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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懺與放焰口 
    
拜懺，又稱為禮懺，就是禮拜諸佛菩薩，懺悔自己的一切罪業。 
 

     凡夫的言語行動，如果加以深切仔細考察，可以說經常都 
在犯罪造業。凡夫的生死輪迴，即是由於各自所造的「業力」 
所牽引，如在過去世中不曾造下罪業，現在便不會再做凡夫； 
如果今生斷除了一切罪業，當下就是聖人的境界。 
 

     凡夫是很苦惱的，對於過去生中所帶來的罪業，無可奈何； 
對於今生已造的罪業，也無可奈何；從今以後要想不再繼續造 
罪，仍是毫無可能。因此，我們偉大的佛陀，即以大慈悲心， 
為凡夫眾生，說了一個懺悔罪業的法門。 
 

     前面所說的誦經，是讓我們對著佛法的鏡子來照，現在所 
說的懺悔，是教我們把自己的心放進佛法的水中去洗。拜懺的 
功用，即在於洗刷我們這顆染污著罪垢的心。 
 

     所以，對佛懺悔，並不是求佛赦罪，而是求佛證明，向佛 
坦白自己所作的罪業，下定決心，不再故意作惡。對他不起稱 
為懺，對己認錯稱為悔。佛菩薩是如此的偉大慈悲與清淨圓滿， 
佛菩薩希望我們也成為偉大慈悲與清淨圓滿的聖人，而我們卻 
仍在自作自受的罪業中打滾，所以要懺悔。我們拜懺的作用， 
即是洗刷自己的罪業之 心，好像是從沙裡淘金，漸漸地將沙淘 
去，就得著了黃金；我們向佛拜懺，漸漸地將罪垢懺除，就得 
著了清淨的解脫之心。 
 

     在中國的各種懺法儀規，是由許多祖師根據佛經編成的， 
最盛行的，則有梁皇寶懺、三昧水懺、大悲懺、藥師懺、淨土 
懺、地藏懺、千佛懺等。修這些懺法的人，歷代以來，均有很 
多靈驗傳載，的確可謂「功不唐捐」。 
 

     拜懺，最好當然是你自己親自來做，如你自己尚未學會， 
或者覺得拜的尚不夠多，禮請僧尼來做，或代你亡故的親友來 
做，自然也有功德的，其中的道理則與誦經相同。 
 

     焰口，是指鬼道之中的餓鬼。鬼道眾生分為三等：1。 在生 
之時，做了很多善事，若投為鬼，便成福德大力的多財鬼，一 
般人所信的城隍及土地等神祇，即屬於此類的鬼神。2。 在生時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2

做的善事不多，若投為鬼，便成薄福少力的少財鬼，一般所信的鬼，多半就是此類。3。 
在生時慳貪吝嗇，一毛不拔，專佔他人的便宜，若投為鬼，便成無福無力的餓鬼，一般人
所說的孤魂野鬼之中，即有餓鬼。這一類鬼的食量極大，喉管卻極細，有了食物也難以果
腹，何況由於業報的關係，他們很難見到食物，縱然得到了可口的食物，進口之時，卻又
變成了臭穢的膿血，所以他們常受餓火中燒，烈焰從口而出，故名「焰口」。 

 

     佛陀慈悲，說了好多種神咒，例如淨業障真言，變食真言，開咽喉真言等。凡是依法
誦持這些真言神咒之時，被召請前來的餓鬼們，就可仗佛的神通願力而飽餐一頓，飽餐之
後，再為他們宣揚佛法，勸他們皈依佛法僧三寶，為他們傳授三昧耶密戒，永脫鬼道的苦
惱，這就是放焰口的作用和目的。 

 

     因此，放焰口對於鬼道來說，等於是無限制的放賑，所以又叫作「施食」。如果你的
亡者親友，並未墮落於餓鬼道中，放焰口就相同於代他們做了放賑濟苦的功德，所以也是
有用。(摘自聖嚴法師《學佛知津》) 

 
 

      2014 水陸網路視訊， 共修零距離                         文宣組 
 
洛杉磯道場在監院法師果見法師、監香法師常宗法師與負責外護大寮的常俱法師的帶

領下， 連續六天每天透過網路共修方式， 如臨總本山現場， 參加大壇梁皇寶懺與瑜伽焰
口壇。  

 

