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加州 

法
鼓
通
訊
雙月刊 

 

第 69 期 

  
2015 年 9 月 1 日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編輯組:  
Alice, Ashley, Paul 

 

本期提要 

 

 * 果慨法師 LA 弘講及 
 培訓 
 

心得分享: 
 

* 梵唄與修行 
* 悅眾成長營 
* 佛教徒的生死觀 
* 懺法心要 
* 精進禪三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一粒微塵 
                                  

我們在禪七中偶爾會用一種修「地觀」的方法，那就是一邊
拜倒在地面上，一邊觀想：看看自己的身體有多大？地的體積有
多大？跟整個大地相比，會發覺自己是多麼地渺小。人，就是這
麼小的一個生命，從整個地球表面的面積作比例，你不過像一個
蠕動著的很小、很小的細菌。你生於此而又將死於此，不僅不能
脫離地球，也不能深入地球的內層或遍歷地球的表面。  

 
      但在平常的意識型態中，每個人都幻想著以為自己很巨大，
很少有人覺得自己很渺小。所以，不作地觀，很難發覺自己原來
是這麼愚癡而渺小。在地球上修地觀，人就很渺小了，再作宇宙
觀，地球於宇宙中，不也只是一粒微塵而已。瞭解到這一層，就
會有自知之明，自能量力，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個偉大的人，就算
全世界的人都公認你偉大，又能大到哪裡去呢？人若能自知渺
小，道心就會生出來。自知所知有限，所佔位置有限，所擁有的
時間有限，既然如此有限，還有什麼丟不開、放不下呢？能有這
樣的感覺，你就會虛懷若谷，謙下敬上，敦睦朋友，就會和道相
應。 

 
因此，我們不必定要在人我曲直之間論高下，比大小，爭

長短；應在道心上多努力，長養慈悲心，顯露智慧心，才是真
正可大可久的豐功偉業。慈悲心是不問族類、怨親平等，所以是
廣大無邊；而智慧心是無我的空性，所以等虛空、遍法界，無窮
無盡，然而這些都是要從平實的修行中開發出來的。 

 
至於修行，必須配合自己既有的福德和智慧，也就是善根；

善根的因緣不足，便不可能得到好環境、遇到好老師。但話說回
來，所謂善根福德具足，主要是指能轉逆境為助緣，使得處處是
道場、人人是貴人，壞環境也成為好環境，都是成就道業的資
糧，如此才是真善根。若雖逢善緣順境卻不知珍惜，這反是薄福
的愚人了。因此對於既有的一切，要以感恩的心情來接受，以安 
住於現實生活環境為基礎，老實踏實地修行，所謂「登高必自
卑，行遠必自邇」。蘭生幽谷，不求名聞而自有名；蓮出污泥，
不拒穢臭而自芳香。修道人當以此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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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活小語】                             候鳥與藤蔓                                       果見                             
 

八月份陪同法鼓文理學院師生參訪了幾所南加州的大學及一些宗教方面修行的中心。
偶爾會看到部份建築物的簷壁下方留有燕群的空巢，彷彿等待著主人回來，再次熱鬧的團
聚。曾有人形容，北美西岸的華人信眾就像「候鳥」一般來來去去，每年總要固定飛回老
家住上一陣子，陪陪在家鄉的親人，與老友敘個舊，再飛回美西繼續工作、生活。 

 
不論移民、依親、因工作或求學需要而旅居海外，在華人社會裡看起來平常不過的候

鳥生活形態，其實也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姑且不論為打拼生活的付出與文化適應的難
度，光是隨時要面對遠方親友老、病、死的無常，往往就會輕易的打亂了原本規律而緊湊
的生活步調，徒增不少新的壓力。隨著即時通訊軟體的功能無遠弗屆，對彼端的牽掛或逃
避恐怕再也無所遁形，心很難不隨之擺盪了起來。然而，時間與距離，並不能切斷所有與
親友之間複雜而緊密的宿世因緣，就如同無形的藤蔓一般。 

  
觀察園子裡幾叢藤蔓的生長過程，的確是會令人訝異的。這看似一一獨立的莖葉，不

消一天的工夫，竟會不知不覺的自動糾葛了起來，彼此互相依靠，也彼此互相綁縛。即便
用手為它們撩撥開，隨風擺盪個幾回，這幾束蔓藤嫩莖又再度相遇、糾結、難捨難分! 我思
忖著，累生累劫以來，我們曾與多少眾生為父母、眷屬、朋友、同事? 又曾與多少眾生為
怨敵、為競爭對象? 人我的因緣太不可思議，如因陀羅網一般，重重無盡地彼此關連著。 

 
錯綜複雜的因緣變化，即便是對一個四、五歲的小孩來說，也一樣無法抗拒。前些日

子，一位年輕的信眾帶著女兒到道場，跟我們短暫的告別，為長期照顧其失智的父親，一
家人決定先搬回台灣，因身份的關係，還是會往返美國。小女孩圓嘟嘟的臉上滿是落寞，
一反原本活潑開朗的個性，無奈的坐在椅子上，三位法師使盡方法逗她開心，她還是悶悶
不樂，不知是為了連日來大人忙著打包東西冷落了她；還是她小小的心靈已知道這次不是
去度假，而是必須離開熟悉的環境、重新開始？這隻小小的候鳥，也要開始她的遷徙旅程
了。 

  
人與人、乃至人與其他眾生的因緣，既如葛藤般的互依又互縛，就讓我們藉著學佛的

力量，引導與你有緣的眾生，一起邁向光明解脫之路，也唯有每個自我學習如何鬆開那不
斷執取、攀緣、依附的嫩芽新葉，才有辦法給彼此更多的自由空間、成為互相成就的增上
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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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禪」遇到「西方華裔青少年」 
                                          － 記 LA 禪文化營外護                                  江果隨 

 
果元法師、演定法師及演正法師，剛好在美國的國慶假日過境 LA，藉此殊勝因緣，我

們舉辦了第ㄧ次的禪文化國際青年禪修營。在內、外護六位法師的帶領下，兩天ㄧ夜，我
們經歷ㄧ場當「西方華裔的青少年」遇到「禪」的奇遇記。    

 
學員當中，大半以上都是道場義工菩薩們家裡的小菩薩，其實也不算太小，也不能算

太大, 就是那個不大不小，卡在中間的年紀，約 17 歲-23 歲之間的 teenager 。平常這幾位義
工菩薩，都非常熱心主動幫忙作這作那，可是活動報到當天，只見他們把小孩 drop off 以
後，大都「立刻走人」，臨時請他們幫忙ㄧ下，卻ㄧ直說不行，ㄧ副深怕「節外生枝」的

