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南加州 

法
鼓
通
訊
雙月刊 

 

第 72 期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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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得分享： 
 

* 禪十 
* 禪五 
* 法鼓傳燈日 
* 新春樂齡關懷聯誼會 
* 學佛路上 
* 佛緣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妄念．雜念與正念 
 
禪修，不論用什麼方法，都有相同的原則，那就是心不能

攀外緣，心要不受外緣所動，到最後無緣可攀、無心可動，便
達成禪修的目的。 

 
但是在禪修開始以及禪修過程中，一定還是有心可用、有

心可動。在有心可用、有心可動的情形下，瞭解心的現象及心
的動作，很清楚的觀察它，知道它在動，知道它在用；其實凡
是在動、在用的心，都是虛妄的攀緣心。 

 
一、凡是有念皆是妄念 

 
不過，虛妄心和雜亂心不太一樣，虛妄心之中有正念、雜

念；正念和妄念往往又不容易分清楚。其實，當你發現妄念的
時候，那一個所謂發現的心，也是妄念；凡是有念，皆是妄
念。可是，妄念之中包含有你在用的方法念頭，名之為正念；
有不是在用方法，而是打擾你、擾亂你的念頭，名之為雜念。
然而不論雜念也好，正念也好，只要是起心動念，都是虛妄的
心。 

 

凡是有念都是妄念。凡不是用數呼吸、念佛、參禪等方法
的散念，都名「雜念」，例如：邊用方法邊想：外面風景很
好，想出去看一看；有人好吵，真討厭；這曲音樂很好聽，心
頭躁癢難安的⋯⋯，像這樣的妄想紛紛是「雜念」。 

 
起初我們知道有心可動、有心可用，而到最後無心可動也

無心可用，很多人誤認為到了這樣的程度，就已經不需要再修
行了，其實，這還只是修行的過程，不是目的。 

 
當打坐時心裡很輕鬆、很清爽，沒有雜念干擾，是非常舒

服的；於是有很多人會擔心有雜念來干擾，討厭種種雜念來麻
煩。在數息的時候，雜念生起會覺得很討厭；正 在打坐時，有
小孩子吵，會覺得討厭；麻雀叫、雨聲響，也討厭。發現了雜
念，要趕快提醒自己：「雨聲響、孩子吵、麻雀叫，都是正常
的事，我何必要討厭？」當念頭這麼一轉，討厭之心就會馬上
不見，沒有討厭的心，心就會安定下來；並非環境有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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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依舊，只是自己的念頭不會隨環境的動而動，這便是住於正念。 
 

二、雜念生起，接受它！ 
 
當正在打坐數息或念佛的時候，有雜念生起，可能你會想：「糟糕！我正在打坐，

怎麼有這種雜念？真討厭！」或因腿疼、腰痠、背痛，天氣熱、悶、流 汗，覺得怎麼

也不舒服，那兒都不對勁，這些都是雜念；尤其腿痛、背痛、天熱不舒服的念頭一動，
心就會不耐煩。 

 
雜念生起時，怎麼辦？若你已經知道那是雜念，就接受它、面對它，不必難過，不

要管它舒不舒服，還是回到方法上，你的心便會慢慢安定下來。 
 
凡與環境、身體、內心三個層次相關的念頭，都是雜念。環境之中，讓你受到干擾

的，是雜念；身體上的問題干擾你，是雜念；心裡一個念頭、一個念頭不斷的起伏，也
是雜念。凡有這些雜念生起，要一層一層面對它，不要討厭它，心中就不會起煩惱，心
就能安定下來。 

 
三、真心無心 

 
但當心安定下來後，你會問：「我的心在那裡？」其實，根本沒有「心」這樣東

西，凡有念頭全是妄念，無一樣東西叫作「心」，真心無心。有心可動，有心可用，全
都是妄念，不是真的。能理解到這一點，便隨時都能安心了。 

 
知道有念頭，而能放下念頭，那是最好的。然而，若是知道有念頭，卻是怎麼也放

不下念頭時，就要用方法了。或數息、或念佛，或用其他方法，以統一的妄念代替散亂
的妄念，用連貫的、連續的妄念來代替雜亂的妄念，便是正念。 

 
用數息、念佛等方法也是妄念，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放下妄念、離開妄念，所以

只好用方法的念頭，以妄念止妄念。因為心容易攀緣，一定要抓住什麼東西，凡夫的 
心根本沒有辦法不抓東西，隨時隨地要抓一樣東西，沒有東西可抓時，就會覺得無聊、
恐慌或恐懼，或者就睡著了，不曉得怎麼辦？因此就用數息、念佛、拜佛、感受等方
法，用這種統一的妄念取代亂七八糟的雜念，自然而然，你的心就能安定下來了，所以
名為正念。 