期間共有 85 位菩薩， 陸陸續續， 共襄盛舉， 其中約 20 位菩薩是每天ㄧ大早就來， 
幾乎是全程參與， 雖然星期五當天還下起傾盆大雨， 仍不見退心， 更有許多的菩薩是下
班後或上班前， 特地趕過來， 雖然只拜幾個小時， 但都覺得法喜充滿。  遠住在 Van 
Nuys 的 Gale， 和住在橙縣的徐師兄， 更是發心分別載當地需要共乘的菩薩， ㄧ起來共
修。 星期六的五大士焰口與星期日的送聖， 更有 50 位菩薩全程ㄧ起參與。  

 

因大多數義工， 平日都上班， 所以前面幾天， 得靠平常不上班的幾位菩薩， 發揮
「不分你我多少」和「隨時補位」的精神， 完成所需的工作。 到了週末， 許多菩薩陸續
回來支援， 不僅讓先前第ㄧ批義工， 可喘口氣， 更讓整個團隊， 注入新氣象。 如贊普
區， 約有12位菩薩， 輪番上陣， 同心協力， 具體呈現出Melissa 及 Rachel 所設計的系列
主體 - 善巧方便接引眾生學習佛法- 護持佛法 – 修行萬行- 同入淨土- 共成佛道。  

 

大寮也動用香積組 10 位菩薩， 在常俱法師的協助下， 不僅每天得做出色香味俱全的
供飯、供菜及午齋、藥石， 還特別精心料理出ㄧ桌宴客級的贊普區熱食， 法務組及總務
更在前ㄧ星期就把壇場佈置得無比莊嚴， 知客處菩薩也是早到晚退， 協助菩薩填寫雲端
牌位。 大殿則有常宗法師， 帶領 6 位發心菩薩輪流分擔視訊與香燈工作。 

 

雖然每天外護的義工菩薩忙裡忙外， 但ㄧ旦任務完成， 都會抽空， 跟隨果見法師與
常俱法師進大殿ㄧ起共修！所以 7 天下來， 道場裡裡外外，到處都可以見到法師及義工
菩薩， 歡喜發心與精進用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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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殿內， 大眾ㄧ句句高聲的唱誦， ㄧ次次虔城的禮拜， 心中對至親好友， 乃至怨
憎的對象， 那份無盡的祝福、感恩與慚愧，  都隨著精進用功， 轉化成無邊的迴向與深切
的誓願， 祈願「滔滔苦海內三寶為舟航，  焰焰火宅中三寶為雨澤」， 更願自己無始所作
諸惡業在「懺文舉處， 罪花飛」， 讓自己的生命， 有個重新開始！ 

 

送聖當天， 監院法師果見法師， 分享法鼓山水陸法會的精神與特色， 讓與會大眾更
清楚明白聖嚴法師所提倡「建設人間淨土」的藍圖及體會出僧團努力把這份藍圖， 落實
在弘化的各項共修活動中。  

 

回顧法會期間， 道場上上下下， 呈現出ㄧ片歡喜祥和， 寧靜與安定，  緊湊的過程
中更是「和樂無諍」 ， 願此次水陸無遮大會， 讓參與的信眾義工， 及十方法界ㄧ切有緣
眾生， 心量更「光明遠大」， 早日共成佛道。   

 
                      洛杉磯道場首度舉辦 360 度禪修營                   曉亞整理撰寫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於 11 月 14 日至 16 日首度舉辦「360 度禪修營」，來自各領域專

業人士包括電腦工程師、會計師、金融財務專家、大學教授、建築師、音樂作曲家…等等
23 位學員，在這三天的時間放下所有俗務，專心體驗禪法修行的生活，透過聖嚴師父
DVD 開示及法師切身指導，開啟心內佛法大門，一窺堂奧，為 日後禪修的實踐跨出第一
步。 

 

