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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捨 
 

在明朝末葉，有一位名叫憨山的禪師，教導人們如何以
「捨」這個字來修。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當一個人念
頭生起來時，即刻中止它或放下它。但中斷念頭或放下念頭並
不是表示與它對抗，或者嘗試拋掉它，而只是意味著不去理會
它。假如你無法得到任何禪修的進境，最大的原因就是你不能
放下或行捨。當你非常專心於你所修行的法門時，或許會有妄
念出現，這是很平常的，尤其是在初初學習的時候。然而不要
讓它干擾了你，在發現妄念後，應該使你更專注於你正在用功
的方法上。 

 

由妄念的產生而出現的問題有兩種：第一，你發現到這個
念頭，但你無法驅走它。你越想要趕它走，便會有越多的妄想
生起來。第二，當你發現妄念時，已經太遲了。因為你正如坐
在滿載著散亂念頭的車廂裡，而這車廂已經越出了軌道。第一
種現象就好像你在吃甜品時，一大群蒼蠅圍繞著你。如果你擺
擺手趕牠們，牠們只是散開一 下，然後又擁集回來。應付這個
問題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去理會這些蒼蠅，否則你將無法吃完你
的東西。只要你把東西吃完，這些蒼蠅就會自 動 的散去。第
二種現象正如你騎在馬上打瞌睡。結果在你沒有覺察的情況
下，馬兒離開了道路，在四周蹓躂和吃草。當你在精神上感到
疲勞，或者肉體上感到虛弱時，你將無法意識到散亂的心緒。
當你終於發覺了，可能已經是好幾分鐘以後的事情了。但是，
你切莫因此而心煩意亂，因為焦急、擔憂只會引起更多的雜
念。與其為了打妄念浪費時間，不如放鬆心情，回到所用的方
法上。 

 

修行「捨」有好幾個層次。第一個步驟是捨去你的過去和
未來，而專注於現在，因為凡是妄念必定與過去和未來有關。
這看起來似乎容易，其實不然。第二個步驟，我們更需要連現
在這個時刻都捨棄。現在這一個時刻可分為兩個部分：外在或
外境，以及內在；內在又可以分為身體和內心。首先我們需要
放下外境，因為所有念頭都是外境與我們的官能接觸而產生
的。假如我們沒有意識到任何外境的存在，我們很有可能根本
不會產生念頭。氣候、車子、鳥兒、風、走過你面前的人發出
的聲音、光亮與黑暗、粗聲的呼吸等等，所有這些外緣都會影
響你，使你雜念叢生。既然我們無法在一個完全隔絕而無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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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的地方修禪，唯一的方法便是「捨」。即使你已經能夠專心到只專注於你的身
心，你還是會聽到外面的聲音的。然而，切勿對它們生氣，你只需要在它們生起時，
「捨」掉它們。 

 

當你已經放下了外境，接下來的步驟是放下你自己。第一個階段是捨去你的身 
體。很久以前，有一位禪師，由於打坐時經常感到昏沉或打瞌睡，為了要克服這個問
題，他將自己的禪座安置在一個懸崖邊緣的一塊石頭上。他知道只要他再昏沉， 他將
會頭下腳上地跌下深谷。這樣的人必定能夠修持得很好，因為他能放得下自己的身
體。假如他還是不能好好的修持的話，他是準備死去的。因此倘若你一直擔憂著自己
的身體，並意識到那些不舒適的感覺，如熱、冷、背痛、腳疼和發癢等等，而你如果
又是不斷地想要去抓你的癢處、想換腳、想遷就你的身體，以減輕這些難受的感覺，
那麼你將無法進入好的禪境。有些人以為忘記身體比放下整個外境來得更容易，但
是，不要去注意自己的身體，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事。當你覺得癢時，你越想忍耐，
你會越加難受，如果你去搔一搔，則這個問題便很快解決了。然而這是錯誤的推理，
因為一旦你開始搔癢以後，你身體的其他部位也將會有癢的感覺，這種情形將持續下
去。假如你只是不理會它，它便會慢慢地消失掉，而其他部位也不會再發癢了。處理
疼痛的方法也是如此，當你感到膝蓋痛時，不要使自己緊張， 以致全身都似乎在發
痛。你應該放鬆自己並隔絕痛的部位。你告訴自己：「只有我的膝蓋疼痛，與其他部
位無關。」接下來，你便去觀察這個痛到底痛到什麼程度，用這樣的態度，你就不會
再顧慮到你的身體。這將會使你感到更加的疼痛，但最後這些痛楚將會消失，過後你
便能夠很好 地應用你修行的方法了。 

 

假如你能夠專心一志於你的方法上，結果你會忘了身體的存在，那時剩下的就只
有你的「專注」了。當你只剩「專注」而沒有外境和身體時，還是有一個「專注」的
念頭，最後一步是將這個「專注」的念頭也捨掉，那即是連你的心也放下，而達到心
境統一的境界了。    摘自《禪的體驗 禪的開示 》 
                   
     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 - 記 2014 教孝月地藏法會      江果隨 

 
就在高雄氣爆事件發生後不久，8月 3日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在果徹法師主法、 

常諦法師監香及維那果明法師的帶領下，舉行年度教孝月報恩地藏法會，同時也為近來澎
湖空難、高雄氣爆及各海內外不幸事故之傷亡者超薦及祈福，也願其家屬能克服困境，走
出悲慟! 

