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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自心中的淨土 

禪的裡面是否有淨土？《華嚴經》有唯心偈云：「若人欲了
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維摩經》云：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宋初的永明延壽禪 師開始講唯心淨土，
延壽禪師著《宗鏡錄》百卷，禪定工夫很深，但他卻日課彌陀十
萬，求生淨土，他說：「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
淨土不離自心， 此心與佛相應，此心即是淨土。念佛念到一心不
亂，淨土立即現前，於一念頃花開見佛，與十萬億佛土外的極樂
世界不隔毫端，否則，淨土更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 相傳永明延
壽禪師是阿彌陀佛再來，十一月十七日阿彌陀佛聖誕就是延壽禪
師的生日；他日課佛號十萬，並做一百零八件善事，以一切功德
求生淨土。能一天念十萬聲佛，大概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在
念，以期念念與佛相應。至今在佛門中人，被呼到自己的名字
時，回答仍是念聲「阿彌陀佛」，這便 是延壽禪師教人時時念

佛、念念念佛的遺風所致。若你不間斷地念佛，領知別人的話
時，自然會出聲答稱「阿彌陀佛」，久之，出家人以「阿彌陀
佛」來作應答、回答的第一句，便成為規矩。此種「淨土不離自
心」，以及「念佛心是佛」的思想，實係自力淨土的信仰。 

明末蓮池的雲棲袾宏，提倡參究念佛，念佛念到一念不生，
人我雙忘，猛然提起話頭反問：「念佛是誰？」這是參究念佛。
唯心淨土與參究念佛，都含有自力的成分。 《阿彌陀經》上說：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積集善根、福德、因
緣，固然要靠自己努力修行，而一心不亂即是禪定的自力。 

真正的禪宗，是指山林裡的出家人，一般人是談不上的。參
禪打坐的人，掃除一切境緣，攝心正念，求能明心見性，「佛來
佛斬，魔來魔斬」，這種強有力的自信心， 是自力的。但一般的
人僅靠參禪打坐，如不能由打坐得力，增長信心，比較上會缺乏
宗教的信心，在信仰上比較不懇切。甚至會產生偏差，一味的求
取身體的變化， 和某種奇特的經驗。這樣的人，在信仰上、心理
上，往往難有貼切、安全、落實的感受。 

你能作主嗎？ 

      就是一般學禪的人，有甚深禪定功力，最高也只是在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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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定，還沒有出三界；出定後，還是同一般人一樣；當然會比一般人來得好些，但於一
切境界能否自主，仍值得懷疑。因為修定時能作主，平時不一定能作主；平時能作主，
睡夢中不一定作得了主；睡夢中能作主，臨命終時不一定能作得了主。修禪的人希望明
心見性，一生了道，但其能否「不受後有」是很難把握的，盡此一生，將來到哪裡去，
很難說。所以靠自力來解脫生死，比較渺茫，參禪習定數十年，結果能夠自信有把握來
生仍會做人，仍然信奉三寶，繼續修行佛法的，又有多少人呢？佛教中流傳著「三生
石」的故事，說明了絕對的自力，不易達成生死自主的工夫。除非是獨覺，沒有佛， 
他也能開悟；否則我們需要見佛聞法，祈求佛菩薩的加被，得到堅固的信念與力量。因
此，禪者徹悟後求生淨土，可免退墮；未悟的，以淨土為歸宿，時時發願，這樣是安全
的，此乃自力與他力並重兼顧的法門。 

禪淨雙修 

中國禪宗的叢林，簡單樸實，自己耕種，自食其力，不依靠施主維生，不受政治及社
會制度的影響，安定地過著修行人的生活。這樣的修行生活維繫著中國 佛教的慧命，令人起

敬生信，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過這種生活的。因此，中國佛教，以禪宗為主流，而以西方
淨土的念佛法門，對廣大群眾做普遍的救濟，所謂「家家彌陀，戶戶觀音」，使得無緣來過
叢林修道生活的一般大眾，也有修行佛法的得度因緣。這是宋以來中國佛法的實況，也就是
以他力的西方淨土法門，配合並補救了禪宗一味自力法門的不足。 

