相信在經過這場法會
的薰習，參與大眾對佛法會有更深刻的體認。 
                             
                        《心的經典》佛學課心得              吳小曼 

      
     這學期的佛學課，眾弟子在常諦法師的帶領下研讀聖嚴師父的著作《心的經典》。師 
父因應不同的時、地、人，而以禪解、講記和實踐三個不同的方面來探討心經，使我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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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到「諸法皆空」，「無有定法」。如金剛經所言：「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
法。」   
 

由於常諦法師的教學嚴謹和慈悲心，希望弟子們在課程中能獲得最大的利益，規定我
們要課前複習，以及每天的作業：早晨醒來先默唸「下單偈」，每日頂禮十方三世三寶，
誦《心經》，並且在生活中練習體驗《心經》的空相，這些功課使我獲益良多。每天誦唸
「下單偈」時，提醒我繫念一切眾生，引發我的慈悲心。在頂禮十方三世的佛、法、僧三
寶時，堅定及增強我的學習佛法心和謙卑心。課前複習，讓我在上課時更能了解和吸收內
容；誦《心經》時，再重複、思考經中的含意。每次研讀心經後，再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自
己的起心動念，以心經的空性來面對問題。  
  
最近工作上遇上難題，我在學區的工作崗位上將有變動，而將影響到我服務對象的許

多家長及學生們的利益。我若是為他們爭取利益，又擔心惹惱了上司，可能連工作也不
保。在思想掙扎之餘，以心經作考慮基礎；決定當下該爭取的還是要做，可能發生的問題
先有心理準備即可。正如常諦法師在最後一堂課提到的「諸法唯心造」，通過了自己的心
理關口，而變得「心無罜礙」。感恩有緣學習佛法的智慧，助我解一切苦厄！ 

 
                                禪畫心得                                       王錦鴻 
 
      6 月 22 日「心的經典」佛學班 (初二下) 結業，常諦法師要我們以禪畫表達這學期的
《心經》學習心得。我畫上一片小舟，自己坐在於其上，面對著彼岸。這幅畫的意思是：
學完《心經》後，我的心開始航向涅槃彼岸。我知道這條大河很廣很寬，是一段遙遠而漫
長的旅程，即使現在開始航程，也不知道何時才可以到達彼岸。但是心裡很踏實地知道，
我已經啟航，也深信總有一天會到達彼岸。  

      要到達彼岸的方法是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聞、思 、修、證，那麼即使彼岸不在眼
前，也逐漸近了。彼岸是什麼呢？依我的了解是:  
以一個字形容就是：悟、淨； 
以二個字形容就是：解脫、自在； 
以三個字形容就是：斷煩惱、了生死； 
以四個字形容就是：離苦得樂、明心見性。 
這些都是我此生學佛的目標。 
        

         「心」得分享                                    林果開 
 
      人在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煩惱，現在才明白了，就是因為煩惱都是由“我”而起的。
什麼人、事、物只要與我扯上關係，由於與我的預期、我的觀點、我的喜好有出入而不如
意時，就有煩惱。也就是我的想法產生了這些煩惱，並非別人給我這些煩惱。 
 
      若是能少想到我，譬如天氣很熱，知道身體熱得冒汗，不一直去想“我”很熱，不那
麼在意，就不會那麼難受了。有一次我皮膚敏感得厲害，半夜都會癢醒，醒來後若愈注意
我癢，就愈癢，後來轉移注意力去默誦經文，過一陣子就不癢了，真應驗了“無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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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後來遇到癢時，不去抓，不理它，幾分鐘後，自然就不癢了。有如應對一個吵鬧撒野
的小孩，不理不睬，他就停止了。被人罵時，不要馬上認為是他在罵“我”，他只是在罵
一個令他生氣的對象，在罵一件令他不滿意的事情。可能我的言行引起他的不快，或他誤
會了我，自己先檢討並明白實情，不先動氣，再去溝通解決，並且學到經驗將來改善。  
 