 

當天發心負責香積、法務及知客等各組的義工菩薩們，一大早便精神抖擻的陸續報
到，不久大殿也有近 80位菩薩依序入位，大家一齊發揮「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精
神，至心懇切的誦經，相互激發善念，共同祈願世界和平、 國泰民安，傷者儘快康復、
死者往生淨土，也希望藉由共修力量，先亡親友皆受到佛菩薩的祝福，自己的身心也能再
次找到安定的力量。 

 

主法法師果徹法師為在場信眾開示分享，農曆七月，佛教稱為是教孝月，是地藏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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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道日，除了學習地藏菩薩孝親精神，要隨時把握因緣盡孝道，報親恩以外，更要效法
地藏菩薩的悲心與願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地」是大地、土地， 代表安定安穩，「藏」是子宮、胎藏 ，代表包容，孕育，
「地藏」合起來有「堪」和「住」的意思，蘊藏萬物，負載萬物，讓眾生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如《 地藏十輪經 》提到：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密「藏」。
法師特別解釋「安忍」又可細分為：1. 耐怨害忍：忍受他人對己所作的種種傷害。2. 安
受苦忍 : 忍受來自內外种种境界迫害，如外在天氣變化，或內在身體不適等。3. 諦察法
忍：如實觀察一切法的實相，體證一切法皆是苦、空、無常。 

 

地藏菩薩以甚深的智慧力培養忍苦，用耐苦堅定不移的意志力，為眾生荷擔一切難
行、苦行，利益十方，成熟有情，成就眾生，圓滿「代眾生苦」的誓願。那平常我們要如
何效法地藏菩薩的精神？法師以禪修期間所練習的「大地觀」的方法， 鼓勵大家：從內
心經常發起深切的慚愧懺悔，進而感恩發願，隨時省視自己的身口意三業，並同時發起利
益眾生的悲願。 

 

最後法師以 「心量如地廣，菩提心如地堅，涵容滋養眾生如地深」與大家互勉，願
大家都能發勇猛精進心修行，學習安忍，也要把這份精神與方法從道場帶回家及工作的地
方，把自己的一份善念及悲愍眾生的廣大慈悲心，為有緣乃至無緣的眾生， 一份心力。
八月的洛杉磯，經常是烈日當空、豔陽高照，但也許是感念到地藏菩薩的悲心願力，心中
清涼不已，大家悄悄的許下善願—願人間少災少難，又願一切有情盡未來際皆能得度， 
皆具成就菩提的因緣! 

 

                                  念佛禪三心得 
 

分享之一      陳雪清 
 

     感恩有緣參與三天的念佛禪並執掌地鐘ㄧ。三天彷彿瞬間就圓滿，真的有點依依不
捨。果徹法師不斷用簡潔易懂的開示提醒我們，著實受益良多。在專注身心的同時又要放
鬆身心，更要放下自己的緊張恐懼和憂慮。ㄧ直祈求菩薩保佑，希望能與定力常相應。 

  
      原本對全身腰、腿、腳的酸、痛、麻等不適，討厭不已。但第ㄧ天的拜懺後，慢慢學

著把這心態轉為享受這份痛楚，並把它當作是對自己的ㄧ種挑戰，盡力克服。正如環境有

許多不盡人意, 但又不能逃避，只好面對它，如把逆境轉念成修行的磨練。這點點滴滴的

過程。真的是微妙不已，才發現，原來我們的「心的力量」是可以如此的不可思議。 

      
晚課唱誦著「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 」更是提醒我，人生如朝露，轉眼即逝，要珍惜

當下每ㄧ刻，時時照顧好自己的身心，如此也才有能力成就眾生。成佛之路，不可千般思
量，萬般計較。聲聲佛號中，只求佛號句句清清楚楚，踏踏實實。沒了自我的存在，已融
入大眾綿綿不絕的佛號中。法喜充滿，把佛號帶回家，念佛已成為我生活中不可缺的ㄧ部
份。少說ㄧ句話，多念ㄧ聲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心中有佛，心佛不二，今生今世
有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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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之二      匡湘芝 
 

距離上次參加的念佛禪已經相隔多年，這次終於又鼓起勇氣報名了。本來以為自己會
心浮氣躁及妄想不斷，但兩天的念佛禪的下來，每當自己快處於昏沉的狀況時，就大聲念
佛並把眼睛張開；發現有妄念時，也提醒自己要回到佛號上。所以不管是在經行，坐念甚
至出坡時，自己的心都能很快的"活在當下"。果徹法師一直提醒我們要放鬆身心、收心、
攝心、安心，時時都在佛號上；另外還有每天的開示，讓我們對佛法及修行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這些對自己來說真的有很大的幫助。感謝果徹法師這兩天的諄諄教誨及鼓勵，以及
其他法師們及師兄姐的護持，讓我們能平安順利的參加這次的活動。希望藉由這次的經
驗，能讓自己更精進的修行。 

 