 
心安定到最後，還要不要用方法呢？若能做到隨時沒有雜念，隨時不起攀緣心，隨

時不為環境所動，那還用方法做什麼？不過不用方法時，並沒有不在方法上。 
 
沒有方法，而身心很自在，身心世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這時究竟是有心還是無

心？有！那是用心體驗著沒有妄念、沒有雜念，雖然不用方法，心不能干擾你，身體不
能干擾你，環境也不能干擾你，此時，你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清清爽爽，便是正
在用心，也就無心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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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悟後不再受煩惱干擾 
 
打坐的時候，當你的心受到環境干擾，受到身體干擾，你知道是妄念；心裡有一些

衝突與矛盾干擾你，也知道是妄念；如果能面對著妄念，知道妄念，妄念本身就不存在
了。 

 

但是正念不斷，並不等於開悟。開悟以後，不管是在打坐或是不打坐，只要煩惱一
出現，就像冬晨的霜遇到了太陽，也像雪花遇到了火焰，馬上融化不見。心裡可能還有
煩惱，但已不會有持續不斷的痛苦煎熬，這就是開了悟的人。 

 
開了悟的人是否就已經全部得解脫？不一定！得解脫者，從此煩惱不生。有小悟的

人煩惱仍會起，可是煩惱一起，他很清楚、很快就能察覺到，不會由煩惱氾濫成災。 
 
怎樣達到這個目的？首先，當沒有辦法離開妄念，而心一定要攀緣、抓東西時，要

用方法。用得心很安定了，用到心平如止水，是不是表示開悟了呢？不是，但是有許 
多人誤認為那就是開悟，其實，這只是在打坐的時候，有一些「定」的工夫而已，離開
打坐，妄念可能還是會生起，雜念還是會有，煩惱還是會在，因此要持之以恆的從正念
練起，最後一定會練習成功的。  摘自《動靜皆自在》 

 

【僧活小語】                溫度              果見          
 
過完舊曆年，當大地回暖，園裡的枯枝冒出了綠色的嫩葉，花兒開始含苞待放，我們

便知道春天已經到了。心情好像也被這生氣蓬勃的景象給帶動了起來，每個角落走走看
看，每天都會有新的驚喜。 

 
溫度，不知不覺的影響著大大小小的事情，大至全球暖化的議題，關係著我們的生存

環境及子孫的未來；小至我們生活的細節，例如影響著我們每天出門衣著的多寡、植物的
萌芽與開花、食物的生熟、工作室的實驗成果、門窗的緊閉還是開啟等等。外在的溫度，
滑滑手機、看看溫度計就可馬上得到具體的資訊判斷，但內心感受上的溫度可就複雜了許
多，既無客觀的衡量指標，自己也不容易清楚的覺察到，它的影響力不亞於外界的溫度，
決定了我們心情的好壞、生活的品質，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內心的溫度，時而明顯，時而隱蔽，相信每個人在不同情境下都有不同的呈現。比方

說，有時你用再平靜不過的心情去與他人互動，對方的感受回饋卻大異其趣。有些人會覺
得你有點冷漠，像有著遙遠距離的陌生人；有些人則會覺得你像陽光般的溫暖，在你身邊
感覺很舒服。或許，你也曾用滿腔熱情去助人，但對方卻覺得過於高溫，深怕不小心會被
灼傷，退得遠遠的避不見面；反之，有時內心還打著寒顫，卻不得不強顏歡笑周旋於大眾
之間，對方也毫無覺察到你笑容背後的心事。溫度的遊戲時時刻刻擺弄著我們，讓我們不
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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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上完內部關懷培訓課程，大家恐怕也會被那張如大冰山般的潛意識示意圖給震懾住 

了吧！每個人內心應該都有座大冰山還未融解呢，我們對內心溫度的感受或呈現，有很多
不易被覺察到的原因可能還冰封在內心某個隱密的角落。於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彼
此感受的期許與要求，就很難歸咎於單方面的問題。 

 
那麼，我們是要繼續讓大冰山留在那兒，還是想辦融化它? 內心的大冰山，該用多少

時間、多少熱能才融掉呢? 或許我們得更進一步用智慧觀察這座以虛妄執著累積起來的冰
山，不也是如夢幻泡影? 答案得靠我們自己找了！ 

                                                    
                禪十的分享                                    林麗君 

 
這次禪十，先是止觀禪五，接著是默照禪五。每天有兩次師父在禪十有關止觀和默照

的 DVD 開示，晚上則有果醒法師的開示，聽得非常過癮。 
 
「止觀」是「默照」的基本功夫。「心」看到妄念來，妄念去。「止」是不跟著妄念

跑，不拒也不迎。「觀」就是觀察自己妄念的出現和消失。從止觀的基礎上再進一步還有
「直觀」，是看到什麼，觸到什麼，就是什麼，不加名字標籤，不分別，不分析，不形
容，不判斷，不加個人的感覺。再更進一步則是「中觀」，也是「空觀」，是不執著兩
邊，也不執著中間，也就是沒有一點可執。這是默照禪所用的方法，只管打坐，努力而不
努力，很努力的做一個動作，但確是完全放鬆的。只知道自己在打坐，心也不在任何東西
上，只是做一個監督者。 