事會立刻發生的樣子，離開時對我們的眼神更是充滿「感恩，抱歉，菩薩保祐您們」的複

雜心情。 心想，這些 teenager 可能都是被「善巧方便」勸導來參加活動的。  
 
而三位常住法師則是見到ㄧ個個青少年走進知客處（由其是監院果見法師），可能是

沒看過有那麼多年青人同時來參加活動，臉上的笑容，簡直是可以用「燦爛無比」來形

容！而ㄧ向給人印象是嚴肅不已的果元法師，也像個和藹可親的聖誕老公公，兩位男眾法

師也在兩旁好像隨時準備要幫忙分給大家好吃又好玩的禮物！ 連負責香積的 Michael 師兄
＆素嬌師姊，更是興奮的直說:「不知這些年青人喜不喜歡吃中式的素食？！我們有準備 
homemade 的 pizza 和 pasta  …」  

 
Well，報到開始簽名時， 奇遇記開始 action！ 當外護用英文請這群青少年把手機關

機， 並告知這兩天不能用手機時：「Really? Why?」「 It is a retreat rule to help you 
guys…」「可是阿姨，我媽媽沒有告訴我這樣！我不知道噢！」竟然會講國語，雖然被叫

阿姨時心裡有ㄧ點起伏..但仍然心平氣和說：「Ok，well，at least turn it off，and do not use 
it in the class，show your respect 」「Sure…but I do not know about this rule in advance… 」  

 
接著來ㄧ位上個月剛滿 18 歲的年青人，耳朵塞著耳機聽著 iPod，覺得真厲害，這樣還

可以聽到指示。ㄧㄧ完成簽到手續，最後我這位阿姨實在有點忍不住，就跟他說 retreat 期
間，要把耳機拿下來，他竟然 say yes，然後只拿下ㄧ邊，然後給我ㄧ個微笑！ 

   
接著開始上課，第ㄧ堂是禪宗歷史。 聽著聽著，有學生開始或坐或躺，法師也很慈

悲，並沒有糾正或是生氣，接著幾位青少年開始發問「為什麼要上這個？」下課時，內護

義工直說，美國長大的小孩真是又直接又率真！    
 
到了傍晚時，突然有位學員跑來知客處說:「Could you open the gate，I need to go out to 

buy something 。」「What ? If you need toothbrush， we do have。 」「I need some 
coffee。」「In the kitchen， we do offer coffee there。 」「我不喝那種」「那我拿掛耳式的
給你，越南法式的喔！ 」心想還好，劉師兄那批咖啡還沒過期，可以應急。「對不起我要
喝 Starbucks！我自己開車出去買」「可是同學，不好意思，禪修期間，不能出去啊！」
「我受不了了，真的得喝…」「那可樂 ok 麼？」「好吧！」(心想，所謂「先以欲勾牽, 後
令種佛智」，為了安撫學員的心，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才搞定這事，突然ㄧ通電話進來，請問下ㄧ個 break time 是什麼時候，說要來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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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和小孩的朋友，說小孩中午時ㄧ直 line 說他媽媽騙他，ㄧ點都不好玩，快受不了，要

媽媽立刻來接他，如果不來就是不愛他？ 當下直勸這媽媽，再給自己的小孩和法鼓山ㄧ個

機會，畢竟ㄧ天都還沒完，叫她先念觀音菩薩保佑，同時也先不要回應孩子的請求。放下

電話，寫了字條，直奔禪堂。看到法師們正在教學佛行儀，整個大殿感覺還好啊！尤其是

那幾位小女生，專注學習的模樣，真讓人心生希望！ 而那兩個吵著要回家的男孩，的確有

點心不在此的學著禮佛。常宗法師看了紙條後，回應說找機會讓法師跟這兩位孩子聊聊。 
 
藥石出坡時，看到這兩個小孩，悶悶的，擦個桌子晃了老半天。又忍不住了，於是就

問他們:「你們還好嗎？要不要喝可樂？」「你們不要走啦！走了，我們學員人數會越來越
少，還有不要ㄧ直 line 你媽，你媽好擔心ㄟ。這可樂請你們喝，去知客處看法師在不在，

可以跟法師說說你們的想法… 」心想演定法師和演正法師應該會在知客處吧！   
 
到知客處，看到了令我感動不已的畫面： 兩位正值 18 歲的年青人，正坐著向法師們

說出他們為什麼想離開的原因，同時建議應該怎麼作，才會吸引年青人。….法師們ㄧ邊專

注的聆聽，ㄧ邊謝謝這兩位青少年的建議，不知是不是傍晚的夕陽撒進知客處的原因，覺

的當時的氛圍真是溫馨，又也許是因為兩個不大不小的青少年，ㄧ下子用簡單的中文，ㄧ

下子又跳回流利的英文，在監院等幾位法師的鼓勵與包容中，彷彿一場跨世代的對談，我

也因此見到法師們度化眾生的慈悲心，還有老實修行者的無我開放的態度。 
 
就這樣，隔天的活動內容與方式也因此作了些調整，增加許多分享的部分，監院法師

還特別請值班義工來道場的途中買些 ice cream 慰勞這些學員，香積也加做了可口的 pie，
這些的調整中，看到法師們除了願意傾聽外，真的不執著，真的願意調整改變，從法師們
的行儀，我看到了漢傳禪佛教的「寬容」、「善巧」與「開放的心量」，套句年青人常說
的「cool」，也因為法師們的傾聽與調整，這幾位青少年的心，安住下來了！ 最後的心得
分享中，連那位始終都掛著耳機的青少年，也終於放下另ㄧ邊的耳機，學習聽別人說話，
甚至也站起來跟大家分享！ 這改變，應該是他從法師們身上學習到的吧－看到法師願意傾
聽別人，而不是ㄧ味的執著原先的教法，當「禪」遇到「西方華裔青少年」，我看見希望
與未來，包容與不執著, 和諧與共存。 

 
課程結束後，陸續收到這幾個孩子的分享，摘錄以下： 
 

回饋 1：認為最讚的事： 
1. 感謝給我可樂，阿彌陀佛！  
2. 感謝對我們尊重，有錯總是在私下告知，阿彌陀佛！  
3. 照相分享的課程我喜歡，阿彌陀佛！  
4. 早晚課程，讓我很好奇! 想知道 What and Why? 阿彌陀佛！  
 
回饋 2 
 

I liked the whole system of being able to calm the body down frequently。  
 

I really enjoyed the stretching and the different forms of meditation and the variety of methods that 
were provided。  
 

I liked the second day because of a good balance between being able to calm down and also have 
some fun with the pictures and carrying the bowl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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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3 
 

What I appreciated the most was the step-by-step guidance by Fashi on the basics of meditating，
such as the various sitting positions。  
 

Personally，I found the exercises，stretching, and lecture on sleeping well the most applicable to 
my own life。The retreat as a whole was a much-needed break，and serves as an example of how 
to live life。 Eating healthy vegetarian food，being mindful of our actions，stretching our 
bodies，sleeping well and waking up early－these are all practices that the youth culture needs to 
adopt。  
 

During break time，I strolled over to the main office，where I found a few pamphlets in English 
written by Master Sheng Yen。My favorite: The Buddha Mind, Universe，and Awakening。As a 
student studying science, it was thoroughly inspiring to read the dialogue between astronaut Edgar 
Mitchell and Master Sheng Yen，and it was the first conversation that I've read of this nature。 I 
found myself wan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Buddhism and Master Sheng Yen's insights。  
 

Although I personally thought the retreat was a fun experience，I noticed that a few others weren't 
having as great of a time as I was。Thank you all once again for all the hard work that was put 
into this retreat。The camp wa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I learned so much in just two days 
and hope to continue learning more。Amituofo! 
  