                        七月默照禪三心得感想                        許常一 
 

夏日炎炎讓人的心情也跟著躁動起來。一聽說道場即將舉辦例行的 July 4th的禪七活
動，雖然暑假的工作更加繁重，假期也只有短短三天，但我仍然毫不猶豫地報名禪三活
動。在此也特別感謝道場體諒多數在家居士必須工作的情況，因而彈性調整禪七活動可以
隨喜只打三天的做法。聖嚴師父曾說過一年至少要參加一兩次長期的禪修活動，其作用猶
如每天要洗臉一樣，是我們對自己的心所作的一次深度清潔的工作。對師父的這種比喻我
是深有所感的。因此即使只能參加禪三活動，且根據過往的經驗大概也只能洗得不乾不
淨。但因緣如此，聊勝於無，我還是抱著感激的心情歡喜參加！ 

 

幾乎打過禪七的人都有這樣的體驗：前三天是自己身心從劇烈晃動的不穩定狀態逐漸
調整為安定的攝心狀態，這段期間的身心覺受會特別粗重，因此昏沉，妄念，腿痛⋯等等
過渡時期的現象很容易干擾我們的用功。三天過後就像雨過天晴般，才是真能用上方法的
時候，也才會感覺人逐漸從混亂中清醒過來。對我，這幾乎已成了“必然如此”的鐵律。
然而這次的默照禪三我卻“意外地”打得甚為安定，並感覺對默照禪的方法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與體會。佛法講因緣，當然“意外”事的發生也肯定是有因有緣的。 

 

首先規矩嚴明的禪堂風格便是滋養禪眾修行的最重要的沃土。此次主七法師是果徹法
師，禪堂內外護則分別為果明法師和常諦法師，三位法師素來都是以規矩嚴明著稱的。從
第一天進禪堂開始果徹法師便對禪眾仔細解說禪堂內外七天作息的所有規矩，這些規矩猶
如『戒律』般是禪眾在禪七期間必須恪遵不悖的。法師不厭其煩地逐條耐心解說，目的便
是要禪眾清楚明白所有規矩，以便減少禪修期間心生疑慮而動念的機會，經上說『戒能生
定，定能發慧』，戒律真正的精神乃在保護我們的修行。換言之，禪堂規矩的建立旨在保
護禪眾們這七天的修行。若大家皆能遵守規定，便能形成一個井然有序又攝心的良好修行
環境，如此才能自護護人,自利利他！ 

 

雖早有這樣的認知，但有些規矩與提醒微細到近乎“管得有點多”的地步，讓初聽時
的我還真是略有些不耐。例如：禪堂外鞋子該如何擺設⋯等等。果徹法師卻提醒我們這些
芝麻小事，乃至自己習以為常的一舉一動都該是禪七期間我們練心的對象。想想的確也該
如此，平常我的心是如此的粗糙，我得承認在家中樓梯口的拖鞋經常都是左右腳相隔約一
丈遠，雙腳上樓前我那顆心從沒擺在鞋子上，而是早已飛奔到二樓目的區去了，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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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分離現象甚為嚴重。好不容易逮著機會我真該下決心好好地“修理”我這顆冥頑不化
的心，或者“修復”我這顆支離破碎的心了。 

 

由於法師嚴格卻清楚的規矩，以及一絲不苟絕不妥協的執行態度，讓我也深深感染到
那份進禪堂該有的精進與認真。雖然只有短短三天，雖然聖嚴師父開示說要抱著度假的心
情⋯.，但我告訴自己我可要玩兒真的！法師規矩雖嚴明但若禪眾無法配合遵守，其攝心
的效果也會事倍功半的。我想起兩年前回台灣在三義道場打的那場禪九活動，當時禪堂有
一批剛打完禪四十九活動的禪眾接下來續打禪九，端坐在禪堂的最前面幾排，他們個個穩
坐如鐘，不動如雕像。起身走路時目不斜視，神態不緩不急，有這批穩重的老參帶頭，我
們這批坐在後面的菜鳥有了極佳的榜樣。再加上，禪堂內外的每位義工也都威儀莊嚴，絕
無交頭接耳或眼神交流的情況，整個禪堂悄無聲響卻次序井然。禪堂經行與禪坐時偶爾傳
來幾聲響亮的香板聲，更增添幾分修行的精進肅殺氣氛，原本禪坐時起起伏伏的懈怠與昏
沉都被嚇到九霄雲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清醒與精進。在這樣格局嚴謹規矩嚴明的漢傳禪
堂風格下，我慎重地在心裡告誡自己千萬不能成了壞了這一鍋好粥的老鼠屎。我變得更加
留心自己的舉止動作，整個人的心神也更加收攝。事後回想在台灣的那九天修行的過程猶
如阿彌陀經中所形容的『與如是諸善上人聚會一處』，禪堂內外肅穆莊嚴的修行氣氛讓人
感動，這樣的共修過程與效果也讓我深感裨益良多！在這次的禪七禪堂中我似乎也嗅到了
一絲這樣的修行氣味。 

 