 
本人很受用的果醒法師的開示，就是「相信的世界」和「經驗的世界」。法師舉了一

個例子「他由紐約機場飛來洛杉磯，大家知道嗎？知道的人說知道。法師再問，你真的知
道嗎？我在紐約機場一路過來，我所經歷到的，你知道什麼？如果你曾經從紐約飛到洛杉
磯，你的經驗會和我的經驗一樣嗎？我所碰到的人和事會與你的一樣嗎？為什麼你會說知
道呢？」因為我們有類似的經驗，當人家說出一件事，我們就從自己的八識 (阿賴耶識) 田
中抽取這個資料，而認為這個經驗和事物是同樣的事情，所以別人一說出來，自己就說知
道，實際是一點都不知道。 

 
我們很往往自以為是，譬如說，人家端一杯茶給我，喝了後才發現與想像中的味道不

一樣，才發現原來相信記憶中的茶味，而想去喝；是因為看過並喝過類似的東西，所以會
放心大口的喝。如果有人一開始告訴我，這一杯是新飲料，可能就不敢或猶疑要不要喝；
因為記憶中沒有這一個東西，也不知道能喝或好喝。若有一杯茶放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就連想喝的念頭都沒有。其實它就在那兒，它本來沒有名字，沒有分別，一切的想像
及覺受都是我們心動的產物；緣於有個「能」攀緣的心，及有個被心「所」攀緣的外境。
當沒有「能、所」，心不起分別時的功用，就會如鏡反映一切，對外物、外境不加任何形
容、名稱、符號，一切都如實呈現。 

 
果醒法師說，師父每天工作很長的時間，睡眠的時間很短，但師父說他體證佛法的時

間，比工作的時間更長。「能、所」就是「無明」的開始，所以我們要不停的朝「能、
所」雙亡練習，才能清淨自己阿賴耶識中過去累世的煩惱種子。果醒法師說可先從「好的 
不喜歡，壞的不討厭」、不取相來練習。法師說：無心是本能，有心是妄念；要練習無 
我，全體的、不局部的、平等的覺知全體，但是沒有特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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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參時，告訴果醒法師我打坐的時候，會定在一個點上，沒辦法繼續。法師說把這
個「要維持著」的心也放掉，真是點醒了我，明白什麼是「放捨諸相，休息萬事」。感恩!                   

 
                                          難遭遇的禪五之旅                    王常緣 

 
兩年前由果醒法師帶領的禪七，由於自己因緣不俱足，失之交臂。然而藉著因緣法，

我在佛前許願，懇求佛菩薩的加被，祈望有成就的一天。今年，竟然在看似不可能的狀況 
下，圓滿了願。我以至誠的感恩心，打理了身邊的事務，踏上了我的禪五之旅。 

 
生平第一次受到禪修的法益，是在家父往生後，我得了嚴重的失眠症。自以為多年學

佛，竟然看不開生死無常的事實，著實讓我亂了陣腳。所幸當時因接觸到法鼓山的關懷，
開始閲讀聖嚴師父的著作，一本本的字裏行間，充滿了智慧的解脫之道，信手拈來一個呼

吸的專注，十分鐘內我便心安入眠，自此之後，不再受失眠之苦。潸然淚下，原來人人常
說的口頭禪「當下」就是這個體悟啊！生命在呼吸之間，一切的佛法都是幫忙我們回歸真
心之法，然而，沒有配合禪修，佛法容易停留在知見上，它和我們生命之間的關聯，也不
容易掌握。 

 
幾年下來，除了家中靜坐，最久的禪修練習也不過是禪二，禪三，或佛二佛三，沒有

自信自己能否熬過三天以上，加上近日在操作家事中，有幾處扭傷。禪五前的幾個星期，
全身酸痛，盤腿近乎不可能。有感於此乃業障現前，我堅持不輕談放棄，每天一一虔誠禮
佛，迥向功德。 

 
前三天，果然度日如年，但憑秉持不棄，打通了氣脈 
 

我的身體因為扭傷，導至右邊的氣脈不通，一盤腿就急遽地抽痛，一直延伸到腰椎。
加上定力不夠，幾枝香下來再也無法持續，於是採取無相拜佛來取代禪坐。其他的活動如
八式動禪，瑜珈運動，和經行我都跟隨大眾。到了第三天下午的一支香中，右邊的手臂有
一處特別的酸痛，我提起勇氣，專注地按壓那一個點。接著奇蹟出現了，在下一支跑香
中，突然感覺到氣脈衝過，疼痛頓時消除，整個氣脈通暢，治癒了。 

 
之後的兩天，我全身舒暢，也自此開始進入比較平穩的狀態。法師說不管是初、中、

或高階，前三天的昏沉、腿痛，都是必經的，經過這三天身體的調理之後才能進入真正的
狀況，所以有快馬加鞭的譬喻。可惜再兩天就要結束了，由於沒有參加第二梯次的因緣，
只有再許下心願，參加下一期的禪七！ 