回饋 4  

 

昨天下午抱著一個忐忑的心情去接女兒，由衷的希望她能在這兩天有所收穫,（看來自
己也沒有持著平常心...）在知客處聽到法師說，看得出女兒很容易專注，學習能力很快，
頓時讓我放下了一塊大石頭。 

  
在報名前和女兒提起時，她並沒有排斥但也沒有很興奮或期待。畢竟禪修是講修心，

也不想勉強她。只告訴她，在這兩天的課程如果感覺無聊，不要排斥，試著心平氣和琢磨
課程想傳達的訊息與意義。 

  
離開道場， ㄧ上車後就問她的感想，她回答這兩天的活動比她想像中的感覺要好（當

時我覺得我好像中了頭彩！）她說她最喜歡stretching  session，那讓她感覺很放鬆。快步經
行的時候她感覺很有趣，想要笑出來，但她明白要莊重。只是太早起，但她把工作做完後
回去睡了個回籠覺，所以也還好。 

 
我最驚訝的是她說：媽媽，還好我們靜坐最多沒超過30分鐘耶。她說靜坐時她試著專

注自己的呼吸，有想法時也盡量回到方法，整體的感覺很好，我也感覺到她的言行，柔軟
了很多。 

  
女兒在過去的這幾個月裡，為了要念哪ㄧ所大學，跟先生有不同的看法，家裡天天處

著緊張氣氛，讓我每天都得找機會練習師父的心五四。聽完她的分享，我告訴女兒，她的

禪修心得比她去任何的名校都要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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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夏雲水三千」 記果慨法師七月ＬＡ行 

 

    
 
鄭常影 （法會組組長） 

 
這次果慨法師分享的「梵唄與修行」的課程，真讓當了好幾年執掌法器悅眾的我，何

止是獲益良多，更有當頭棒喝的感覺。因為上課時間只有兩個小時，且來上課的大部份是
內部悅眾菩薩，所以法師直接就把話題重點放在修行層面上。「梵唄不能被當成音樂來理
解」，法師很認真的說，「它不是只用嘴巴唱唱，手打打法器就算，真正的梵唄是要用止
息妄念的清淨的心去唱」，因為「梵」在印度話是「清淨」之意。止息了妄念，心就清
淨，心清淨人就會安定，所以說梵唄是有修定的功能。若悅眾老是念頭很多，又很在意自
我表現的話，就沒法真正唱出梵音，也沒法真正的在打法器。悅眾是要帶領大眾的，若悅
眾能夠用清淨安定的聲音來唱頌，法器又打得專注和諧，這樣才能讓法會有「以法相會」
和「內修外弘」的功能，這種氛圍才能感染大眾，令大眾法喜充滿，所以悅眾要有禪修功
夫。法師告訴我們「用禪修的方法做法會是法鼓山獨有的。」這一刻我明白到為什麼我在
總本山，參加水陸法會時有一種很被攝受又非常法喜充滿的感覺。當下決定下課回家後，
立即上網報名即將舉行的禪三活動。 

 
法師接著與我們說「理與事」，「理」是道理，「事」是現象，一切現象都有它背後

的道理。當悅眾的「理」就是好好的領眾與和眾, 只罣礙著個人的表現是「事」; 又比如說
午供時用的飯，「理」就是供養三寶，那碗飯該是裝成圓的或是平的是「事」; 又比如來法
鼓山做義工，「理」是奉獻自已，把自已供養給三寶，若計較要做多少或要做什麼就是
「事」。法師舉這些例子是要我們學會用「理」去作事，若不去看「理」而只執著在
「事」上的各種現象，就很容易有人、 我、是非的煩惱。這樣說，法師跟我們上這堂課是
「事」, 背後的「理」是教育和弘法。本來覺得課程有點短，可是我這不就是執著在「事」
上了嗎?  重點是「理」， 我們都有被教育到，知道原來「梵唄」與禪修是息息相關的。 
在這堂課之後，我明白了什麼是真真的梵唄，學會了如何當一個稱職的悅眾。 

 
倪果總  （引禮組組長） 

 
法師以「梵唄」的次第帶進「默照禪修」的方法。這是我第ㄧ次聽到如此的說法！ 以

往只知道佛法有修學次第，禪修有修學次第，端沒想到就連梵唄也講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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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引用《法華經》中的文句「梵音微妙，令人樂聞」來說明，如果能以發自內心的 
梵音聲，如法地奉誦佛號、經文或持咒，就能有自利利他的利益。梵唄，不只是光會哇啦
哇啦的唱，而是要用默照的修行方法，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在唱誦，並且在唱誦時，要檢
查自己的身心是否放鬆，就如同打坐時，從「散亂心」到「集中心」，到「統一心」，再
到「無心」的過程。而執掌法器者，稱為「悅眾」，也稱為「領眾」，倒不是因為自己可
以先起腔，或是唱的聲音高就是在領眾，而是在法會過程中要能去配合大家，成為「和
眾」的人。在這當中並無自我， 是要放掉自我，如此才能以禪修的方法辦好法會。法師還
說，「我們自己是沒有能力的，惟有放下自我，請求三寶、佛菩薩的加持，才能成事。」
非常非常認同法師所說的，除了自己心的力量要夠大之外，更是需要佛力加持！ 

 
最令我震撼的是，法師由梵唄修行法門引申到另一條修行路 － 萬行菩薩的義工修行。

法師說，當義工，不是做長工，而是一種無我的修行。換句話說，當我們雙腳踏進了法鼓
山的山門，是要用佛法的觀念與方法學習放下自我。因此法師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
麼，如果還把道場外的習氣帶進來，跟法師要求這個， 討價還價那個，或是挑揀工作的輕
重，那就得考慮自己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有人想要當義工，往往找不到契合的地方；或是有諸多牽絆，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法師引用佛遺教經中的「置心一處，無事不辦」告訴我們，修行過程不是沒有「境」就算
是好，而是在遇到「境」時，自己能有多少能力不被這種「境」給影響。如果確知當義工
是ㄧ種實際練習「放下自我」，那麼自然就跟作長工不ㄧ樣！  

 
覺得自己很幸福！不但沒有錯過果慨法師的弘講，還從中獲得莫大的助益及感動！感

恩常住法師護念大家的這份用心，在果慨法師緊湊的行程中，還特別安排了一個整天不對
外的成長營來提起義工們的正念，增長義工們的道心。 

 
佛法這麼好！能奉獻自己多麼好！為此，我殷殷地向佛菩薩祈求，「滾滾紅塵俗事

多， 再忙，一個月至少一次的將自己從忙碌中抽離，把自己供養出來，當我有軟弱的時
候，請讓我仰仗佛菩薩的名號，心力增強！並能堅定地跟著師父的腳步，行走在菩薩道
上，承接鼓槌，續擊法鼓。」 