這次的禪修營由東初禪寺暨象岡道場住持果醒法師擔任總護法師，東初禪寺監院暨美
國護法會輔導法師常華法師擔任副總護，三位常住法師也分別參與內外護工作。 除了第
一天報到時天空中烏雲密布、晦暗陰霾外，其餘兩天皆是藍天白雲、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似乎象徵著無明摒除後，智慧之光的顯現。由於是首度舉辦，洛杉磯 道場的義工們從半
年前便開始籌備、規劃，為了讓參與的學員心無雜念專注於禪法修習，義工們從報到開始
至安單、飲食、寮房的收整，無不極盡用心，讓學員們能 在沒有任何罣礙的情況下攝心
修行。尤其在餐點的設計上，香積組菩薩更是卯足全力，甚至有遠自佛羅里達州及拉斯維
加斯而來的資深義工也法喜充滿的跨地襄助， 以色香味俱全，兼具創意與美味的飲饌讓
每位學員讚不絕口。有一位學員說，他從來沒吃過這麼可口的素食，三天的練習中，感覺
自己在調伏瞋與癡方面都有了進 步，唯獨在貪方面因為齋食太好吃了，讓他忍不住拿了
第二盤、第三盤，「感恩所有義工們的付出，希望日後能做到師父所開示的消融自我，好
好用心懺悔、感恩！」 

 

配合創辦人聖嚴師父的開示 DVD，果醒法師在指導學員基本禪坐方法外，由淺入
深，也簡單介紹了默照禪及話頭禪。大部分學員都是第一次接觸禪修，這些來自各行業傑
出的專業人士放下一切繁忙事務，當禪堂的門關閉起來時，也把所有煩惱、妄念暫時關閉
起來摒除在外，安定身心，以法師所教授的技巧與概念，專心一意體驗修心的層次與禪法
的境界。他們專注的態度及對禪修顯現的熱情，就好比一位學員比喻的「種下一顆種
子」，一顆智慧與慈悲的種子，待日後因緣成熟之際成長茁壯，開出美麗的修行花朵。 

 

      這次禪修最特別的是，因為有西方眾及以英語為母語的華裔第二代，所以洛杉磯道場
貼心的提供同步口譯服務。在最後心得分享時為了讓彼此的溝通零距離，幾乎都是以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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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一位西方男眾說，這是他第一次參與禪修活動，非常感激法師的教導及義工們的付
出，他將會持續練習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觀念，運用在生活中，集中心念，讓自己更具備
覺照能力。一位過去有禪修經驗的學員表示，在還未上課之前，覺得自己有需要來嗎？能
學到甚麼新的東西？經過三天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練習，他發現雖然只是一些基本的禪法 
功夫，其中還是有很多他未曾接觸的觀念，他懺悔自己之前的高傲，「把自我看得很
大」，從此以後要以更謙卑的態度去學習，並希望將來有一天也能擔任義工服務他人做為
回饋。 

 

       有幾位學員在分享時提及這次的禪修課程是他們生命中全新的體驗，對於自我有了完
全不同的解讀，能以更加柔軟的態度面對眾生，並對過去沒有覺知的習性及因此造成他人
的痛苦虔誠懺悔，哽咽落淚。他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觀念改變、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覺察
到了自身的不完美，但也因為愚癡與魯鈍，所以有更大的成長空間，「禪修開啟了人生另
一道窗口，讓我們修正自己，並從而影響他人，讓這個世界更為祥和！」 

   
23位學員中有一些人長期以其專業協助洛杉磯道場的運作，卻從無機緣參與任何禪修

活動，藉由此次 360度禪修營，接引了這些菩薩親近佛法，從旁觀者走進大門，走入修行
的殿堂，法鼓山以無價的佛法回應了他們長久以來對道場護持的緣份，是這次難得的因
緣。 

 

禪三圓滿結束後，果醒法師勉勵所有學員，將禪堂學習到的觀念、方法帶回日常生活
中，養成每天練習的習慣，即便只有幾分鐘時間，日積月累，也能達到恢宏效果。他鼓勵
大家日後持續回道場參與禪修活動，以此為基礎，邁向開悟與成佛目標，並以聖嚴師父臨
終偈言「無事忙中老，空裡有哭笑」讓學員明白真性空無一物但又顯現所有一切的道理，
開悟並不是沒有了喜怒哀樂，而是不即不離 ，不執取任何現象，像鏡子般如實呈現所有
萬物，不執著於生滅無常。 

 

為珍惜這次一起修行的難得緣份及未來共修的可能，本地 360度禪修召集人及副召集
人也在禪三圓滿之際因應而生，將擔負起將來溝通連繫的責任，雖然禪期告一段落，與法
鼓山的美好因緣及修行的路卻才正要開始。 
 