事實上，自他二力是相輔相成的，由於自力引發他力的感應，由於他力而加強了自力
的力量。佛法是重自力的，是重在自求解脫，開發本有之佛性的。但佛菩薩的悲願，濟度眾
生，護念眾生，自是一種他力，而這種他力的感應，就像俗語說的：「自助而後天助」，是
應我們自身力量之所感。完全的他力，近乎迷信而沒有智慧， 這是神教、是外道；完全的
自力，則又不太保險，是以，禪淨雙修的法門，彌補了此一偏差的不足。最後，我們以相傳
為永明延壽禪師所做的〈禪淨料簡歌〉作為終結： 

「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做佛祖。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
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無淨
土，鐵床併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     摘自《禪的生活》 

 
【僧活小語】              我與阿彌陀佛的因緣                     釋常宗 

 
從小對於念「阿彌陀佛」有份的親切感及熟悉度。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要念佛，每當

心裡有著不安的感覺或是害怕時就會提起「阿彌陀佛」佛號，不安的感覺很快地就會消失
而心就能漸漸恢復平靜。 

 
記得尚未學佛前，有一次開車經過路旁一個很大的帳篷,外面停了滿滿的車，而帳篷內

卻有無數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後來看見帳篷正中間有寫著：「無遮
大法會」。好奇的我進去之後，看見大家正在排隊，突然傳來：「唱著阿彌陀佛」的聲
音。當時很感動好像遇到很久想見的親人一樣，不知不覺而淚流滿面，心裡卻有著：「我
想回去!」的念頭，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阿彌陀佛」聖號生起濃厚的感覺，而觸動到自己的
心。從那時開始找尋回家的路? 想找到真正的可以回阿彌陀佛身邊的皈依處。所以開始學
佛，並努力每個星期到佛堂去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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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法師告訴我：「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出家? 去打一次佛七或禪七，就會知道

了!」所以，民國 88年到了農禪寺打了彌陀佛七，在跑大回向時，一心一意希望自己能回
到阿彌陀佛的身邊! 並且希望我的父母親走到最後時也能去。因而在那時蒙起了出家的念
頭。爾後不到一個月，遇到家裡女眾老菩薩往生，親見老菩薩念佛往生的相好莊嚴，更堅
定自己出家的信心。所以每當提起「阿彌陀佛」佛號時，就好像見到認識很久很久的親人
一樣，心就會漸漸安定下，這種的熟悉感直至到現在。 
 
      這次連續念佛念兩天，念「阿彌陀佛」一樣有著親切及熟悉感，雖然短短兩天，卻也
像是親臨西方極樂淨土，跟著諸上善人一起在念佛、念法、念僧一般。因為不管在繞佛、
坐念、拜佛過程，每個人口裡念著佛、心裡想著阿彌陀佛，腳踩著八功德水中的蓮花，輕
輕著、一步一步地更貼近阿彌陀佛了。即便到了晚上身體疲憊不堪，沒力氣出聲，仍然一
心一意的繫念著佛號，一聲一聲的接下去，觀想著當下是臨命終時疲憊及無力的自己，連
最愛的身體也得放下，因而念佛的心力，就在這樣的一次一次轉化中打得念頭死，讓法身
慧命的重要性不斷地被提起。 

 
念佛的過程中，感受到念佛念到字字清楚、無有間斷時，沒有我在念佛的念頭，而佛

號自然從心中流露出，當下自己就跟阿彌陀佛在一起；阿彌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
阿彌陀佛，每個人的佛號聲就是我，我只有一個阿彌陀佛的聲音，當下阿彌陀佛佛號遍滿
佛堂，而自已呢! 感受到無比清涼與輕安，這是此次念佛體驗到「無念而自念」的感受。 

 
出家以來，曾經帶領過無數次的法會，這是在美國第一次帶領悅眾菩薩們，共同成就

兩天念佛的佛事；有著很不一樣的體會與感受，我想: 一切皆是因緣所生法，不管因緣成就
如何，至少我們有著共同的願心「在這裡讓更多菩薩們與西方彌陀相見」，讓他們能與阿
彌陀佛接上法緣，我們終於跨出了一小步! 

 
                     Hospital Senior Caring Event Report                   Tina Van 
 
On Saturday, March 12, 2016, our DDMBA LA youth group and Chang Zong Fashi visited 

the Senior Center at El Monte Convalescent Hospital and shared the activities with the elderly. 
This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to connect with seniors from the nursing home. When I stepped into 
the center, the atmosphere filled me with an inexpressible affection, especially with their situations. 
After I saw and approached to them in person, it was very touching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me the 
feelings of bitterness and sorrow for their lives.  