 
陳偉豪（福田班班長） 

 
接在法器組培訓課程之後，週六ㄧ整天，果慨法師對道場更多的悅眾菩薩，進行了ㄧ

場「悅眾成長營」。對我來說，整堂課就好像是一個「感性的旅程」。尤其是課程結束
後，發現在法鼓山「待」了快六年，還好不至於白吃六年的飯，信心及精進心加強許多，
也更清楚自己學佛的位置及方向。 

 
果概法師帶出「飲水思源」的環節，分享聖嚴師父與他的師父東初老和尚的互動，法

師自己與師父的互動，令我更加珍惜及欣賞法鼓山這套學習「法」的方式。另外像法師所
說，覺察到「苦」是件好事，表示自己想要提昇。法師讓大家清楚明白「道場存在的目
的」，說明道場像一個充電站，法鼓山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帶進法鼓山來，因爲不是每一個

人都能有這麼好的因緣到法鼓山接觸這個「法」。所以當我們在道場學習、練習及充電
後，要將自己變成一座小法鼓山，回到生活工作中幫助周遭的人離苦得樂，在幫助的過程
中，自己也因此提昇。這就是師父法鼓山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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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引用了ㄧ段 Youtube 影片,  是久石讓與九位大提琴家演奏宮崎駿「龍貓」。 看影
片後，法師要各組分享我們聽到什麼、看到什麼、感覺到什麼？法師經由這音樂短片告訴
我們，在法鼓山當義工，要以「法」作為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會感覺到和諧、快樂、團
隊精神、富足、想飛等等感受。就像法師分享她觀察我們在中午出坡時的認真，就像在演
奏一段樂曲般既分工又和諧。 

 
接著法師以「一滴水」作比喻，說個人是沒有力量，大海也不缺你這一滴水。 令我回

想自己這六年的歷程。剛進入法鼓山，帶著很大的「我」進來，有意無意地告訴別人我是
學會計的，有工商管理碩士，是經理等等，對很多事看不順眼。但正如法師的分享，其實
那時候我人生的步伐，踏著的每一步其實都是空的。從常常被Ashley，Johnson 派去打掃
洗手間，當搬運工人，場佈的「粗重」及「無聊」工作，及開始參加道場各式各樣的活
動。由熱心地跟周遭的人說佛法有多麼好，你要來學，卻沒有多少人有興趣。到覺察到自
己的心變得很柔軟，身邊的人都好奇我的改變，以及我對他們的態度改變。這正是法師所
用的比喻，在道場充電後，把自己帶回「現實」生活(大海)中，感化自己，感動別人，作個
小法鼓山幫助別人離苦，自己也能離苦。所以這六年下來，人生的步伐踏實多了! 也從中體
會到這就是師父的弘願 「盡形壽學佛法，護持佛法，弘揚佛法。度眾生，為我們這個娑婆
世界成就人間淨土而努力」。 

 
林麗君 (交通組組長) 

 
成長課程中有次分組討論時，有位師姐分享之前從新加坡搬到芝加哥時，因為經常下

雪，沒辦法外去，只好在家裡上網 Youtube 看師父和其他法師的開示，很努力的學習。後
來兒子來 LA工作，發現這裡有法鼓山的道場，兒子鼓勵她搬來ＬＡ同住，好讓她經常親
近道場。我聽完之後，體會到甚麼是「佛法難聞」，別人是付出多少的努力才能親近道
場，才能薰習，才能當義工。以前道場要找人當義工，我有時候很想偷懶，但又會想，這
一次不做的話，以後不一定有機會再讓我付出，付出機會也是因緣，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
種福報可以種福田。有一些人可能因身體苦痛或是工作繁重到連機會都沒有！ 沒有機會種
福田，怎樣修福呢？我們修行不僅要有慧根，也要有福德，有好因緣才能種福田，有福報
才有好因緣修行，有好因緣修行才能福慧雙修。自己經常想，每次禪七機會，我都要珍
惜。因為有連續七天的因緣，實在不容易，就算不用上班的人，也不一定有福報這樣修
行。禪七跟水陸法會都是我這幾年特別珍惜的活動，對我來說這兩個活動都是可以清淨身
心的活動。在此感恩每一位協助道場的法師和義工們。謝謝您們讓我有機會修福又修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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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玲．Ashley  (文宣組) 

 
「因緣有，要努力，自性空，不執著」 記果慨法師兩場對外演講： 

 
7月19日，LA氣象報告ㄧ直發佈「暴風雨快報」，要大家多小心，因為只要ㄧ下雨，

ＬＡ的居民，就變得不會開車，連高速公路上的意外也會特別多。可是因為今年LA陽光過
盛，嚴重乾旱，所以大家又非常期盼這場大雨，就在這整個大洛杉磯籠罩在 「山雨欲來」

的悶熱天氣裡，道場來了將近130位信眾，為的就是聆聽果慨法師為大家分享的「佛教徒的

生與死」跟「懺法心要」兩場演講。 
 
法師以「生法就是死法」，「要知道如何的死，就要知道如何的生」帶入演講主題

「佛教徒的生死觀」。果概法師以自己親身故事 － 她的老菩薩的往生經過，來見證佛的
慈悲與佛法無邊的力量，來穿越生與死。法師為了讓當時與老菩薩的對話，能原汁原味的
呈現，而用台語來說，並麻煩若有聽不懂者，請旁聽的人翻譯一下。忽然間，整個大殿內
很像聯合國開會的氣氛，現場同步翻譯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都有。大家笑聲不斷，當時
有點驚訝，法師會以輕鬆詼諧的方式來闡述這「生命話題」。可是當笑聲未歇時，法師話
鋒急轉直下，隨即以嚴肅的語氣問我們: 「如果今天是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你會打算怎
麼過？」，「你最愛的人即將離世，你知道他心中的大石頭(遺憾)是什麼嗎？」 

 
忽然間笑聲變成一片安靜，彷佛法師給我們當頭棒喝，要我們「醒」過來！ 法師提醒

惟有平時有準備面對這必來的ㄧ天，才不會到時候亂無方寸。要常用「死亡冥想」的練習
學會珍惜、感謝與懺悔。生與死之間的大小石頭，不用等到最後再來搬，也可能搬不完。
將每一天都當成是最後一天，該感謝或該懺悔的要立即去做。最後法師以聖嚴師父的話
「因緣有，要努力。自性空，不執著」來祝福與勉勵大家。 

 
下午的「懺法心要」，法師則是分享拜懺不是只有懺悔自己的錯誤，祈求原諒，更重

要的是發下「不再犯錯」的願。懺悔了，並不表示所做的業、債就沒了。法師舉例說：譬
如向別人偷了兩百元，並不是你跟那個人說抱歉請他原諒就不用還了。還是要還，但因為
承認及向對方懺悔過錯，可讓自己有機會再累積更多的資糧去還。而這累積就是要藉由拜
懺，誠心求懺悔，並發願不再犯來達成。法師同時勉勵大家不要只求「人天福報的願」，
要發更大的「自利利人」的菩薩行願。 