 
視訊效果，超越時空，如唔師父，親臨禪堂 
 

這次兩個階段的禪五，由第一階的止觀為前方便，再進入第二階的默照禪。前者是中
階，後者是高階。我參加的是中階的止觀，禪眾多半是老參，也有到處參禪打七的菩薩，
我能與諸上善人聚會一處，聆聽聖嚴師父的止觀開示，法喜滿滿。藉者視訊的播映，師父
豐富的教學內容，次第地剖析止觀的定義和修行的方法，加上風趣的引喻，禪眾們有如親
聆其教誨，得以吸收正確的禪修觀念，再配合實際的操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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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媽媽，不是真的媽媽？ 
 
每天晚上果醒法師的開示，都是充滿挑戰性的腦筋激盪，近乎是公案的Q&A，不斷地

切入佛性的本質，剖析再剖析，一層層的剝落，將禪眾們推向體悟佛法的名相和我們切身
的關係。活潑的教學方法，時而穿插雋永的小故事，無時不刻在提醒學員們把握因緣，老
實修行，不要好高鶩遠。其教學重點著力於： 
 
1. 尋找煩惱的根源：觀察妄念本質是群體性的，吾人的思維習慣是不斷地以現前的念頭
和過去的記憶互動，並把這些記憶中人、事、物當成是真。 

  2. 了解佛性 (真心) 的功能：我們不明白世間的一切，皆是我們佛性 (真心) 所感知的現
象，於是一昧地執著於現象中自已的身體為「我」，和我身體之外的人事物切割為
二，視其為「他」。 

  3. 超越煩惱：首先釐清錯誤的思維行徑，接著要提起無我的智慧，匡正思維的方式。 
  4. 體證我們所熟悉的佛學名稱：無常、無我、空，和我們煩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5. 禪修中要注意不落於只有止 (定)，而沒有觀 (慧)，變成冷水泡石頭，或神木族。 
   6. 禪修是一輩子的事：法師謙卑地以自己三十年，契而不捨的研究禪宗祖師的語錄和大家

共勉，修行要一步一腳印，不急不緩，終究會走出一條解脫之道。 
 
珍貴的小參，無價的禮物 
 

小參時，法師不辭我這個半個中階的禪眾，當我還在克服腳痛的層次，竟然回以「痛
的人是誰？」著實幫忙我去掉疼痛的妄念，法師權宜施教的智慧，誠然是我的福報。我的
另外一個疑問，水陸法會有佛號三千的前行功課，那麼禪七的前行功課是什麼？法師的回
答是：把心安住在每一個當下，行、住、坐、臥之中。好一個當頭棒喝！本來朗朗上口的
一句話，竟然不知道要應用在這裏！ 

 
法師慈悲，親自帶領，全程參與 
 

有位到處參禪的師姊，很驚訝果醒法師竟然親自擔任總護，全程帶領禪眾，這是很少
見到的。法師從早、晚課，八式動禪，師父的開示，瑜伽運動，到經行跑香，沒有交給監
香法師，一絲不苟的親自照顧。他的慈悲關照，給學員們注入了一股定心的力量，充分地
示現了禪師的風範。 

 
止觀圓滿，小組分享，滿載法喜 
 

第一階五天的止觀禪修圓滿了，很多學員們說，一反以往到處參學抓不到具體的概
念，這次的課程，因為有師父詳細的解說，得到最容易上手的體驗。總護法師配合的應用
教學，也是隨機逗教的激戰，激勵我們思考，逼著學員們尋找答案，並一而再，再而三地
確認我們是否有真正的領悟。誠然是一位悲智雙運的好禪師。最後，法師強調正確的參禪
態度，是不祈求開悟，而只管過程，即使有開悟的可能，也不可執著。就如初禪離生喜
樂，二禪定生喜樂，三禪離喜妙樂，四禪捨念清淨，也都必須經過層層的捨離，方能到達
的定境。更何況佛說四禪定尚有我執存在，還不是解脫的定 (見聖嚴師父著作《禪與
悟》)。法師鼓勵大眾多研讀聖嚴師父所著作的禪門系列的書籍和禪宗祖師大德的公案語
錄。更鼓勵我們要跳脫「能、所」的思維方式，努力找回我們的真心－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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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行菩薩，成就道場，學佛旅程，再接再勵 
 

看似一般的禪五，只因常住的用心規劃，和萬行義工菩薩的發心，多了一份特別的溫
馨。一塵不染的寮房設備，定時確認學員冷暖適應，精心調配的營養三餐等等。我在受此
法益中起了懺悔之心，我何德何能來享受眾人默默奉獻所成就的這一場圓滿的禪修？這一
份心安平安的感受，是個嶄新的體驗，五天下來，我看到了一線的曙光，縱然它是短暫
的，燃起的卻是無遠弗屆的希望。這一刻，就讓我們安住在自性的四弘誓願裏吧！                    