     其實，若是我們能夠專注於當下在做的事或動作，不回想過去及未來的事，我們當下
就沒什麼煩惱。如：刷牙時不想事，就可以好好刷淨每顆牙。走路時只看路況、注意腳
步，就不會摔跤。吃飯時，不說話，好好品嚐每一口食物，細嚼慢嚥，就容易消化。只不
過是這顆心，常想東想西的，如好動的猴子或脫韁的野馬，沒有定性。要想專注於當下，
得時時記得把心抓回來，做本來該做的事。若是每天能禪坐幾分鐘，至半或一小時，放鬆
身心，什麼都不想，專注用方法就能定下心來，產生靈感及智慧。 

                         
                          浴佛節及母親節活動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                                                                                            何昕瀚 
 

      2014 年 5月 11 日的浴佛節暨母親節活動，有幸能擔任其義工。深深感覺，一整天
活動的規劃、執行、圓滿、善後，皆是由法師們及眾義工的發心，每個人在關鍵時刻，發
揮關鍵的作用，才讓活動由無到有、由有至成。只要能帶給媽媽們一個美好的回憶，覺得
母親節在法鼓山，過得有知性、有感性，這一切的準備和努力，都是值得。 
    
     今年浴佛節的主題是「禪心浴佛 我為你祝福」。早上第一個活動，是果明法師及常文     
法師帶領的浴佛法會，在莊嚴的氣氛中，大家帶著虔誠專注而又放鬆的心，依次至佛桌前
浴佛。接下來，是感性的帶動唱及奉茶活動；帶動唱時，大家都大聲地唱出，對母親及 
一切有情眾生的感恩與祝福；在奉茶時，孩子則以實際的行動，為母親獻上一杯熱茶，表
達心中的感恩。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小朋友不小心跌倒了、哭了起來，媽媽於是趕快將他
抱起來安慰；還有位小朋友，奉茶後，就上前去親媽媽一下，真情流露的一面，令人感
動。奉茶時，有幾位媽媽義工，還在別處忙著，因而來不及參加，這是今年活動流程的一
個缺失；也希望媽媽義工們諒解，我們並沒有忘記妳們。早上最後一個活動，是跳排舞；
在老師專業的帶領下，大家一回生、二回熟，不一會兒就跳得有模有樣；法師們也盛情難
卻，加入和大家一起同樂。 
 

      中午的素齋，相當豐盛可口，餐具也是精心準備。萬分感謝香積菩薩們，幸苦的付
出，讓我們大快朵頤。今年的園遊會，因無義賣食物，故感覺較知性，攤位有種植辣木、
書展、禪修染布、托水缽及八式動禪。除此之外，也有幾攤趣味遊戲，吸引了不少大人小
孩。 

 

      這次擔任義工，我學習到一個觀念：做義工是來道場修行，而不是來道場做事。當大
家對活動計劃，有批評、有意見時，只是希望這個活動更好，故要能不起煩惱，心平氣和
地取得共識。當事情多、時間少時，專注而放鬆的功夫，的確幫助我思路清楚、做事更有
效率。如果只是抱著做一件事的想法，來擔任此次義工，可能就不會細心體會，因而錯過
一個實習禪修方法的機會。 
分享之二                                                                                             林愷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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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母親節，一早同修帶我及寶寶到法鼓山道場參加浴佛法會，一進佛堂，內心很平
靜踏實放鬆。不料寶寶又開始哭吵起來，我就帶著寶寶到門旁的草坪上玩耍，直到孝親奉
茶活動開始。每位媽媽排排坐好，子女們雙手捧著溫暖的感恩茶，慢慢地走到自己的母親
或婆婆的面前，跪下奉茶及奉完後的相擁，讓我深刻感動不已。所謂的「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趁著父母健在，需及時行孝。 