這次是 LA道場舉辦的第二次禪七活動，許多打七的禪眾都是平常就熟識的朋友，
『聖默然』(noble silence)雖然做得到，彼此眼神的接觸交流卻在所難免。能不能做到
“眼神接觸”卻沒有任何“心意交流”的起心動念，這實在是有難度的！既然做不到，那
麼就乾脆來個六親不認，盡可能眼觀地板，避免東張西望，如此當可減少因『眼根』接觸
『色塵』而興起一堆亂七八糟『意識』(念頭)的機會。事實證明這招奏效！關起了來自
『眼根』的許多外部的刺激，的確有效阻絕了我腦子『意根』順勢運作的無盡想像，平常
像得了強迫症般工作個不停的腦子終於有機會暫緩運作。 

 

法師說放鬆的兩個重點處：一個是腦神經，一個是眼球。當我眼睛沒有特定注意的對
象，腦子也逐漸放鬆暫緩運作之際，我發現自己內心那個喋喋不休嘈雜不已的世界突然安
靜了下來，這時我才逐漸感知到外面世界的現象存在。我知道這正是我真能用上方法，可
以好好用功的時候了。如果說妄心是虛妄世界的幕後黑手，那麼我們的大腦就是頭號大幫
兇。大腦一刻不放鬆，虛妄世界於我們便是最真實的存在。當我逐漸能把心安定下來好好
用方法時，才終於弄明白聖嚴師父在開示第一天所說的話：『打這場禪七是一場你與自己
的約會，但如果你連自己約會的對象(心)都找不到的話，如何藉約會來進一步認識你的對
象呢？』原來只有當我們向外攀緣的心停歇之時，我們才有資格更深入地向內探索好好認

識我們自己這顆心。而要斷了攀緣之心，首要之務便須遠離大腦這個最親密的"假朋友"！ 
 

禪七期間除了有機會更密集而徹底地用方法，另一大收穫便是聆聽師父的開示。不同
於過去早午晚各播一次的形式，此次改為早晚聽師父開示，但中午禪坐前那柱香則由主七
法師主講。果徹法師綜合整理師父的開示，配合製作詳盡的電腦投影片，為大眾更清楚地
歸納解說師父早晚開示的內容，務使禪眾在默照禪的方法和觀念上都能建立更清楚的知
見。禪三結束後許多師兄姐們都為如此詳盡的解說感到受益良多。我還記得上次義工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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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七結束時最後一場開示，師父問大眾：『我這幾天說的法你們都聽懂了嗎？』大眾齊聲
回答：『聽懂了。』師父卻莞爾一笑說：『你們以為你們聽懂了，其實不一定真的聽
懂。』當時我心裡一震。原以為禪七期間放下一些亂七八糟的思緒，在心清明澄靜的狀態
下自然是可以聽懂師父在說什麼吧？聽師父這麼一說才想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
各得解”，禪七期間每個禪眾情況各有不同，即使狀況良好坐得很安定仍舊是未開悟的凡
夫一個，因此難免夾雜各自的貪嗔痴煩惱(如自以為是的想法⋯等)在聽法，如此當然不能
把『法』聽得周全通透。法師為大眾所做的整理歸納正好可以彌補這個必然的缺憾。 

 

      能打一個完整的禪七活動是件幸福的事，能讓禪眾們“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安安穩
穩地打上一個七，則得仰賴諸多因緣條件配合才行。除了主七以及護七的法師們於禪堂內
外費心費力地全程監督外，其中禪七期間的內外護法義工以及大熱天在廚房辛苦工作準備
美食的香積菩薩們也絕對是功不可沒的。在此特別感恩執法嚴格的法師們以及這群義工菩
薩們的辛勞，並隨喜讚歎他們護法的大功德！ 

                                     

                                   七月默照禪三 － 第三組報告             翁文玲  
 

* 法師的叮嚀/方法 : 
 
1) 炎熱的天氣，有限的硬體設施，對環境的不適應等外在的種種情況，都有可能障礙到
我們修行。清楚覺知到這些 “相” 完全沒有困難，問題是我們 “默”了嗎?  
 

2) 應該要做行前功課，在報到之前要先調身。 
 

3) 這次的方法是 “默照” 。法師不斷的提醒，只要察覺到離開了方法，就立刻再回到方
法繼續用功。  
 

4) 上座後要好好的先調身。默照的前方便 : 放鬆、觀呼吸要確實的做，並可依需要來回
反覆的做。   
      
5) 腿痛到讓你不能專注於方法上時，可以放腿或換腿後繼續用方法。到底禪修是練心，
不是 練腿。 
 

* 印象最深/最有幫助的句子 :  
 
1) 要用放假/欣賞/跟自己約會的心態來打禪 - 聖嚴師父 
 

2) 『不為己身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 - 果徹法師被聖嚴師父的發願感動，也發同樣的
願，同時鼓勵大家能夠發大願。  
 

3) 放捨諸相，休息萬事  <坐禪儀>     
 

4) 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坐禪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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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心得與感恩 : 
 
1) 禪期中有幫忙內/外護的學員心，實際體驗 “工作禪”。期許出禪堂後能銜接到平日的 
工作與生活中。法師說這是利人利己的事，請大家多多發心幫忙。  
 

2) 果徹法師在師父的 DVD 開示之後，幫我們做重點摘要整理，使學員對於默照禪的方法
與要領有更深刻的認識.  學員一致按 “讚” ! 
 