                       
                     辦傳燈日活動有感                            許常一 

 
其實我在法鼓山是沒辦過活動的，對於傳燈日的意義，我的理解也僅停留在「薪火相

傳」這個粗淺概念而已，之所以敢接下今年傳燈日這個活動，主要還是為了感念師父的恩
德。因為每年參加的禪七活動，在密集禪坐後心靈相對穩定靜默的狀態中聆聽師父講法，
那種深層的心靈洗滌的功效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我心想若能把傳燈的活動辦得有意
義，就能讓老參重溫對師父恩德的感動，也能讓新參建立起對法鼓山大家庭的認識。 

 
只是，該如何讓大家願意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呢？我想到了製作影片，讓大家談談自

己與師父或者法鼓山的因緣。一來，可以記錄我們洛杉磯道場一些資深師兄姐們與師父珍
貴的互動記憶，二來，透過受訪回答的過程也可讓大家整理與反省一下自己來法鼓山修行
後的成長或改變。由於影片採訪呈現的正是大家的心聲，而播放的日期又是傳燈日，我心
裡想，大家總要為了捧自己主演的影片的場而來參加傳燈日活動吧？計畫雖完美，只是沒
想到竟有人因為怕難為情而刻意避開觀賞自己的影片，這倒是我始料未及的。無論如何，
製作影片是極其專業且困難的一個任務，我也只能丟給具有專業背景的 Ashley 師姐了。由
於時間緊迫，影片的採訪和後製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個月時間，真是難為了 Ashley 與她的
同修沒日沒夜地趕工，終於在傳燈日的前一天完成了這個艱鉅的任務。（起立鼓掌中⋯） 

 
傳燈日可說是法鼓山深具意義的一個日子。所謂「千年暗室，一燈能破」，象徵著只

有如燈火般的光明智慧才能夠破除我們的黑暗無明。這盞燈是智慧的燈，也是明心見性的
悟境。走在自利利他的菩薩道上的中國禪宗祖師們，在掙脫無明的束縛，獲得開悟的體驗
後，最希望的當然就是把手中的這盞智慧的燈火永遠地傳下去。我相信這也是聖嚴師父之
所以東西奔走辛苦傳法，並期待弟子都能發菩提心立大悲願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也是
為了感念聖嚴師父傳法的恩德，法鼓山每年的傳燈日便於師父圓寂的二月舉行，並以禪坐
或念佛作為傳燈日活動的主軸。  

 
另外，由於師父特別重視傳承，不讓佛法為中老年人所專享。於是，培育優秀國際青

年佛教人才，設立「法青組」也成了洛杉磯道場這一兩年傳燈日的另一重點。看著今年傳
燈日法青組的活動回顧與表演，其活潑充滿朝氣的精神，也的確大大感染了在場的每個
人。太虛大師曾說：「佛教的希望在青年」。若能透過活動吸引更多青年來認識佛教，並
深入體會佛法能為其生命帶來好處，依青年無限的熱力與創造力，必能迎向佛教嶄新的未
來，且能將淨化世界的根往下扎得更深一些！ 

 
過去，我曾參加過幾次傳燈日的活動，但並不真的那麼清楚傳燈的意義，可以說是湊

熱鬧的成分居多。這次，藉由籌備活動的機會，使我更加了解傳燈的意義。但，該如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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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的人也能清楚知道傳燈日的意義，並將感恩師父恩德的溫馨氣氛帶出來呢？感恩
事前法師們的提醒：傳燈日活動有別於其他活動，千萬別把氣氛弄得太過嬉笑歡愉，那就
失去傳燈日的意義了。據此，我明白需藉由主持人串場的內容，把傳燈的意義帶出來，而
主持的風格則必須輕鬆風趣，才可以稀釋掉太過嚴肅的氣氛。在此特別感謝素娟師姐幫忙
搭配主持，並於前一晚與我奮戰練習串場內容到半夜，由於她落落大方的主持態度，才不
至於讓我的戰戰兢兢過分顯露！ 

 
總的來說，這次傳燈活動對我來說其實是在「險中度過」。由於缺乏辦理活動經驗，

我竟不知活動應事先彩排演練一次，過程中也有許多事，都是最後一分鐘才確定。所幸，
洛杉磯道場的師兄姐們機動性夠強，補位精神十足，臨時一吆喝，大家立刻各就各位，場
面就這麼給撐起來了。師父說：「盡心盡力第一，不爭你我多少」，師父還說：「沒有人
做的事，我來做！」雖然洛杉磯道場義工人數永遠不足，也常常一個人當數個人用，但我
卻感覺這個法鼓大家庭，真是越來越能善用最小的人力來發揮活動最大的功效啊！ 

 

 

 
                                 傳燈日憶師父                                 李果觀 

 
弘法度眾的聖嚴法師於 1995 年蒞臨洛杉磯，我們安排了一場在僑二中心舉辦的大型演

講。事前佈置會場時，打燈光的師兄請我坐上講座，來測試燈光的亮度。我說：「太亮，
太熱，太強，太刺眼，減，減，減！」直到我覺得可以了，師兄說：這樣跟本看不清楚你
的臉了。我說：「好吧！加，加，加!」等到測試到足夠的亮度時，我已汗流浹背了。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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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又亮又刺眼又熱的燈光下，師父做了兩小時的演講，輕鬆幽默、深入淺出，接引了數
百名的學佛者，也顯示出師父的堅忍卓絕。 