       如聖嚴師父對禪修營學員的開示：「法鼓山存不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於佛法
智慧的分享，並以這些方法、觀念來建立人間淨土。」佛法的修行與實踐是跨越種 族、
文化、語言及所有疆界，360度禪修營的學員將帶著這些寶貴的智慧，回到專業領域中、
回到家庭，去傳播、影響更多的人，不管是英語還是中文，不論性別 與族裔，都將雨露同
霑，在佛陀教誨的滋潤下，開花結果，達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和諧美妙境界。 
                                    
          「不給糖，就搗蛋!」 —洛杉磯道場舉辦萬聖節睦鄰活動        曉亞 

 
萬聖節是屬於西方的節日，每年的 10 月 31 日小朋友穿戴上道具服裝，裝扮成可愛

的卡通人物、小動物、或是女巫、魔鬼，挨家挨戶去要糖果。許多家庭在前院擺設了各式
各樣應景的裝飾，蜘蛛網、殭屍、鬼怪、南瓜燈...,甚至搭建起陰森恐怖的鬼屋，讓「不給
糖，就搗蛋!」的大小朋友們一齊入內探險，給這個節日增添了許多驚悚刺激的氣氛。這
個全然西 方的節日似乎跟佛教一點也沾不上邊，但是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為了敦親睦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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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入境隨俗的在這一天舉辦了”Trick or Treat(不給糖，就搗蛋!)”的應景活動，主動出
擊，和道場附近的「老外」結了一份特殊難得的交會之緣。 

 

從萬聖節前幾個星期，洛杉磯道場陸陸續續擺置了象徵節日的大大小小南瓜，上頭由
法師及菩薩們親手繪製了各種可愛的鬼怪臉譜，連Hello Kitty 也來湊熱鬧，給平日略顯
嚴肅的道場氛圍添了幾許活潑歡樂的氣息。 

 

萬聖節當天傍晚，常住法師及義工群們在道場大門口擺上桌子準備派糖，還未就緒，
便迎來了第一個西裔家庭，全家出動要糖果，他們盛裝打扮，服裝、道具、臉蛋彩繪，為
這個新奇有趣的夜晚揭開序幕。 

 

這次「不給糖，就搗蛋!」活動，除了糖果之外，為了讓西方文化能與佛法相遇而激
起火花，兩位常住法師還設計了聖嚴師父 108 自在語的小謎題，讓小朋友藉由尋找答案
開始接觸瞭解生活佛法的智慧。法師精心準備了獎品給答對的小朋友，有隨身收納後背
袋、吊飾附上師父法語、別緻的小項鍊等，讓這些西方眾趨之若鶩、愛不釋手，很快便一
掃而空，Melissa 師姐帶來的美麗面具及如琳師姐的手提袋子也奉獻出來當作結緣的禮
物，前來討糖吃的孩童，除了要到了好吃的糖果之外，歡歡喜喜的參與猜謎拿獎品，大家
玩得不亦樂乎！ 

 

洛杉磯道場第一次舉辦萬聖節睦鄰活動，藉此拉近了與當地居民的距離，許多人因為
這次的互動，認識了法鼓山這個佛教團體，結了善緣。Melissa 師姐認為 最大的收穫是道
場主動走出去，與居民們展開交流，打破了文化民俗的隔閡，和諧的自然的交融，讓人十
分感動。Grace 師姐更是突破心理障礙，到巷子裡、十字路口去做「行銷」，將許多本來
要到別處要糖的人群吸引來道場。她說，不知道自己哪來的勇氣，做了平日根本不可能做
的行為，因為她的主動出擊，讓當晚有更 多的人來到法鼓山，圓滿了這場融入西方社會
的萬聖節活動。 

 

據傳說萬聖節是西方鬼怪最接近陽間世界的的時候，與東方的中元節有異曲同工之
處。當佛法來到了西方，不免也要隨機應巧，如維摩經所說的：「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
智」，走進文化民情全然迥異的西方世界，為佛法的傳揚搭起一座方便善巧的橋樑，這是
一次歡喜的相遇，也將會是未來無數良善因緣的開始。 

 
2014 水陸法會籌備贊普桌心得                           林麗君 

 