 
「要讓自己的心有力量」，法師強調：心有力量，就有勇氣認錯懺悔，就不會被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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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牽。「生法就是死法」活著時清清楚楚的知道每一當下，心不散亂，當遇到生活的轉折
點或生死大事時，心就有力量去面對，並深信有三寶加持。就如法師所說的，明確知道自
己的方向在哪裏，這生死一線馬上就跨過去了。 

 
悶熱了一整天，到傍晚終於下雨了！原本以為果慨法師的演講，會有很多沈重的內

容，沒想到多是清楚明確，簡單扼要的點出直指人心的重點，更重要的是法師點出每個人
對於自己的生死，原來是可以有自主性的。法師的兩場演講，讓我們看見自己修行的力
量。法師的演講主題，就像這ㄧ場大雨，不習慣，確是很重要，真心感恩果慨法師！  

 
林淑德 （文宣組） 

 
當天下午，果慨法師分享「懺法心要」。法師分享她有一次她當梁皇寶懺的監香，在

拜完顯果報的第五懺後，發現信眾只為唱誦悅耳的小調而歡喜，卻完全不明白那天拜懺的
意義，因而發心從此若有機會要常在道場講課，讓更多信眾知道懺法的重心何在。 

 
法師的分享，讓我才曉得我們心中常常有股力量，障礙著自己，去說不想說的話，做

不想做的事，或是做錯事、說錯話，卻說不出向對方懺悔的話。這都是因為「心的力量不
夠」，以至於心不能自主，讓業力一直推著自己，身不由己的受到環境影響，心遇到境界
而連結產生煩惱。 

 
幸好，當我們明白之後，想要改善這個情況，有佛法教給我們方法 － 懺悔。「懺」是

止斷未來非，儘量避免將來再犯同樣的錯誤。「悔」是恥心於往犯，真心的為自己的過錯
感到羞恥、抱歉。能夠「懺悔」，表示我們有覺察自己言行的能力，能夠先發現自己心中
的不清淨，也會自我反省。當我們真心對己對人懺悔之後，就會把心中累積的垃圾清除，
使身心如釋重負，輕鬆愉快。心也變得較為清淨，可以增強心的力量。清淨的心，是有力
量的心，可以在遇到情況發生時，使心能脫離環境，不受影響，不會有情緒化的反應，不
會造不好的業力，避免將來受到不好的果報。佛教的拜懺法會，如大悲懺、水懺、梁皇寶
懺，更能進一步的幫助我們去除業障。每天晚上入睡前，若能反省自己一天的言行，今日
就懺悔，清除懊悔。那麼明日就能重新開始，過更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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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三一夏   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    蘇雅玲                       
 

早在 1995 年左右就在農禪寺參加過禪一，但後來並沒有持續打坐。直到兩三年前， 
重新在 LA 道場上初級、中級禪訓班，才真正把打坐納入我每天的生活。早晚兩次打坐，
對我而言，是每天睡眠以外的充電時刻，讓我能精神飽滿的去面對一天的工作，並在下班
後洗滌一天下來的疲憊與人事紛擾後，得到片刻的寧靜，有時還會有意想不到的靈光乍
現。 

 

曾經參加過幾次 LA 道場辦的禪一和禪二，一兩天坐下來常是腿痛和昏沉，所以要報
名「精進禪三」前有點膽怯，再加上之前連續三個週末都有事忙，沒好好理家，因而猶豫
不決， 一拖再拖，但因為想參加九月份的禪七，得先體驗捱不捱得過禪三，如果禪三都捱
不過，那禪七就更別說了。也因為很久沒好好休息了，內心有種渴求，覺得實在需要拋下
一切，讓自己的身心放鬆一下。 

 
報名禪三後，同修說我好好的日子不過，沒事跑去坐三天做什麼？說我有糖尿病，這

樣整天坐著怎麼行呢？而禪三審核結果遲遲不下來，我就心想，報不報得成就隨順因緣
吧，都怪我猶豫不決拖到那麼晚才報名，幸好在禪三的前幾天被通知報上了。 

  
平時就有晚睡的習慣，前一天因為打包還拖到凌晨一點才睡，為了不再昏沉，我帶了

茶包，所以這三天打坐，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坐沒多久就打瞌睡了。但結果是清清醒醒的感
受到腰痠腿痛。第一天從一開始的坐了一陣子才開始腿痛，到後來的一入坐沒多久就腿痛
到不行。當天晚上還因為從髖部痛到腿(像坐骨神經痛) ，加上睡在硬的木板床上，輾轉反
側睡得很不安穩。好不容易終於發現床底下有床墊可鋪在木板床上才安穩的睡了一下下，
卻一大早天還沒亮，在又是狗叫聲，又是沖澡漱洗聲中被吵醒，以至於凌晨四點多醒來就
沒再睡了，因為五點半就得到禪堂報到呢。 

  
第二天的打坐依然腿痛到不行，以至於打坐中妄念不斷，暗想我這是何苦來哉，放著

在家悠哉悠哉的日子不過，來這裡受罪做什麼呢？晚上睡不安穩，打坐又那麼辛苦，盼望
著引罄聲響讓我解脫。幸好後來常宗法師在開示中，教我們拜佛，讓自己的心柔軟與謙
卑，並重溫好好的從頭到腳放鬆的方法與重要性。之前我因為平時打坐慣了，自認很容易
放鬆，往往一上坐，深呼吸三次就開始數息，沒有徹底的有意識的讓全身肌肉放鬆。法師
教我們先去感覺皮膚，再去體會身體放鬆、在下沉的感覺。「把身體交給蒲團，把心交給
方法，把生命交給護法龍天」，還有什麼好怕的呢？又教我們試著用數息、隨息以外的方
法，用默照方法清楚的去體會打坐時身體的感覺。用了這些方法以後，我發覺雖然腿仍會
痛，但似乎漸漸沒那麼明顯了，至少心不會因為痛而那麼煩躁不安。因為我把注意力放到
全身，而不再被腿痛完全牽動著。 

 
尤其到第三天，可謂漸入佳境，下午最後的一柱香，我著著實實的感覺到，全身被一

股溫暖安詳的感覺籠罩著，全身每個細胞好像打開了般的清爽輕鬆，讓我就安住在裏頭，
到最後好像就只剩下意識。三天下來，可謂倒吃甘蔗，先苦後甘。也沒想到打坐三天，對
我這糖尿病患竟有幫助，第二天早上我的血糖比平時好，回家後數天，早上的空腹血糖還
很正常，原來頭皮常發癢的症狀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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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禪三整體作息安排，都很用心週到。禪三期間禁語，一報到手機就被收起來，不
能進知客室閱讀書報，目的是要讓我們收攝身心，把注意力由外面拉回到自己身上。五點
打板起床，十點熄燈入睡。早上漱洗後，到大殿先做八式動禪，舒展身體才開始打坐。午
飯後出坡，打坐之間搭配經行，有師兄帶領的瑜珈伸展運動，還有早晚課，不僅僅是打
坐，行住坐臥中處處都是禪修。 