 
在機場送行慈悲關懷、不捨眾生的師父時，大家和師父照團體照。我招呼女兒一起合

照，她不肯，我生氣的說：「這麼難得的機會，還不把握!」於是轉臉不看她。事後看到照
片，就問她：妳不是不照嗎？怎麼在裡頭？」她回答：「當你們都轉身不理我的時候，只
有師父對我招手。」這句話，讓身為人母的我既感動又慚愧，且銘記在心。法鼓山訂師父
的圓寂日為傳燈日，點亮心燈，心心相傳。祈願師父倒駕慈航，乘願再來。期盼自己：生
生世世，常隨學佛，聽聞正法。勿忘：時時內觀，警省覺照，自我成長。 

 

                               
                              新春樂齡關懷聯誼會後記                               黃如頡  
 
這次的活動，幸好有這麼多優秀又有熱忱的義工師兄姊們共同完成。坦白說這過程有

點曲折，不是想像的容易。因為所需人力浩煩，每個工作崗位都要有人力投注。但沒想
到，呈現的結果讓人驚訝。 

 
例如場佈，原先擔心 Melissa 會做不出來， 但最後還是讓與會者眼睛一亮，齋堂會場

點綴了許多各種顏色及形狀的手製燈籠，真是喜氣洋洋呢!  還有因為針對不同族裔，曾師
姊與我去老人中心發傳單，忙了半天卻效果不彰，幸好江師姊在最後幾天打電話親自關懷
幾位耆老，所以當日現場又多了幾位樂齡菩薩來參與。  

 
搓湯圓的目的是為了在美成長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體會中國傳統民俗的家庭活動， 這活

動總讓我想起小時幫媽媽搓湯圓的情景。我不是個溫馴的小孩，唯獨每年春節幫我媽搓湯
圓是最聽話的時候。感恩顏師姊帶著兩位義工，用各種蔬菜做出最天然的紅色、紫色、米
色等多種顏色糯米團。 

 
常俱法師閈示要大家用「祝福的心」 搓湯圓，所以看到大家雖然手忙，但心確裝著滿

滿的祝福。連在ㄧ旁的義工看的也是滿心歡喜，大家彼此在合作中領會新春和諧的氣
息。 事後，聽林師姊說，他兒子在美國長大，從來不知搓湯圓的樂趣，事後回家買了糯米
粉在家跟媽媽一起做。她說: 「我兒子說搓湯圓 so interesting! 」 

 
幾個精釆的才藝欣賞，輕快悠揚的吹笛表演，團體活動，及賓果遊戲過後，熱騰騰的

湯圓端出來了，大家都安靜卻迫不及待地等待這場盛宴的開始。一等湯圓入口，大家盛讚
湯圓很 Q 有彈性。果見法師提議要有祝壽蛋糕替耆老暖壽。感恩曾為台灣知名飯店糕餅大
師的李師兄，用心做了ㄧ個無蛋的水果巧克力蛋糕，據說是實驗了三次，才把無蛋的蛋糕
給做了起來。當天由現場 94 歲高齡的老菩薩，代表大家切蛋糕。現場共有 34 位長輩，接
受大家的祝福，希望長輩們天天都有像生日般的快樂日子。 

 
接著就是「人人有獎」的時段，有位師姊興奮不已地說: 「 我得到了一包花旗參片! 」

真感謝提供獎品的義工菩薩，讓大家這麼地歡喜。最後是由常宗法師帶領大家祈願祈福。
當常宗法師口說: 「祈求世界和平，人人平安幸福， 健康快樂! 」這一刻大家都凝神，雙手
合十，用大眾的正能量在寺院，為家人及有緣、無緣者祈禱。真心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活動
的法師們，及出錢出力、貢獻時間與精力的悅眾菩薩們，促使這次活動圓滿順利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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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路上                                        徐演信 

 

在求學、服役、職場上所經歷過的種種挑戰與磨練，卻不可思議的，每每都能峰迴路

轉，得以逃過一劫，數度溺水、無數次重大車禍而能亳髮無傷，並在職場逐漸站穩腳步，還
能經由他人介紹得以成家。慢慢的也習慣於騎在虎背上下不來，每天過著在商場中不斷衝
剌、成長，背負服務客戶，照顧工作夥伴，滿足投資人的利潤回報等多方面的壓力，就像在
刀鋒上舔血渡日。有時也會陶醉在某種程度上，自以為藝高膽大所帶來虛幻的名聞利養才警
覺到勢必要徹底改變生活方式，才會有遠走異國，重新生活之舉。莫非有前世善因，龍天 

護法適時援手，又學到《金剛經》中的提示「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而會以「人身難得今已得，顛倒錯亂不自知」總結我來美國前的人生。 
 

2006 年在橙縣參加了法鼓山的禪訓班，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禪」和聽聞到一點佛法。 