 
In modern American society, due to either long working distances or hours, adult children 

tend to lack of time to spend with their parents, which have led many of the elderly in life crises 
without knowing where to turn. I have realized what they really want is moderately simple; they 
just yearn to have someone to offer them a smile, a friendly wave, and a ready ear in order to fill 
up the suffering of loneliness and sadness being apart from their loved ones. These are the parts 
that they are neglected, not from the material needs, but the spiritual support.  

 
In the event, our volunteers provided verbally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Cantonese and 

English, and came up with many creative activities to cheer the seniors up, such as singing, 
playing flute, dancing, shoulder and head workouts, and passing balloon game, which led the 
elderly audiences gradually becoming engaged and very energ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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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beginning, we were somewhat uncertain from their facial expression, especially from 
the Asian seniors, which wa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is was our first meet with them. However, 
once they started to get acquainted with us, the atmosphere become more enjoyable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Chang Zong Fashi gave the audiences her best regards by wishing them to have a good 
health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become more joyful, and hoping that our DDMBA LA youth 
group would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visit the center in the future.  It actually made one 
Cantonese elderly woman shed tears, and told Chang Zong Fashi and the volunteers that this event 
had reminded her so much of her family who she did not see for seven years. For that reason, the 
main purpose of ours is to bring out the senses of love, caring, and warmth to the elders when 
family members cannot care for them. 

 
                                         一日戶外禪                                      林淑德 
 
3 月 12 日法鼓山 LA 道場在 Brea 的「Carbon Canyon Regional Park」舉辦了一日的戶外

禪，有 27 位中外學員參加，除了 Tina 師姊及我，全是新面孔。包括兩位西方眾，一對母
女，還有呼朋引伴來的幾家人，也有位小男孩。有點戶外活動的感覺，只是必須禁語。 

 
常俱法師及 Tina 師姊帶領，先從八式動禪開始，大家暖身伸展筋骨之後，就出發經行

於公園的山間小路約一個半小時，一路練習專注於自己的腳步。途中在 Red Wood 紅木林
區休息 20 分鐘，享用了 Tina 師姊一路背來的蜜桔。大家也靜下心來，有人打坐，有人練
習直觀。 

 
午餐時，法師開示吃飯禪，提醒我們細嚼慢嚥的，專心的吃。大家就在湖邊或亭子

裡，各自找位子坐著，享用自帶的野餐。用完餐休息後，大家在草地上經行，先用正常而
輕鬆的步伐自然經行，然後用慢步經行方式，之後再回到自然經行。看著我前面讀小學的
小男孩，竟然也很有耐性的跟著他的爸爸媽媽一起這麼慢的走，也好好的經行完，沒有亂
跑，真不容易啊。 

 
接著是「托水鉢」，法師先介紹了托水鉢的由來故事，於是我們分為兩條路線， 穿梭

在樹林中，托著水鉢，各自用方法，行走於平坦及崎嶇的路面，讓水不自鉢中流出來。行
到近終點之前，遇到挑戰，得從繫於樹間、約在胸前高度的繩下通過，於是有趣的百態層
出，能不潑出水，就幾乎是勝者了。 

 
動禪結束，法師請大家在湖邊的草坪上打坐觀水，開示教我們：觀看整個水面，整體

的看，不聚焦於任何水面的物體，如游動的鴨子。同時聽到任何聲音，也不去追逐那個聲
音。也就是，無論看到什麼東西，或聽到什麼聲音，都讓它過去，心不會受到任何牽引、
攀緣，練習心不隨境轉。 

 
靜禪完畢後，大家分成三組心得分享，包括二個中文組，一個英文組。我的這組，除

了我，都是第一次參加一日禪，大家對托水鉢的印象特別深刻。有位師姊說，托著水缽，
腳步未動時，當自己心念一轉，水竟自鉢出潑出，沒有想到心的力量，竟是如此強大！帶
著兒子來的師兄，很投入一日禪的各種活動。托水鉢時，他只看地，不看鉢，不注意水是
否會潑出來，反而能輕鬆的快步走到終點，水也沒濺出來。我也在走到半途時，發現若我
走路時，由鉢的前緣去看前方的路面，不去注意鉢，只是托著它，當它是身體的一部分，
就可以走得穩，水也不會濺出來。各組分享完，各推一代表向大家報告，我們都聽得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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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英文組的少女說「When mind is calm, water stays in bowl.」心得分享完，法師請大家
躺地做「大休息」。 