3) 果徹法師敏銳的觀察及細心的叮嚀–由禪期中的規矩、其用意、方法的運用，用心的
提醒我們，要隨時隨地把心收攝到當下，不論在靜坐或動中都綿密的用方法。   
 

4) 果徹法師的身體不好，卻盡心盡力的把我們都當成未來佛訓練，不論我們資質如何，
依然全程嚴謹的帶領我們。有系統的課程安排及帶領，讓學員受益良多。 

          
                                    七月默照禪七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      空調及監香的默照禪七      陳演光 
 

這是我第一次在禪七當監香，因為有不同的事要兼顧，所以打坐的時間相對減少。在
禪七開始前一晚的內外護法開會時，總護法果徹法師說明護七的目的是“成就大眾修行，
不要怕麻煩。心中清楚，但心不受影响。”這句話深深地印在我心裏，不自覺地成為我當
監香的座右銘，流露在身、口、意上。 

     
例如在空調的考量上，基於自己平時對大殿空調操作已有的認識，本來的想法是調在

舒適但略低的溫度，讓大眾可以舒適專心地禪坐。但很快覺察到，每天從早上 5時至晚
上 10時這十七小時的長時間內，由於不同時段戶外氣溫的變化，加上大殿內不同活動產
生的熱氣及空調系統原來的設計及限制，都影響到大眾打坐的舒適安穩，也有如給我上了
堂無常及因緣法課。沒想到這些問題並沒有給我太多煩惱，於是儘量不在大眾禪修時調整
空調。過了兩天看到大部份人都坐得很安定，不用穿厚的長袖衣服或蓋毛巾在身上，就
“自以為” 已掌控好空調系統。很快地，第二晚注意到大眾不停的拿毛巾，幾乎大殿所
有毛巾都被拿光，又收到一、二位師姐的字條，覺察到自己心中在盤算怎麼辦？如同上默
照的課 － 心不動，但清楚知道。不知怎的，當下想好吧! 就試著調高一點溫度，巡香時
也留意每一支香當下的溫度，在「成就大眾修行，不要怕麻煩」前題下，看到大部份人不
再蓋毛巾或長袖在身上，知道這方法得力。 

 

很快新的“無常”又來考驗我。在禪三大約一半人離開後，可能人數少了，或座位調
整及其他因素，很快地收到一位師姊的字條，要求晚上七點後，不要開空調。心想這是她
或小部分人的需求，還是大部份人的需要。但又不能公開做調查或調整座位影響大眾。在
心不動 (默)，清楚知道 (照)下，便當晚試用她的建議，效果還不錯。第二天早上發現戶外
氣溫下降一些，早上也沒開空調，開窗時的戶外噪音還可以，這安排很合適也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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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調整空調的体驗，自己有如上了一堂堂活生生的默照禪課。曾聽法師說過“禪 
是生活，生活是禪，最終不是躲在禪堂修行，而是怎麼樣用在日常生活上，自利利他。”
所以這次禪七，雖然打坐的時間少了許多，但另類的空調默照禪應運而生，禪宗真的是很
生動活潑。  

 

      在擔任監香工作時，心裡不期然抱着「成就大眾修行，不要怕麻煩」的原則下，與護
七經驗豐富的法師交流、學習。有不肯定的地方或有些想法時，都會向法師請示，法師們
也很慈悲又有耐性的指導我。為了不要有遺漏，將所想到的或法師派下的工作寫在每天的
“To Do List”上。每次用完齋，先回到大殿，看一看 To Do List 有沒有遺漏，將所有工
作在預備鈴前一一完成，過程中出奇的輕鬆。法師在最後一天心得分享時說，內外護法師
及我，分担了很多她的工作，讓她可以專注於照顧大眾的需要。當下很感動，自已可以盡
些微薄之力成就大眾的修行，又能同時活用默照的概念及方法 (心不動，清楚知道)。在此
要感激各法師的指導及大眾的包容，成就我這次不一樣的默照禪七。       
    
分享之二      陳慧萍 
 

      第一次參加法鼓山 LA道場舉辦的默照襌七，結束後給予我很深的體驗和反省。 
所謂「照」是清楚知道自已在做什麼及週遭是甚麼狀況。「默」是清楚知道後而不受其影
響。打坐之外，如果將默照襌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摒除很多妄念和攀緣，把"我"看得
沒有那樣重要，將心安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可減少許多無謂的煩惱。禪七期間，開始
時腿又痛又麻、昏沉、打妄想，根本用不上方法。但聽到果徹法師說“每支香都是一個新
的開始，每支香都是新的境界”，內心再充滿希望，精神為之振作起來，希望這新的一支
香給我新的力量，把昏沉，妄念一起消除。 
 

      感謝法師，每天都悉心指導，詳細的解釋，使我對這次修習默照襌獲益良多。更感謝
法師們為了這次禪七所做的安排，流程規畫都恰到好處。從法師的身上，看到了法師對佛
弟子愛護的精神，看到了法師的慈悲與智慧。感謝監香積菩薩的帶領；更感謝香積組的菩
薩們，每天汗流夾背地為我們準備豐富的三餐；感謝幾位護七的菩薩，每天穿梭地照顧我
們這些 "大菩薩"。再感恩所有為這次禪七付出的義工們，因有您們，讓我們安心的在七日
禪修中順利完成。禪七結束了，我認為我們除了在道場上用功，回到家裡也要繼續在蒲團
上用功，把學到的方法帶回家去。期待每次法鼓山 LA道場舉辦的禪七，將有更多的菩薩
來參加。 
 