第一堂下課後，我回家就馬上複習八式動禪的前四式，還練習禪坐，很期待第二堂課。從此
不敢間斷，因為我聽到如此學習會有智慧，加上授課的毛師兄和藹可親，有著一頭銀髮，七 

十歲了，卻中氣十足，面色紅潤。想想，就這樣甩甩手，轉轉頭，扭扭腰，打坐時忍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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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七十歲時或許也有這等功夫，還會有智慧，那就一定要把握上課的機會。雖然那時對智
慧有不同的認知，但那次的因緣，居然成為我餘生最重要的轉折。  

 

之後每天持續打坐，偶爾會參加佛學講座。但就是沒能發心，長途跋涉的去參加共修活
動來受佛法薰習。有時參與一些無法推辭的義工活動，雖然每次都有很多感動，但總是要有
心人促緣一陣子，才會再參與下一次的活動。這種愚癡，差點要了我的命。  

 

我說「很幸運的，2011年 11月發現自己成了大腸癌第三期的患者」，指的是那段刻骨 

銘心的療程中，有多次「記得」或「忘了」運用佛法，而產生那麼不同結果的的經驗。   
 

何其幸運的，在一開始的五個禮拜放射性治療與化療，有位善知識貼心的為我錄了觀音
聖號及《心經》的 MP3，還用大字寫了使用手冊，讓我在恁大又冰冷的治療室免於恐懼。
我記得當時只聽心經，沒幾次，我都快會背了。經過幾次照射，我下腹開始疼痛，在不可避
免的非進洗手間時，我會痛的哭天喊地的哀嚎。第二天一早，我卻又乖乖靜悄悄的躺在那兒
接受照射。是我同修發現的，有一次她一手拿著觀音聖號的念佛機，一手扶著東倒西歪的
我，然後跟著唸佛號，我居然就不再嚎啕及跺腳。就那一次，我就記得了，做治療時用
MP3聽《心經》。在家時，我就保持觀音聖號不斷。就這樣，即使痛楚日增，我順利完成
23次的治療，而成了醫生口中很少有人能不耽誤的勇敢患者。    

 

腫瘤切除手術出奇的順利，但好運維持不了幾天，我又因為術後感染並延誤就醫，再次
進開刀房進行「簡單」的清創手術等。出院後除了要面對徹入心扉的劇痛，還要拋下所謂的
尊嚴，毫無招架之力的接受後續處理，如入黑暗不見手指的無底深淵。想要打坐，卻連略為
移動身軀的能力都沒有。直到有一天經人提醒，只需要把握住禪修的原則，記得放輕鬆，專
注觀呼吸，可以用任何姿勢。阿彌陀佛，這麼簡單，我竟忘了。就這樣，加上聽佛號，我又
脫困了。 

 

為期六個月共計十二次的化療，是我整個療程最愉快的時光。我看到太多病友兩眼無
神，身軀瘦弱又了無生機的表情，我要求自己絕不可以變成那樣。我在進出診所時儘可能的
保持挺直，面帶微笑，經過人家治療室時，就默念觀音聖號，有眼神交會時還點頭致意。我
生理上受到攻擊，但我保持正念。我體重不但沒下降，還保持每次去都可以增加壹兩磅的
「奇蹟」。我成了那裡的奇人，連不認識我的醫護人員都以「今天多幾磅？」來跟我打招
呼，據說病友們都會要求跟我排同一天治療。多麼美好的那一段時光。 

 

之後我又經歷更嚴峻的挑戰，十五天中，在相同的部位做了三次外科手術。在病床上，
每天聽他們告訴我大腸還沒蠕動，小腸怎麼也不動了，胃部沒聲音，肺功能下降，要輸血等
等，我又傻眼了。但我還是挺了過來，因為我相信可以藉著自己的善念及專注力，想辦法回 

復原有的免疫力及自癒力，讓醫護人員的努力發生效用。目前還在五年的追蹤期中，我做了
這樣的結語「佛法難聞今已聞，莫再磋跎當精進」。我一定還會有考驗的，但我相信，我可
以處理得更好。感恩那段時間接觸到的人，更為我無知又自私的為了尋求專業意見，曾打擾
大家而深深懺悔，謝謝大家的耐心幫助。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讓你們更堅定又有智慧的經營人
生。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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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師父的佛緣                                 楊源源 

 
 佛說因果不可思議，因緣不可思議。我想，我與師父之間的佛緣大概就是如此吧。從

十幾歲開始就不正常起來的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除了能明顯體會到一個叫自知力的
東西，其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每跨出一步就會想，是什麼指使我的腳踏出去剛剛那一步
的？怎麼能證明周圍的人是真實存在？時間和空間對我來說是不是只是錯覺？我的這些奇
怪想法和思緒到底從何而來？十幾年來就一直這樣不太正常的生活着，始終堅信科學，而
科學卻沒能給出任何有價值的答案。 