 
一日禪結束前，常俱法師開示：「回家後，在生活中，每天給自己一點時間，放下萬

緣，與自己相處，可以練習放鬆、直觀、打坐、經行。」感謝常俱法師及 Tina 師姊盡心盡
力的安排及帶領，在法師的開示及設計週到的戶外禪活動中，尤其使初來者認識了法鼓山
的動禪及靜禪，萌生興趣，也有所受益，將來再來共修。 

 
                    Sharing of Outdoor One Day Retreat             Chelsea Wo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on March 12, 2016, the first walking meditation/ hike was a bit 

difficult, maybe because my body was still adjusting. But as the day went on, I was able to think 
more clearly about each step. I learned a lot while doing the walking meditation and holding a 
bowl filled with water, because I realized that the more I worried about the water, the more it 
would sway and spill. I noticed that if I had a calm mind, I would b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how to 
relax and balance my body. Similar to life, if you have a calm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execute whatever you need to do clearly.  
 

         
 

       
 

 「英文都市禪三」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   Melissa Lam 
  

3 月 18 至 20 日這三天的 retreat 對我而言，變成了七天 retreat。可以感受大家坐得很安
穩，就算腿不行了，但心還是很安定，現場安定的氛圍，讓我都覺得不可思議。第一天，
就好像我們平常打七打到了第四、五天；第二天的情況，像我們打七打到了第六、七天。
所以這次禪三讓我法喜好充滿。 
 
      第一天，Gilbert 教我們各自用正在練習的方法，然後整個打坐的過程中，就ㄧ直重複提
醒大家「no thinking」，「don’t watch movie in mind」，就這樣把我們的心不斷地拉回到方
法。有ㄧ次他讓我們閉上眼睛，然後問大家看到什麼，有人說看到他的影相，Gilbert 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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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都是 illusion，在看電影。 他同時也提醒大家「我」(self) 是非常聰明，它會有不同
的 illusions 讓我們離開方法。譬如腿痛或是坐的非常舒服時的感受，這一切都是離開方
法。「我」(self) 會因應我們的喜好/習性，將我們拐離開方法，讓我們無法繼續往前。我們
也很習慣的經常被 consciousness 帶著走，所以要不斷的從 consciousness 中去練習
awareness， 「 only mind still，illuminations come」。 

 
這讓我更能體會什麼是「默照同時」，之前我太著重在「默」，就像 Gilbert 說的 

「dead Samadhi 」。 這次才知道方法是走偏了，可卻又不知問題在哪。小參時 Gilbert 跟我
說方法很簡單，他說：「默照就是坐著，no thinking」，就這樣而已，我問「 不用 go 
inward 嗎？」， 他說 「不須刻意如此」。他做了一個示範，他叫我們閉上眼睛，觀想太
空。心很靜的時候，自然就會看到很多星星存在。這種感覺就是觀想，我們的心是非常的
大，它的力量很強。我也告訴 Gilbert 我會聽到聲音，有時候也會感受身體的情況，他說這
些也都是 illusions，不用理它。到了第三天，我覺得我好像把默照的方法弄複雜了，我會 
hold 住「默」，就是腦好像停住不動了，心也不動了，但沒有「照」的功能。後來嘗試 
Gilbert 所說的「坐著，no thinking」我發現這樣很 relax，舒服多了，不明白我以前為什麼
繞那麼大一圈才回來。我發現以前禪期所聽到的是 「advice」，但這次聽到 Gilbert 的是 
「command or instructions」，他一步一步帶領著我們，非常非常有效。 

 
此外， Gilbert 提到 「causes & conditions 」時，他說當我們的 mind still，同時 

awareness 也在的時候，我們的 mind 就像一個 「Super Computer 」ㄧ樣，會知道什麼該
說，什麼該作， 作了以後有什麼後果，但這一切都離不開 「causes and conditions」。你會
知道那是因，那是緣，自然也能知道將會變成什麼樣。Gilbert 鼓勵我們繼續用方法，他用
他的體驗告訴我們，只要有佛法的正知見，我們就是走在正確的路上，只要方法用的對，
很容易大家都可以有所成就。 