分享之三      林麗君 

 

這次禪七，一進去大殿坐下，心裡就很平靜，連念頭都不多，以往覺得大殿很吵，這
一次禪七，好像整個人都適應了，雜音也聽不到了。許多事情，沒有多想，就盡量做，後
來做不到也不執著。能做什麼，就做什麼；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師父開示說，用渡假的
心情來打禪七。我這次既沒開心，也沒有不開心，有一本佛書裡說，本來即如此。 

      
果徹法師也教我們做戶外直觀。第一次學直觀，不起分別心，沒想到在短短的十五分

鐘內，也能做得到。感恩法師教導，又多一個方法可以用。感恩果明法師的小參，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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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都如獲至寶，可以馬上使用。也感恩常諦法師當外護，曾上過她教的心經課，這一
次也學以致用，《心經》真是無上的經典。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果徹法師的盡心盡力，有時候她工作到快凌晨，早上還要繼續做，
目的是讓我們更了解師父的開示。她會整理前一天晚上的開示，將重點做成幻燈片，第二
天重新講解說明，這是非常好的學習方法。以往的禪七都只是口頭簡短重覆一次，無論是
師父的開示或果徹法師的講解，都無法記住。果徹法師這一次的付出，令我無限感激。 

 
     也感恩 Gary 師兄，第一次擔任監香，在沒有副監香的協助下，辛苦了七天，已做得
很不錯。最後感恩每一位護三及護七的義工菩薩們: Mori、鄭師姐、毛師兄、Ashley、
Lisa、Francis、Lily、如琳、雅莉等等。還有每一位參與的學員，不辭腿痛、腰痛、背痛
的參加禪七，沒有你們，禪七的因緣會完全不同，也不一定能辦得成。更覺得禪七場地是
人間淨土。感恩！ 

 
分享之四      Rose        
 
Arrival 
It was a very hot and smoggy day with temperature in the 90’s in LA.  I arrived at the DDMBA-
LA center in El Monte, feeling very hot, tired, my mind was tense and wondering how would I 
survive the next seven days. 
 
Over Coming the Heat  
I told myself that the fatigue, the pains, and the heat in my body were not I.  I was something else 
and I was there to find it.  I was determined to press on no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to this body.  
I kept trying to relax my body and mind.  Miraculously, at some point, I realized that my body 
was no longer hot.  All the heat and perspiration were gone.  The body actually felt comfortably 
cool and more relaxed.  
 
Dis-Identifying from the Body and the Pain  
I tried to dis-identify myself from this pain body by saying such things as: “I am not this body”, 
“The body is breathing”,  “The body is walking”,   “It is sitting” Or “The body is hurting.” Etc.  
This helped my mind to gain a sense of separation or detachment from the body as well as 
everything outside of the mind and able to be more present to my practice.  
 
Enter Into Stillness 
By the evening, I was more able to relax the body and the mind as well as regulating my breath.  
At one point it felt like I came back from “being gone” something similar to a state of deep sleep.   
Afterwards the body and the mind felt more relaxed.  The mind felt silent with settle buzzing in 
the ears. Something thick would flow into the body with inhale of the breaths. I also noticed that 
all the sounds were louder, especially the cars that drove by constantly. 
 
A similar experience happened again latter.  Except this time, it felt like I had dropped into a 
black hole momentarily where I was completely obliterated, with no body, no sensation, no mind, 
and no me.  When I regain consciousness, it almost felt like I had a new body.  It was very light 
and in a deep state of calmness and silence as well as with settler buzz in my ears.  Latte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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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that the buzz was a sign that I was into a deeper state of silence.  Every thing was softer 
and gentler except the sounds were louder.  I could still sense pains in my body, but they no 
longer affected me.   The mind seemed to stay relaxed and concentrated on its own without much 
effort.  There were thoughts coming and going, but the stillness and the relaxation of the mind 
remained.  
 
Walking Meditation 
When I did walking meditation by myself, the body seemed to know what the pace it wanted.  I 
tried to let it walked the pace it wanted.  The longer I did this, the deeper the relaxation and the 
slower the pace of the walk.  Again, it felt delicate, gentle, relaxing and effortless.  If my mind 
went away for while, I noticed four consistent things happened: stillness, relaxation, and buzzing 
in the ears as well as the loudness of the sounds, would reverse accordingly.  But when I bring 
my awareness back, they would be quickly restored.  I felt like I was breaking a barrier.  I can 
gently walk through an invisible barrier or let go enough to move beyond it and be in another 
world of deep calmness and silence. 
 
The walking meditation of holding a bowl of water without spilling was very helpful for learning 
how to maintain this calm, delicate and fragile state of being.  Some times when I noticed that 
my mind had gone away and I was loosing it, I would imagine that I was holding a bowl full of 
water and trying to walk.  That always seemed to help restoring my mind and body to the state of 
unity and balance.  
 