  
這三天的精進禪三，靠許多的因緣合和才能圓滿完成，要感恩的太多，這麼好的道場， 

常宗法師的帶領，內外護的護持義工。特別要感謝香積組用心準備的三餐，以及負責灌洗室
清洗的學員，大家都在休息了，他們還時不時辛苦的在清洗浴室廁所和盥洗台。還有所有學
員出坡時，都很專注負責的在做他們份內的工作，群策群力的維持整個道場的整潔與運作，
都是美好的經驗。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睡到半夜，被禪三之後繞樑餘音似是大悲咒的誦經聲與輕輕的兩
聲叩門聲喚醒 (當時並沒真的有人在敲房門) ，一看鐘是凌晨 3 點 20 分，感覺到心慌似低血
糖的症狀，一量血糖才 67，趕緊去吃糖和點心。想到法師開示時說的「把生命交給護法龍
天」，當時我還半信半疑真的有護法龍天嗎? 那天晚上我真的相信了! 內心充滿了感激與感
動!  
 
分享之二    林麗君 

 

這次參加精進禪三，感覺和都市禪三不一樣。因為住在道場，所以整個身心更能夠全
心投入！ 這次整個流程上的安排，物品的提供，經行的過程都非常好。而且出坡完之後， 

  
還有時間洗澡、睡覺，不像以前那麼趕，所以整個禪三覺得非常舒服。 
 

經行時很舒服流暢，最後ㄧ次，快的走中間，慢的走外圈。方塊墊堆在中間，四個角
落各有三個蒲團，清清楚楚的分開快圈、慢圈，在這乾淨清楚的氛圍裡，跑的很舒暢。 

 
第二天常宗法師的開示非常受用，打坐時，總覺得方法用不上，後經常宗法師的提

醒，才知道原來是自己坐得有點懶散。再次調整好自己，用上心，感覺好多了。第三天的
小參，更清楚知道原來只管打坐的「觀」全身，應該是在「默」的時候自然觀到全身，不
用刻意去觀，它自然會出現。經由小參才發現原來自己ㄧ直做錯，感恩法師的教導。 

 
感謝禪三的內外護，還有香積組準備美味可口的食物。我個人覺得L.A.道場的禪修活

動辦得越來越好，也感恩每一位參加的學員同伴，有你們，我們才可以共同成長。最後感
恩佛菩薩以及一切眾生，一起成就這一次的禪三。謝謝！ 

 
分享之三    蓮子芯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道場的精進禪修， 那種氛圍極為有趣，整個白天我都處於興奮之
中。沒想到果見法師帶領眾多義工在知客處重兵把守，先是手機上繳代為保管， 然後就開
始禁語，最後連停車場也被封鎖。結果是大家明明都認識甚至很熟，卻要 當成形同陌路。
於是除了在大殿打坐時間外，只見一個個的在規定範圍內漫無目的的悶頭四處閒遊，表面
看上去有點像是大牢裏的犯人在放風。可我心裏猜想著，等此生結束到另一個世界，人生
地不熟的，是不是也是這般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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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當法師宣布每一支香都是四十分鐘時，我心裏多少有些失望！才四十分鐘？毫
無難度！ 晚上法師傳授了拜佛的省力方法，我第一次輕鬆流暢的拜了近一百拜。其實別的
法師以前也都教過，但不知為什麽這次我才聽入了心。這多少跟平時我總是看見常宗法師
獨自一人在安靜的拜佛所產生的敬佩之心是有關的，相信這就是身教的影響力。 

 
晚課結束後，本以為展現我禪修功力的時候到了，可現實與理想真是有差距。學員的

宿舍全在二樓，高處不勝寒，沒想到夜裏的風是那麼的冷，沒想到道場宿舍是四人一間大
通鋪，更沒想到本來是不打呼的人住一間，卻有人三更半夜突然打起呼來。好不容易熬到
三、四點，剛有點睏意， 卻被狗叫給強行吵醒。 想像中道場的清晨應該是環繞在鐘鼓磬聲
之中的 ，詩句裏不是寫到「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嗎?  沒提到有狗叫呀 ? 

   
人是被狗給吵醒的，可想打坐的效果不會好到哪兒去的。第二天上午我依舊維持著絕

不放腿的僅存功力，但畢竟昨晚整夜沒睡，到了下午那一支香終於扛不住了，我想法師的
計時器一定是睡著了，四十分鐘哪有那麽長?  感覺兩個小時都不只。 終於熬過晚上藥石、
出坡、上樓梳洗完剛回屋，遠處就傳來賣冰淇淋車的愉快旋律，同時夾雜著一陣高低不齊
的狗狂吠聲，心想居然敢擾我道人心 !  

 
正是夕陽斜照時分，揭開窗簾時我根本顧不上欣賞陽光湧入屋內的那份愜意，透過窗

戶直朝狗叫方向望去，我頓時被眼前的景象所震住了！就在與我們道場一牆之隔的地方，
居然是一片狼籍，四處堆滿了破舊汽車和髒兮兮的垃圾箱，更沒想到狂吠的是好幾隻德國
大狼狗，但絲毫沒看到傳說中高貴名狗應有的威風和霸氣，反而是一種困頓和無奈。來道
場我完全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度短假的心態，可現在看到一牆之隔的這般慘象，自己情緒 
 
就像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不知為什麼我把眼前的一切，很自然的同殘酷的現實聯想一起， 
想想再過一天，自己終究也是要離開道場回去面對現實生活。許許多多剪不斷，理更亂的
事還沒處理，再想想自己這兩天的禪修的結果，尤其是沒有看到絲毫的長進，真的開始懷
疑自己是不是在不務正業？ 越想心越亂，懷揣著這樣的心情，記不起晚上自己是如何步入
大殿， 只記得殿裏殿外異常的寂靜，沈悶到令人窒息。 

 
雖然法師們是那麼的年輕， 但畢竟經過了常年修行，她們舉手投足間無不散發著出家

人特有的從容與淡定。 只要法師在，就立刻能讓人明白到什麼是攝受力。法師坐在講經臺
上，還沒開口說一個字，我就深深的被那份威儀所震撼。 法師晚上的開示，是禪修活動中
我最喜歡的部分，尤其是這一段時間，學員可以隨意席地而坐。這是最後一次的開示，就
算是法師有再多大的神力，能扭轉我這大勢已去的乾坤嗎?  我表示十二萬分的懷疑，畢竟
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已逝去。 