     自從生了寶寶, 當了母親後才真正體會到做媽媽是多麼偉大，無私無悔犧牲奉獻的精
神是真的無限大。這時想起台灣的媽咪，好久沒跟媽咪撒嬌，談談五四三了，借著浴佛法
會，在佛前對佛說 “媽~辛苦了!謝謝您!願佛陀保祐您健康平安喜樂”。雖然當同修抱著
寶寶, 為我奉茶時有個小插曲(當我拿起茶杯時，寶寶把茶盤給丟掉)，但這次的活動確對
我格外有意義。還有中午吃到師兄姐所作的豐盛午餐，真是讓我無法忘懷。接下來的園遊
會是寶寶的最愛，有釣水球，水中撈水晶球，即使玩累了也不肯離開。還有感恩老公，讓
我獨自消遙地去完成花草染布的製作。 今年是我的第二個母親節，感謝法鼓山的師兄、
師姐們的用心，讓我有個很特別~很難忘~揪甘心的母親節。 

 
                  「瓷器彩繪課」上課心得                    林淑德 
 
     去年以來在法鼓山洛杉磯道場上「瓷器彩繪課」，老師一向都說上課是來“玩”的，
來輕鬆愉快的享受繪畫的樂趣，並培養觀察入微的能力。在繪畫時，若不小心手摸到畫過
的地方就得重畫，若遇到愈描愈難看的時候不如擦掉重畫。有如處事，若一開始就處理得
不好，就不要將錯就錯的拖延下去，而要當機立斷的重新用更好的心態及方法去處理。若
是看到同學畫得比自己快或比自己好，就正好學習不去與人比較，以順其自然的平常心，
按步就班慢慢的畫。我最高興的就是上瓷繪課能給自己修身養性的機會，好好的訓練自己
靜心、專心、細心及培養極大的耐性。 

  
            【“無我”教理禪修研習營 】心得分享  (下集)     許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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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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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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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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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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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 9 月 特別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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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佛學講座  早 10-12 
   
 

通往覺悟之路 - 三十七道品 講記 
6/29, 7/13, 7/20, 7/27, 8/3 

 果徹法師  主講 

禪宗溯源 /  Tracing the Roots of Chan  
8/10, 8/17, 8/24 

 Gilbert Gutierrez   主講 

 

   禪修 

   
聖嚴法師曾說「禪的修行， 能使懦者立， 頑者廉， 狂者謙， 剛者柔」， 歡迎大家
來學禪坐， 體驗禪修， 感受禪悅， 目前各項禪修活動需事先上網報名. 

中文初級禪訓班 7/12 ＆ 7/19（連續兩個星期六午 2-4:30)  基本禪修觀念、姿勢、用
具、動禪等方法及原理.  

中文中級禪訓班 8/9 ＆ 8/16（連續兩個星期六午 2-4:30) 限初級禪訓班結業者報名 

英文禪訓班 7/20 & 7/27（兩個星期日早 10-午 4:00) 含初級、中級內容 

精進禪一 每月最後ㄧ個星期六 
（8/30 為念佛禪三，暫停一次） 

中級禪訓班結業者 

默照禪七 7/3-7/10              果徹法師帶領 

精進禪七 9/10-9/16            繼程法師帶領 

參加過精進禪一者 

 

   法會 

 
 

心地莊嚴，以法相會，大眾一心共修，藉此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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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孝月報恩 
地藏法會 

8/2 (六) 早 9:30-4:30 當天將提供消災祈福、超薦牌位及供僧、打齋
供花果等項目，歡迎共襄盛舉， 請事先登記 

念佛共修 每週二早 10-12 
每月第三、四週的週日下午 2-:430 

可為親友消災祈福， 
並為新近往生親友回向  

念佛禪三 8/30-9/1      詳情將於 8月初佈達 
用念佛方法達成禪修效果， 也稱為「無相念佛」。 
禪修時用數息、默照、話頭等方法，用在念佛禪時，轉換成連綿不
斷、句句清清楚楚的佛號， 一心繫念，專念，一心不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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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生命的當下，體驗無願無求的禪境。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                                                  
Non-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 
San Gabriel,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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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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 PM,星期四至 9:30 PM, 星期六、星期日: 依活動時間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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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