The Vast space  
I became aware that my body, mind, and breath were in unity most of the times.  Following 
Shifu and Fashi’s instruction, I began to expand my awareness to the rest of my body.  Almost 
immediately, I noticed that I couldn’t feel the boundary that defined my body.  As I stayed with 
this, things kept changing.  When I focused on the whole environment, it was a vast empty space 
stretching far away into the unknown with lots of phenomenon coming and going or appearing 
and disappearing in it.   There was n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neither my breath nor using any 
method to stay here.  This is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doing the method of no method. 
I woke up on the third day, surprised to find that my body and mind were still calm and the 
sounds were still loud.  They remained pretty much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retreat.   
 
Direct (Sensing) Obeservation 
I used my hearing for the direct sensing exercise.  I lay in the sleeping Chan position on the grass.  
The ground was perfectly cool, soft and supporting.  My body was as relaxed as it can be.   The 
sounds (mostly of the airplanes and cars engines) flew like waves across the space between the 
earth and infinity. I can hear sounds from all over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I remember letting go of my resistance to anything on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kin.  Soon 
the sounds entered my body.  I had neither resistance nor felt threatened by them.  They were 
like gentle dry waves penetrating and merging with my body.   I was amazed to discover that the 
sounds of jet and car engines actually could feel good, welcome and even pleasurable to my 
senses of hearing as well as touch.  Contrary to how I normally feel, there was no way I could 
keep them out of the body even if I want to.   I only had control over my sensing or receiving the 
sounds.  I felt well supported by the earth below and safe with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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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entance 
What Fashi said was very helpful especially the part about the necessity to be truly repentant.  
Otherwise, our heart cannot be open and we cannot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our practices.  
During repentance, I cried with very deep sadness, aware of all the wrongs that I had done to and 
all the sufferings that I had caused others as well as myself out of my own ignorance, anger, and 
greed.  Afterwards my heart felt lighter and more open.  At the mean time, I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ausing my own sufferings and persecution.  I was my own abuser as well as 
victim. 
 
Summary: 
Over all, this was the best retreat I ever have.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life of impermanence, 
myself, and no self.  I also made progress in my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in my personal growth.    
 
No Self 
The teaching on “no self” used to be a mystery to me.  I am happy to finally (I think), understood 
or know what it means:  seeing the world as it is, like a mirror sees, without myself in it, and 
responding to situations properly without attaching consequences to myself.   During the past 
few days since I have been home, I have already noticed how much the “I”, the “myself”, the 
“me”, and the “mine” have been present in almost all my thoughts, speech and actions, even in 
writing this retreat report.   Ironically, seeing them actually helps me to feel confident that I will 
be capable of giving them or myself up.  I feel less attachment to this person because I have 
some sense of its illusive, empty, and impermanent nature.   
 
Hearing 
For me, this retreat was almost all about observing the sounds. Paradoxically, my normally very 
poor hearing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useful of my five senses.  I discovered that being present 
to the buzz in my ears was a doorway to stillness.  It also served as an indicator for me to know 
that I am moving into or out of different state of silence. The various and constant sounds of the 
car motors were keeping my awareness up during the retreat. 
 
I loved the sounds of Guo Ming Fashi’s ethereal voice during liturgy.  They were so beautiful 
and up lifting that at times I felt like I was on my way to ecstasy.   
 
Being Real 
I have been doing medit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Part of me always felted that I was not a 
real or qualified Chan student because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it seemed that I was not 
making progress.  This retreat was very affirming.  Now, I know I am a real Chan practitioner 
and doesn’t matter how others see me.    
 
I feel such gratitude to Shifu, Guo Cheh Fashi, Guo Ming Fashi, DDM, and all my previous 
teachers for their selfless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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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精進禪七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      不一樣「痛快」的禪七      呂麗芬 

 

 禪七報到後，放下需趕回台灣探望母親的牽掛。去年底就已經計劃好，今年九月要
打繼程法師主持的禪七，但計劃趕不上變化，果明法師安排我當內護，負責早晚課的唱誦
及帶領小參動線，有些違背我的計劃，但也只能欣然接受。 

 

繼程法師一天二次的開示是每天在破百高溫下打坐的清涼劑，雖然禁語卻是滿堂笑聲
不斷，因為法師說中每個人的要害！一般的禪眾都知道禪坐的基本原則就是要調心、調
身、放鬆身心，但說起來簡單卻很難做到。繼程法師的開示卻很不一樣，他一再強調會痛
的感覺是正常的，為什麼會覺得哪裡特別痛，都是我們外加上去的，又加油又添醋的，把
痛的感覺就更放大了！還有一個新名詞「平等的感受」就是說不去分別是左腳還是右腳特
別痛，將這個感受均分，清楚明白腳痛只是腳痛，法師更要大家享受「痛快」－ 痛苦得
很快樂！ 

 

      法師隨時提醒大家，禪七是不可以有期盼的心 ; 開悟只是一時的，修學卻是長遠的 ;
禪修沒有什麼快速之道，老實打坐，確實體驗身體的觸受，放鬆身心，將這些融入你的生
活中，就能時時在禪悅中。所以，不要動不動就問人開悟了沒？而是問你今天打坐了嗎？
能打禪七是很有福報。感恩眾緣的成就，讓我體驗到除了坐在蒲團方墊以外的禪悅。 
 