 
 直到一年前的一天，在家午睡時，夢見自己好像穿過一條很長的黑暗隧道，這時候在

夢境裡的我，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夢，隧道很長，我還安慰自己不要懼怕。直到穿過之 
 
後，就出現了一尊對我大笑而通體金光的彌勒佛，我立即覺得有一股暖流注入身體裡的每
一個細胞，掙扎着醒過來的我，卻一點都不喜歡這個夢。一向都反對怪力亂神，帶着懷疑
眼光看待宗教信仰的我，這時升起了一個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的念頭，決定先來看看佛
教都說些什么，再來批判它不遠吧。我就開始在網路上隨意的搜索起來。而我找到師父的
原因，竟是以貌取人，已經忘了具體搜索的關鍵字是哪幾個，總之陸陸續續從google上跳
出來一些知名法師的照片和資料。當我突然看到師父的照片時，我的直覺告訴我就是這位
了，我就來聽他說佛法吧。 
 

 感謝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我立即就在Youtube上搜索到了師父的大法鼓節目，於是
之後的那一段，我的每天是以看大法鼓為開始，以看大法鼓為結束的。除了快速收獲到基
礎而正信的佛教入門知識，祖籍四川的我，竟迷上了師父濃濃的江蘇口音，常常有意無意
的在生活中模仿師父講话，而師父樸實無華却又不失風趣幽默的言語風格，讓我慢慢對佛
教生起了更多的興趣。當時的我却還沒有深入經藏的概念。無意間知道到《楞嚴經》是末
法時期最早滅跡的經藏，於是便產生了想要先聽聽《楞嚴經》的念頭。師父一句講解「心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我的雙眼一下子睜得大大的，這不就是我一直在苦苦尋找的
答案嗎？我要找的東西既然沒有，我怎麼找得到呢？如果能不去試圖尋找和煩惱我要找的
這個心，那它到底在哪裡，是不是真的存在，又有什麼重要和差別呢？我不由得淚如雨
下。 

  
當我知道師父的時候，他已捨報多年了。是師父的法身慧命，讓我找到了自己歸程的

起點，智慧的源頭一旦打開，剩下的事情就交由這顆道心去完成了。我想，道心和道心之
間應該是沒有距離的。對師父最好的供養，莫過於把師父留给我們的法身慧命，繼續延伸

及弘揚下去，讓越來越多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佛法的滋潤和灌溉。終於，我踏進了法
鼓山洛杉磯道場，頂禮本尊釋迦牟尼佛，心中默念，師父，我來晚了。 

 
                                Ten Day Retreat Sharing                     William Foreman 
 
My retreat at DDMBALA with Chi Chern Fa Shi was absolutely wonderful.  I am at a point 

in my practice where after a lot of work I feel like I am able to really benefit from such excellent 
instruction.  In the past, though retreat practice has always been beneficial, I really didn't need 
much instruction because my main issue was simply working to stay on the method and dea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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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ttered mind, wandering thoughts and body pain.  Dealing with those things is difficult but not 
complex.  I just needed to have faith in the method and stick to it. 

 
This retreat, though after a lot of practice, I had questions about how to work most effectively 

with the method that I needed the help of someone with Chi Chern Fa Shi's expertise.  It wasn't 
just a matter of sticking to the method, but how to work with it once I was on it.   I had never been 
able to profit so well from interview as I did on this retrea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community at DDMBALA, which is so welcoming and so 

serious about practice, is always very helpful.  Nobody should think that the fact that many of us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s in the way of us helping each other in practice.  When I see how 
diligent people around me are, how they work so hard in practice to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those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m, it makes it very easy for me to do my best. That's my experience! 

 
 
 

  平日共修活動 

 
週四, 週六 
  

晚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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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讀書會 及 
Ｑ＆Ａ (詳行事曆) 

八式動禪 每週二, 四 早 8-8:30 Live Oaks Park (Temple City ) 籃球場邊八角
亭 

週二 早 10-12 念佛共修 

念佛法會 
大悲懺 

法會 

週日 
 

午 2-4:30  
 
 

午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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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行事曆) 

午 1: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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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青電影禪 4/9  週六 
午 3:30 - 6:30 

 

 影片: 聶隱娘 請向法青小組預約座位 
  ddmlayp@gmail.com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lay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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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4 月 重點活動                      請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英文都市禪三 
 

3/18~19  週五至週六   早 9:00 –  晚 9:00 
3/20        週日               早 9:00 – 午 5:00 

Gilbert Gutierrez 帶領 
請上網報名 

清明報恩都市佛二 

 

4/2~3      週六至週日   早 9:30 –  晚 9:00 
 

請上網報名 

基礎佛法專題講座班                 週六               下午  2-4 
4/9 「佛教根本教義－四聖諦及八正道」 
5/7 「 佛教的因緣觀」  
 

常俱法師主講 
請上網報名  

禪一 4/30         週六               早 9:30 – 午 5:00 請上網報名  

週日講經 3/6、13、27，4/10、24    週日  早 10-12 
《華嚴經 》第四~五會  

果見法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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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請 email 至 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mailto: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mailto:ddmbal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