自從受了菩薩戒， 一直覺得很慚愧，自己沒有做好應該做的事。有一天， 心裡跟菩
薩說， 請用我的身體做應該做的事， 沒多久， 法師就請我設計今年水陸的贊普桌， 當下
就一聲「喔」， 然後籌備贊普的工作就開始了。吸引眾生， 讓大家歡喜， 再享受食物， 
然後聽法學習， 再普度眾生， 修行萬行， 到佛國淨土， 成佛道是這一次想出的主題。 

 

首先感恩 Mori 師姐和文玲師姐， 辛苦地買那麼多的食物回來， 實在很不容易， 又
讓我追趕著要盡快買回來， 辛苦啦! 剛開始， 碰到很多問題， 譬如買回來的罐子發現不
太能重疊， 還好有周啟宇師兄做出一個架子幫忙襯底， 原先他看到我苦惱的樣子， 就特
別吃完飯後回來幫我。Mandy 則是幫忙切木條， 還做到晚上快十點半才回家， Grace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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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兩天來幫忙， 剛好路過的 Kelvin 師兄， 就接著把架子做起來， 非常感恩。  
 

第一天主題是接引陸上生活的眾生來道場。 所以設計ㄧ個大殿， 和堆食物的倉庫。  
可是發現桌子不能承擔那麼重的重量， 還好當天有Yvonne ， 徐冰， Kelvin， Melissa， 
謝師姐， 一凡師兄， 大家的幫助， 想辦法， 把整個架構改低， 把米放到另外一桌去， 
放了很多椅子在桌子下面頂著， 再用膠紙包著， 才能過這一關。 第二天的主題是接引水
中生活的眾生， 所以有個水池， 有個小島， 感恩 Rachel 師姐的花把全部的設計襯托得
很莊嚴， 沒有她的幫助， 整個設計就沒有光彩。 第三天主題是卍字。 大家吃飽了， 也
聽了一點佛法， 開始學習做萬行菩薩， 學習六波羅蜜，   

 

第四天是蓮花。修行到某一程度， 心裡面開始綻放蓮花， 大悲心起， 心變得更柔軟
莊嚴， 菩薩心打開， 因為不同的進度， 有大蓮花和小蓮花。 大蓮花有周啟宇師兄幫忙想
出把蓮花弄成一層一層的， 很有層次感的放上去， 非常好看。 小蓮花有Cindy 師姐把小
蓮花 整個圖案排出來， 優美活潑 。月仙， 謝師姐和Melissa 把蓮花及豆子弄得非常漂
亮 。 

 

每一天負責熟食的Lily 師姐， Rachel 師姐， 康師姐， 女純師姐， Mori 師姐， 媽咪
珍師姐， 秋菊師姐都把食物弄得非常精美， 那一鍋熱湯老是被風吹進大殿， 香味撲鼻讓
大家很難不起心動念。第五天， 天公做美， 清晨開始下大雨， 到處都有大小的淹水， 桌
布也被風吹下來， 全濕了， 今天卻是不需要準備贊普。第六天， 天晴蔚藍， 大家努力修
行度彼岸， 佛國淨土的佛菩薩就在彼岸那邊迎接大家來。最後告知大家這是法鼓山， 歡
迎常回來。 

 

從構思、執行到活動當天， 有很多師兄師姊來幫助， 就連果見法師， 常俱法師也來
幫助收拾豆子等贊普的食物， 張德華師兄和曉燕師姐特意來到場幫忙， Austin 小師兄在
第一天幫忙把幾個贊普的設計排出來 ， 還有Esther ， Mika ， Tina ， May， Ashley 幫忙
排出來以及收拾熟食物裝盒子讓大家結緣 ，  大眾也留下來幫助收拾， 才能功德圓滿， 
感恩大家 。 

 

送聖當天， 台灣的畫面突然出現了洛杉磯道場的贊普桌， 大家興奮得大叫了起來， 
我樂透了。 感恩法鼓山給我這一個付出的機會。 同時感恩同修， 這三個星期以來的支
持， 每天回到家就像回到溫暖的旅館一樣， 睡一覺，吃早餐， 便走了， 沒有罣礙。 
                                        

     水陸法會心得分享                               Rose Marie 
 

記得幾年前因為生病回台療癒時， 每天早上去國父紀念錧跟法鼓山的師兄師姊們，   
ㄧ起做八式動禪， 當時的張炳松師兄和他家師姊， 就常常提起法鼓山禪七和水陸法會的
殊勝， 其中還有瑤碧師姊的溫暖陪伴與支持， 並鼓勵我有因緣ㄧ定要參加水陸法會！ 