分享之二      王常欣 

 

      雖然在禪七之前告訴自己，一定要在禪七中時時提起覺照、努力用功，但是福報不
足，縱然有心，因緣就是不具足。不過，雖然我個人在打坐上沒有收穫，但是繼程法師這 
次禪修中殊勝的開示，實在不能不與您分享。    

 

在第四天，我的下後背肌肉在一次跪拜時，突然一閃，一陣刺痛，當下就無法彎下 
腰，甚至連問訊的動作也無法做。我心想“完了”, 因為去年犯過同樣毛病，花好幾月時
間才治好，所以當時我就有退出禪修的念頭。正好這天有個人小參，我想：要退席的話，
也必須向法師印證一下我昨天兩支香的心得。不然回去後，對於方法的運作沒信心，又再
擱置不進了。同時想請教法師「六妙門」中“觀還淨”的部份。在見到法師時，心理緊張
加上背疼的干擾，問得結結巴巴的。法師簡短的回答，卻使我捕捉到了一絲頭緒。 

       
受傷後，雖然無法運用腰背的肌肉，但是其他部位都還靈活。於行禪時，每次經過佛

像前，我就默禱佛菩薩賜我一臂之力，而祂也聽到了。麗君師姊是第一個出現的菩薩。她
坐我旁邊，當她發覺到我坐起時有困難，主動的在休息時間幫我做背部按摩。然後果明法
師，Ashley 師姊，拿來了貼膏，還有位師姊教導手部指壓。一個個關心的眼神，有如來
了一羣菩薩，而我的疼痛是為了菩薩們的示現，於是笑著再走入禪堂。    

 

第六天早上繼程法師在開示時，慈悲的解說「六妙門觀還淨」的含意，內容超出了我
的想像，實在太殊勝了，讓我非常的感動。「觀」於現境中，觀察所緣境的無常無我。
「還」對內反照自己－這個會觀照的背後是什麼？它對應了參話頭的方法。「淨」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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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清淨功能，對應了「默照」的自心清淨。雖然在智者大師的時代，沒有所謂的「話
頭」和「默照」，但是傳統禪法其實已經把兩者包含在內。法師以他甚深的禪修功夫，連
貫中國傳統禪法及話頭、默照，呈現出對於方法的宏觀與運用。法師的慈悲說法，解開了
我多年來對選擇法門的迷思，讓我對未來修行的方向更加篤定。 

       
      第五天第六天時的心力很難集中，在兩支香中間的空檔我大多數是被疼痛所干擾，上
座時用數息也很難凝聚心力。但是在聽聞法師的開示後，我非常感恩有此次禪修的因緣及 
意想不到的收穫。希望您哪一天也有機會聽到繼程法師殊勝的開示。祝福您心安平安!                  

 

【10 月－12 月 特別活動預告】 
   
[歡喜向前行] - 悅眾成長營法鼓山洛杉磯道場 
講師：北美護法會會長張允雄(Alan Chang)菩薩 
時間：10/4/2014(六)  10:00am-4:30pm 
課程對象：法鼓山常住法師、本道場護法菩薩及義工，預計開放 60~70 位名額， 
               歡迎關心洛杉磯道場未來營運及發展的菩薩一起來參與 
課程目標：為規畫共同願景，凝聚向心力，培養團隊默契及學習如何快樂當義工 

課程方式：監院果見法師引言及分享、Alan 帶領工作坊及開放式討論 
報名方式：採網上報名或至道場知客處報名 
 

[ 2014 年法鼓山洛杉磯 360◦禪修營] 
時間：11/14 - 16/2014 (五-日)   11/14 10-12am 報到，11/16 2pm 圓滿 
師資：東初禪寺暨象岡道場住持-果醒法師帶領 
報名方式：採個別推薦報名 (簡章備索，詳洽 e-mail: ddmbala360@gmail.com) 
 

[戶外禪] 
時間：11/1/2014 (六)  9:00am–4:00pm (集合時間地點如有變動，另行通知) 
地點：近期內公告，請留意網站訊息 
對象：歡迎參加過初階、中階禪訓班、禪坐共修者報名參加 
報名方式：採網上報名 
 

[大悲心起 水陸法會 網上共修] 
時間：12/9 - 14/2014 (場次時間細節請留意網站更新訊息) 
報名方式：採網上報名或至道場知客處報名                                                  
 

[義工話頭禪十] 
師資：果醒法師帶領 
時間：2014/12/26(五) – 2015/1/4 (日) 
對象：限體系專職、悅眾及義工，本道場悅眾及義工優先錄取，全程免費 
報名方式：採網上報名 (報名事宜請留意網站更新訊息) 
 

mailto:ddmbala36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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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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能夠專心一志於你的方法上，結果你會忘了身體的存在，那時剩下的就只有你的「專注」了。當你只剩「專注」而沒有外境和身體時，還是有一個「專注」的念頭，最後一步是將這個「專注」的念頭也捨掉，那即是連你的心也放下，而達到心境統一的境界了。    摘自《禪的體驗 禪的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