 
其實我本來對禪三就沒抱太大的希望，因為都說即便是跟著老法師打禪七，前三天也

只是讓腿適應，後面才會上正軌出效果。所以如果有選擇，我是不會來參加禪三的。但又
怕以後有了禪七，自己又沒有那份福報怎麼辦？最怕的是，萬一哪一天總本山突然要把我
們的三位法師調走怎麼辦？不能給自己留任何後悔的機會，有機緣就要珍惜，能打一次算
一次。哈哈！這居然是自己來打禪三的初發心。法師一定已經感受到今天大殿裏這不同尋
常的氣氛，寂靜中夾雜著不少的疲憊和說不出的東西。 整個大殿彷彿四處都飄蕩著那ㄧ串
熟悉的偈語：「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 久久的迴盪， 不絕於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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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法師依舊如昨，先是慈悲的關懷大家一天的修行以及生活狀況，然後展開和風
細語的開示。原來已經有學員去法師那裏訴苦，腿太疼、床太硬、呼嚕聲太吵，甚至連牆
外狗狗的種種狀況也無一疏漏，彷彿回到幼兒園大班。我真為纖弱的年輕法師心中捏把
汗，面對如此現實存在的俗事，法師如果不能為大家把問題擺平， 如何下得了今天的講經
臺啊？ 法師溫文輕聲道出大眾以上的苦水，於是大殿一片寂靜，大家摒住呼吸，靜待法師
的錦囊妙計。只聽法師很慈祥略帶幾分無奈的說了一句：「看來大家都太愛惜和放不下自
己的這個色身啦! 」一語落下，我頓時羞愧難當，才意識到禪三的確不是在度假。  

 
然後法師分享了她曾經連續數日睡不著，放不下大病一場的經歷。整個開示中法師隻

字未提時間不多了，只剩一天可精進。法師在講自己因大病一場而心態改變時，我還在想
只有一天了，要大病一場的機率著實不高。法師一再強調「禪法」就是「心法」，所以我
們應該在心念上下功夫，「心態的調整」才是用功的重點。 要放鬆、要讓自己的心柔軟，
法師的開示是要我們學會善用自己的色身去修行，正確的認識「苦」才能找到修行的著力
點，只有關乎到生死，人才會有驅動力去用功，去放下。  

 
反思自己當前苦的就是腿痛嘛，指望它當做著力點嗎?  腿痛時是根本沒有心思精力去

用方法，更談不上所謂的生起正念。這樣的思路，讓我想起道場常在「大事關懷」教育中
提到的場景，人在臨命終時，因為病痛的折磨，不經訓練或沒有人助念是跟本提不起正
念，念不出佛號的。那我就用腿痛當成是自己臨終的痛，把數息當成是自己的正念。太棒
啦！就是它啦！多好用的方法，這就是我臨命終的訓練，難道這就是前一陣果慨法師講的
「要用正確的方法去觀察苦」 嗎?  難怪法師還說要我們學會感恩煩惱。嗯，懂啦 !  

 
想通了就放下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別的安穩。原來打呼嚕的人沒再打呼了，就連牆外

的狗狗竟然也安靜到天亮。難道隔牆有耳嗎？它們也有聽到開示嗎 ？早上起來感覺自己心
情是平和與從容，好像就連整個道場的空氣都顯得格外的清新，淡定。每一位步入大殿的
學員都清楚明白，今天的每一支香將是何等的珍貴，容不得絲毫懈怠。用完午齋後的最後
一支香，法師依舊沒有任何叮囑和期許的話語，如常的敲響三聲木魚就代表了上坐的號
令。大家都領悟到了它深刻的義涵。「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我提前一支香的時間進的大殿，謹記著法師的三句囑托: 「把身體交給蒲團，把心交給方
法，把命交給護法龍天。」 此法屢試不爽， 我甚至都奇怪，前兩天滿腦子那些趕都趕不走
的妄念，都躲到哪裏去了? 雖然腿不時還會疼，但一旦發生，我就把它視為臨命終時的自
己，大勢已去就放下、放鬆，趕快用方法，畢竟上正道才是最要緊的事。真的很有用，但
我沒敢笑出聲來，怕出了聲我的方法就跑了，畢竟是新手，方法還需要好好演練。突然三
聲清脆的引磬聲響徹整個大殿，敲出的是佛恩浩大，是學員對法師們和道場的感恩， 也是
對這三天禪修生活的不捨。禪三結束了，我的心還在道上。反觀這次的禪三前後因緣，不
禁心中唏噓不已。又一次想起果舫法師說過的一句話: 「有時候我們不要太過堅持自己」。  

                                                              
1. 如果我堅持認為只有禪七才能學到東西，那我就會錯過這次禪三。  
2. 如果我堅持只跟著果字輩的法師打禪，那我就會失去這次禪三。  
3. 如果不是受到三天法師們完整的早晚課誦薰習，那我到現在還是聽不出它的法喜。 
4. 如果我沒有參加這次禪三，不知我將還要荒廢掉多少生活中的磨難。  
5. 如果我錯過了這次禪三，不知何時才能明白拜佛其實跟放下有關。 
6. 如果我堅持自己的堅持，不知我還要錯過多少，無分別心所帶來的浩瀚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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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三日奔鼓山，尋師訪道為寶禪，法師慈悲示明路，山中之寶即如來，自家寶藏業裏
參。 

 
分享之四    洪祖祺                                                                           

 

多位師兄姊鼓勵我寫這次禪三的感想，本來不太敢寫，因所學尚淺，怕會誤導大眾，
但小組分享及與幾位師兄姊討論中，竟發覺也有不少人有同感，所以就鼓起勇氣嚐試分享
這三天「精進」的感想。 

 
可以感受到法師們很用心規劃這三天的活動，動靜皆有。感覺每一支香約 40-50分

鐘 ，接下來的按摩、動禪、經行是我最喜歡、也最享受的時刻。有學員反映全身按摩、放
鬆筋骨的時間太短，我也很有同感。午休時間很夠、可養足精神補足睡眠，晚餐後之沐浴
和飯後經行時間也很充足、有益身體健康、也可放鬆一下整天之密集疲憊情緒。小小建
議，就是熄燈就寢時間如果是 9:30 pm 那就較理想，因為無法一上床就馬上睡著，隔天一
大早五點前就又要起來。 

 
每柱香定在40分鐘，在小組分享中才知道，不僅僅是我感覺「痛痛痛」，部分學員也

是「酸酸酸」，坐不了那麼久，尤其是「同一天中」坐那麼多支長香。我想這該怪我們自
己平常太疏於禪坐的磨練了！偷懶如我的人知苦了吧？ 除了感謝 LA 道場三位法師的用心
良苦之外，內外護持的義工菩薩令人感佩，全程三天有條不紊、一絲不亂；香積組尤其不
容易！一大群人的正餐、點心，用足了心力！事後才發覺有不少人是喜歡道場的素齋而參
加活動的。 