大家的關懷， 點點滴滴ㄧ直在我心中。 這次回美時， 心中還發願要儘早參加水陸法會， 
才ㄧ動念頭， 兩天後， 就收到洛杉磯道場的 email， 告知將舉行水陸網路共修， 真是既
感動又警懼龍天護法的不可思議力！ 
 

            這是我第ㄧ次參加漢傳的水陸法會， 雖然是網路共修， 平常參加的人數不算多， 但
是攝受力絲毫不減， 令人相當感動。  尤其是當引罄聲ㄧ響， 懺文ㄧ開始， 心都揪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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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熱淚盈眶， 常常幾乎是含著淚在拜懺！  
       

接連幾天的拜懺， 在菩薩的加持下， 祈願六道眾生的苦難， 在大眾ㄧ聲聲的佛號， 
ㄧ次次的跪拜中， 能夠洗滌累劫的罪障， 而自己也經由拜懺共修的功德， 能夠種下菩提
種子， 共同步向解脫輪迴之苦。 

  

        拜懺過程， 雖然辛苦， 有時膝蓋及腰都酸痛發熱不已， 然而ㄧ想到在六道中輪轉， 
求出無期的苦， 還有光是想到自己還未接觸佛法前的煩惱執著， 實在是不堪回首， 這點
酸痛， 就不足為苦！感恩這次殊勝共修因緣， 誠心祈願能夠利益有緣及無緣的眾生， 祈
願他們都能離苦得樂， 究竟解脫， 共乘佛道。  

 

                              參加瑜伽燄口的感想                        黃如頡              

 
     在佛門三寶地, 進進退退二、三十年, 以前頂多參加過放大蒙山。 12/13 週六, 從下午
3點到晚上 10點, 第一次參加法鼓山大悲心水陸法會的「瑜珈燄口」及次日下午的「送
聖」。 真不敢相信, 法鼓山五位男眾金剛上師的帶領會有這麼大的攝受力。 透過麥克風, 
法師們渾厚莊嚴的梵唱, 讓我深深感受佛法的傳承必須要靠僧眾。 金剛上師及在場的二百
多位法師的攝受力非比尋常。 真的感覺到這就是佛法的傳承, 而男眾法師的帶領, 似乎比
女眾法師更為攝眾。 法師們帶領四眾弟子共同走進諸佛菩薩的慈悲願海, 召請各類有情無
情的眾生共赴無遮大會。 我同時領會到古德們的慈悲, 編纂這部儀軌的古德們, 因為他們
的慈悲, 所以願力很大,不僅文筆很好，也盡可能的涵概一切, 所有該召請的都請了。 幾回
召請, 包括病死的、冤死的、橫禍的、難產死的、自然壽盡的、各种族裔、各种行業、六
道眾生、咽喉細如針氈的餓鬼, 沒有遺漏任何的眾生。 解除他們的飢餓, 並進而引導他們
趣入菩提。  

 

次日下午的「送聖」儀軌在唱誦進行中, 六字佛號整整念了一個多小時; 這當中有兩
百多位法師引導及有超過七百位菩薩代表, 穿著海青或義工服, 手捧鮮花、供果及牌位, 莊
嚴整齊徐徐地行進, 進入聖壇。 在六字佛號聲中, 不免讓我想起我往生的親人, 帶著些許感
傷, 淚不禁緩緩地流出。 慢慢地專注於念佛之中, 傷感的感覺也離去了, 回歸平靜。 事後
聽說, 一起在網路共修的東單男眾菩薩, 也有好幾人感動得落淚。 

 

在送聖結束後,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提到現場有一萬多人參加。 我們在洛衫磯道場網路
共修共約五十人, 七天的水陸共修共有十五萬人次, 這真是靠三寶的加持, 僧眾的攝受, 及
大眾共修回向匯集的力量, 使我們在海外靠網路共修的人, 也能領受三寶的慈恩。 試想假
如你一人地在家, 靜靜地讀佛經一百回, 能有這樣的感動與攝受嗎? 

 
                                二 O 一四年梁皇寶懺懺悔報告                           李果觀 
 
      一九八六年聽郭惠珍醫生（後來出家，現已往生的道證法師）在「學醫與學佛的演
講」中提到，在兩年腫瘤科執醫過程中，她所遇到的每一位癌症病人， 在聽到自己羅癌
症的第一個反應是「怎麼會是我？」 。為了不傷害病人的感情，她沒有說「怎麼不是
你？」 因為這番晵示，今年八月當醫生告訴我：直腸癌的時候，自己反應平靜。 既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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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因果，對於所發生的狀況，不但是坦然接受，更應該對自己的病情負全責，而要深切檢
討與懺悔。 
 

      經過各種檢測、化療、電療、開刀，在經歷擔憂、恐懼丶罣礙與掙扎時，收到法鼓山
舉辦梁皇寶懺的 email，馬上決定全程參與，為自己所造的惡業，向四恩、累世冤親債
主，以及正常與病變的細胞懺悔。 
  

     六天的拜懺中，提醒自己：每一次拜下要深切懺悔，每一個起身要發願正覺。不要再
有偷機取巧心，既然已是業障深重，僥倖的重罪輕受，更應當懺其前愆，警戒自己勿韜覆
轍。若是還有與諸佛菩薩、冤親債主討價還價、推諉之心，就大錯特錯了。 
  

     感恩法鼓山依正法的拜懺程序，去蕪存菁，去迷信存正覺。感謝總本山、洛杉磯道場
的所有出家僧眾，與執掌法器及唱誦得天衣無縫的法師、悅眾們的帶領。感謝國內外所有
萬行菩薩們的周全護持，而成就了如此圓滿的梁皇寶懺。抱著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信
念。如師父所說：「對世界充滿希望，並有我的祝福與期望。」 
  

       福田班同學會心得                                 鄭月仙 
      
     每次聽到大家讚嘆我，從老遠的 Las Vegas 來道場，就讓我心生慚愧。因為我來只是享
受活動而已，什麼忙也沒幫上。在 12月 20日福田班同學會上，觀賞了精心製作的道場發
展及搬遷的歷史紀錄鏡頭，福田班的法師、師兄師姐們，齊心為之奉獻的時間、體力、腦
力，打造成如今莊嚴的道場。而我因為住的遠，所以真的就是只來坐享其成，同學們的功
德不可沒，真是令人讚嘆!  很高興參加福田班的課程，學到很多。發願把福田班的精神，
更落實在日後當義工的每ㄧ分、每ㄧ秒機會上！ 在此對義工菩薩們的無私奉獻，再次獻上
我無上的敬意。阿彌陀佛！    

 
 
【1 月－2 月活動預告】   

 
禪修 
 

初級禪訓班               
（四堂課） 

1 月 8， 15， 22， 29             
連續四個週四上午 9:30-12 

中級禪訓密集班       
（兩次全天課程） 

1 月 25 日， 2 月 1 日             
早 10 -午 4 

英文精進禪ㄧ  2 月 28 日（六）                     
早 9:30-午 4:30 

以上各項禪修活動將由常住法師親自     
指導授課。  請事先上網報名。                    
報名資格：體系 4 堂初階禪訓班結業
者，才可報名中級禪訓班。  英文禪ㄧ，
是以英語授課。  歡迎曾參加過初階禪訓
班、禪修指引者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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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系列活動 
 

除舊佈新     
出坡禪 

2/17 (二) 下午 1-4 
2/18 (三) 上午 9:30 -11:30 

邀請義工發心，於除夕前一起來道場做環保，
用禪修的方法體驗眼前當下的出坡工作，打掃
外在環境的同時，也在淨化自己的身心，以法
喜迎接光明遠大的一年。 有意者請洽知客處。 

2/19 (四)初一 早 10-12 金剛經誦經祈福共修暨佛前大供 （燈供養） 

2/20(五) 初二 早 10-12 藥師法會暨佛前大供（燈供養） 

2/21(六) 初三 早 11-12 佛前大供 （燈供養） 

祈福法會 

2/22(日) 初四 午 2-4:30 新春大悲懺法會  

書畫 墨寶展 2/19 (四) - 2/27 (五) 10-4  將展出聖嚴法師及繼程法師等的墨寶 

新春供燈 除新春期間佛前大供時信眾可請「三寶燈」供養之外，元月初一到十五尚
有福慧登、光明燈及平安燈等供信眾結緣點燈，增福增慧，祈福平安，光
明遠大。 有意者請 1 月 5 日起洽知客處辦理登記。 