 
只是有一個令我不解又耿耿於懷的困惑是：為何法師開示時，我們不能作筆記？若能

將重點寫下來，有益於三天後回到塵世後的複習和提醒；年過六十後，我不得不服老了：
不僅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連腦筋都大不如前了，記憶力減退。開示時覺得很好很
受用，但回家後沒幾天卻想不出來「好在哪裏」了。晚餐後在戶外慢步經行時，忽然想起
一些當日之開示，趕快提筆在後停車場旁之桌子上，正寫下重點時，忽然身後一聲斥責：
「禪修期間不能作筆記！你不知道嗎？馬上收起來！」原來是熟識的某班關懷員，害我像
小學生似的，委屈且充滿罪惡感的趕快蓋上小筆記本，溜回宿舍暗自納悶去也。回到寢室
後，又想「偷偷的」補上剛剛被喝責打斷的思緒，但，怪了！竟忘了要寫什麼了？ 
 
感覺這次法師開示是少了點，又不能作重點筆記，但仍有些以下記住的重點： 
1. 「把身體交給蒲團，把心交給方法，把生命就交給龍天護法」  
2. 「封堂」不只是將身體關在佛堂內，更重要的是要封住自己散亂的心。嚐試將疲倦雜染

的心，由第一線工作中後退到禪堂，孤立自己、重新找回我們內心的真如清淨自性。 
3.  打坐時，先放鬆身體各部位，否則任何方法都用不上的；等完全放鬆身體了，才開始用

方法。 
 

這次最大的感想是：禪修須循序漸進，由淺入深，時時練習，尤其是長時間的盤坐。
如我般痴想精進速修，可能會造成挫折感，反生退轉心。不過這也只是為我個人的身體狀
況所限，或前世未禪修過之故吧！我就看過有的師兄師姐進步得一日千里呢。所以覺得有
位菩薩說的對，不要跟別人比，知道自己當下的狀況比較重要，若是比自己剛學時有好ㄧ
點，那就是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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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禪「等一個人咖啡」心得                  卓憲欣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法青的電影禪， 這次的電影是「等一個人咖啡」。在郭恩汝介紹完

導演後， 影片就開始。整部影片是以很輕鬆搞笑又帶有點浪漫的方式呈現。 撥放至感動之
處，不時的看到或聽到有人在拭淚及唏嗦的聲音。我還蠻喜歡這部影片，尤其是當天使希
望思瑩可以幫助老闆娘放下的那些話。老闆娘在等一個人， 直到她「放下」了他， 才走出
「過去」。 

 

這使我想到聽過的佛法講座，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然而，有些人早就準備好
了。他們平日就在練習佛法，他們對死亡沒有恐懼，因為他們很正面的去理解死亡，而更
積極的學習佛法。其實，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沒有想開，執著抓得很緊，當下很痛苦。我們
真的很幸運可以學習佛法，又有三位常駐法師時時教導我們，提醒我們要更精進。希望大
家能繼續護持這麼好又可以修心的道場，歡迎大家一同來參加每月的電影禪喔 ! 

 

                                 福田班心得分享                                 陳偉豪 

 
這次的主題是「大普化教育」。我的領會是像茫茫大海中的自助餐廳，其中一個

station 是甜品部，這個部門是由「長期」義工 (法師)及「短期」義工 (我們)所運作的。在
佛法的薰習之下，大家都很用心地去研發及推廣不同的「健康、營養又好吃」的甜品。就
像大普化教育的兩大方向。 

 
而我們最初從品嘗這美味健康的甜品而感動，加入了萬行菩薩的大行列，一起研發及

推廣這麼好的佛法。由參加到參與，在過程中感化自己也感動別人，讓眾生被這用心及精
美的甜品所感動，也讓更多人能品嘗到這麼好的甜品。這正是師父所說的自利利他。從最
初參與時聽做甜品的方法(解) ，到開始上場當甜品師傅(行)，過程中不斷進步，做的甜品愈
來愈精美，也讓更多人受益。而這個甜品部有動的部分，有靜的部分，相輔相成。像大普
化教育「動」的部分是常俱法師在課堂上提到的「法鼓山學習資源」；「靜」的部分是果
見法師所介紹的「法鼓全集」。 

 
法鼓山真的有很多寶啊！歡迎繼續一起發掘這個自助餐廳的甜品部（大普化教育）及

其他部門，一起踏上成佛之路，常常來道場充電，把我們這個小法鼓山帶回生活上，為周
遭的眾生充一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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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mba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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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啟事】歡迎踴躍投稿 ! 分享生活或修行體驗，或學佛心得。   

mailto: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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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特別活動                            請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佛法與修行 
講座: 
 
「道是無情卻
有情？」 

   
   9 月 5 日（週六） 
 
     10am - 12pm 

 道是無情卻有情？  作為不同修行法門下的無情眾生 
【主講】林悟石 
【內容】講者將從竺道生、嘉祥吉藏、牛頭法融、六
祖惠能等祖師的機鋒 及公案中探討無情說法的不思議
性，及石頭宗與洪州宗對無情說法的不同見解。 
【講師簡介】現為法鼓文理學院佛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佛法與修行 
講座: 
 
「呼吸‧意
念‧瑜伽」 

   
   9 月 6 日（週日） 
 
     10am - 12pm 

 呼吸‧意念‧瑜伽 
【主講】宏滿法師 
【內容】講者將以生命世界為視角，以經典為學理依
據， 嘗試藉由「呼吸‧意念‧瑜伽」三者的關係來探
討日常生活中鍛鍊身、心的方法， 並將佛法落實在生
命流程，搭配修行次第進展，以便能貫徹、簡易，又
有效地幫助身心之淨化、鍛鍊，讓佛法在其中得以體
踐與實現。 
【講師簡介】現為法鼓文理學院佛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週日講經 9 月 20、27 日 
（週日） 
10:00am-12:00 

華嚴經 
【主講】果見法師主講講經  
【內容】須彌頂上偈讚品、十住品 

 

初階禪一  9 月 26 日（週六） 
   9:30am - 4:30pm 
 

【對象】初級禪訓班結業者方可報名 
【報名】網路報名  

 
平日共修活動 

 

週四 
週六  

晚 7-9:30 共修內容有八式動禪, 禪坐, 觀看師父開示 
影片及法師關懷 

禪坐共修 

週六 早 9:30-12 以英文進行, 八式動禪, 禪坐及 Ｑ＆Ａ 

週二 早 10-12 念佛 

念佛 
大悲懺 

法會 

週日 
 

午 2-4:30  
 

菩薩戒誦戒會 

＊週日活動日期請查閱 
    當月行事曆 
 

＊法會期間可為新近往生  
    親友迴向 

週三 早 10-11:30 
 

《智慧 100 》 讀書會 

隔週六 午 2-4:30  
 
 

《牛的印跡》 

 

以書相會, 共同閱讀師父著作,  
ㄧ起分享書中樂趣 

 

橙縣心靈環
保讀書會 

第一週及
第三週的
週三 

 

晚 7-9:30 
 

《禪的智慧》 
 

地點: 爾灣(Irvine)中文學校 
詳情詢問, 請 email   

ddmba.oc@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http://www.ddmbalaf.org/OneDayRetreat/RegistrationHome.asp?eventID=48
http://www.ddmbalaf.org/OneDayRetreat/RegistrationHome.asp?eventID=48
mailto:ddmba.oc@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