 

三寶燈 信佛學法敬僧，點亮三寶燈，增長無盡慈悲與智慧 

 

福慧燈 修福修慧，讓福慧之燈照亮心中，福慧盈滿 

光明燈 點燃光明之燈，光亮遍照圓滿，帶來一整年的平安幸福 

平安燈 祈福心內寧靜自在，身心平安 

 
佛學課程  

 
 
快樂學佛人  

 

三堂課程， 讓您在輕鬆愉悅的學習中， 成為一位如法的「佛教徒」。 其內
容將增進學佛的興趣與信心，了解皈依三寶的意義， 認識佛門基本禮儀， 認
識法鼓山及學習如何在生活上運用佛法。 歡迎廣邀親朋好友上網報名參加。  
【日期】 1月17、 24、31 連續3個週六  
【時間】 週六早 9 - 午 4:30 
【對象】 1. 剛學佛或有想要學佛   2. 剛皈依或想皈依  3.已有其他宗教信仰， 
                     但想多了解佛教者。 
 

 
聖嚴書院 -  
福田班 

 
 

共十堂一系列完整有次第的培訓課程， 讓您在舉手投足間， 耕耘出智慧慈悲
的福田，發揮自利利人的萬行菩薩精神，ㄧ起共擊大法鼓。 歡迎上網報名 
【日期】2/14， 3/14， 4/18， 5/9， 6/13， 7/11， 8/8， 9/19， 10/17 （每月
一次） 
【時間】週六早 9 - 午 4:30 
【對象】法鼓山義工或有意加入法鼓山擔任義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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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講經 2 月 15 日起，扣除道場大活動外，週日早上 10-12 洛杉磯道場監院果見法師
將逐品為大眾介紹及解說《華嚴經》的重點，預計兩年來圓滿共計 80 卷 39
品的《華嚴經》。此經是漢傳佛教相當重要而殊勝的一部大乘經典，歡迎大
家一起來聽講經開示，詳細的宣講日期，請留意道場網站訊息更新及行事曆
公告。 

聖嚴書院 - 
佛學班  

2 月 24 日（二）起， 佛學班三下共 16 堂的課程，將改到星期二晚上 7-9。 
這學期的內容為自家寶藏 - 如來藏思想，歡迎曾註冊過的學員，繼續上課以
圓滿三年課程。  

 
2 月 8 日（日）早 10 - 午 4                                                                                    
法鼓傳燈日暨法鼓山世界青年會洛杉磯分會成立大會 
 

     為紀念 2009 年 2 月 3 日(農曆元月初九)圓寂的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法鼓山洛杉磯
道場特別於 2 月 8 日舉辦法鼓傳燈日活動，以表達四眾弟子對創辦人的感恩及接續弘揚漢
傳禪佛教的使命。 又因創辦人生前十分重視優秀佛教青年人才的培養，自 1994 年首辦第
一屆大專禪七，「法鼓山大專青年學佛會」等組織陸續成立，1999 年為了組織完整並擴
大服務已經畢業的青年後，故改組為「法鼓山大專青年會」，簡稱「法青會」， 
 
     目前對外正式名稱即「法鼓山世界青年會」。 洛杉磯道場擇法鼓傳燈日將正式成立
在地的法青團隊，接引 18至 35歲的年輕人加入，讓更多中、外青年朋友及早接觸佛
法，並讓新時代的青年瞭解：開發自性內在的心靈的力量，才是生命最珍貴的價值! 團隊
成立之後，將由青年朋友參與規劃設計合適的活動或課程，敬請期待！藉法鼓傳燈日成立
在地法青團隊，也是實踐創辦人重視世界青年佛教人才接引與培養的大願，可謂意義深
遠。 2/8 當天活動內容請留意近期網站活動訊息。 有意加入法青團隊的青年朋友，請洽
知客處留下您的聯繫方式，我們會有專人與您進一步聯繫，或請您於 1/12 起直接上網申
請加入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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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禪期外，星期一至星期五 10:00 AM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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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或請購法鼓文化出版的圖書 (每個月都有新書)  

 

http://www.ddmbala.org/

	     水陸法會心得分享                               Rose Mar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