 
同時發現聽英文的 instructions 感覺不一樣，有時英文反而容易明白。最後一柱香，我

的感覺是活在當下，非常舒服，終於回到當初剛學禪修時的歡喜，同時又有昇華進步的禪
悅。非常感謝 Gilbert，把我的方法調回來。 

 
最後，不能不提的是，太佩服香積組了，他們的食物真好吃，好吃到吃飽了都要再拿

ㄧ點。這次大家在禪堂內不僅心安定， 連出坡也覺得分外用心，打掃得很乾淨，大殿地
板，寮房水槽都乾淨到發亮，連一條頭髮沒有，所以到處都很乾淨。 

 
      最後，要感恩法師舉辦這活動，感恩外護還有內護 Tina，Ashley 和 Hugo 幫忙，第一次
辦英文 retreat，結果很成功。就連 Gilbert 也說道場進步很多，以後會常回來 。上天也對我
們很好，不冷不熱的天氣，風和日麗，大殿偶而有一陣陣的微風，安穩又和諧的氣氛凝
聚，真是人間淨土。 

 
分享之二  Bella Loo  

 
This 3 day retreat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was like no other for me; 

it established my practice and my faith. The Dharma talk meditation instructions provided the 
logical explanation and impetus I needed to try huatou (話頭禪). It was difficult and dull at first 
for me, and with group interview instructions, fine-tuned my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practice 
huatou and had a good sitting at end of retreat. I continue this after the retreat with ease to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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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ise, thinking otherwise I should return to Silent Illumination.  
 
Gilbert Gutierrez, the retreat instructor, highlighted that the basic essentials for Chan practice 

by Chan Masters like Han Shan and Hsu Yun, are for the adept than novice, illuminating in my 
mind, I did not get it because I am novice and not adept. Out of compassion and wisdom, Gilbert 
bridged that chasm for us and for me, with insights to bring us to adept level so we can get the 
basic essentials for Chan practice by Chan Masters and thus be able to know how to use those 
basic instructions gainfully.  

 
For Dharma Drum Mountain San Francisco, Gilbert is coming April 22-23 and an event not 

to be missed. For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you are fortunate; Gilbert is in 
Riverside, near Los Angeles. I have requested Guo Jiann Fashi for a 10 days Gilbert retreat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if that is possible. I had a good work practice team 
leader Melissa Lam and in noble silence, we cleaned the bathrooms of our living quarters after 
breakfast and our dining area after lunch. Our retreat leaders Ashley with Tina Jen quietly and 
unobtrusively moved us along the day’s packed schedule as if we flowed through the various 
events in the days on our own. To the many other Los Angeles volunteers, thank you. To the 
wonderful compassionate Guo Jiann Fashi, Chang Zong Fashi  and Chang Ju Fashi for hosting us, 
thank you. To Gilbert for instructing and guiding and pushing us to practice hard,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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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持戒開始                                                蓮子芯  

 
很羨慕別人打禪能打到連香，或是能收獲到法喜禪悅。這麼多年來我卻始終未曾碰觸

到這般境界。每次總結參禪心得時，似乎往往是笑話多過收獲，難道是自己和打坐的法門
不相應嗎？為此我一直在苦惱和困惑。剛結束的「止觀禪五」眨眼就過去快三個月啦，現
在還能留在記憶裏的，應該算是最深刻的部分。 

 
我們法師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道場辦活動時，來得最早的往往是家住得離道場最遠

的菩薩，遲到的多半是住得最近的。禪五的報到通知上，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就是： 如有
特殊情況不能準時報到，須跟道場提前取得聯系。那天一到鐘點，我分秒不差的跟道場去
了電話請假。法師問我是什麼原因，我知道法師慈悲，更知道說謊是造業，於是乎我就實
話實說：還在家裏烘衣服呢。法師的答覆是：十五分鐘內不趕到就不用進來啦。果然我是
最後一位趕到，而且嚴重遲到。 

 
這就是我的性格，辦事拖拉，做啥事都不上心，更不用說要求上進什麼的啦。 一直以

為這就是學佛人的個性，凡事不計較不執著，也從來沒覺得這是問題要改。記得幾年前就
我打坐總是沒什麼進步與不得力去請教法師，法師對我的開示中提到： 修行不得力跟自己
的業障有關，同時如果一個人平時生活上是懶懶散散，拖拖拉拉，進了禪堂打坐能打好那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當時我也就只是聽聽而已，沒覺得和我有關係。禪五遲到的這件事讓
我意識到，懶散、拖拉，這事不改不行啦。 

  
最近在網上聽法師講經，其中一句「修行要從持戒開始」，讓我很是震撼。持戒是

戒、定、慧的第一步，更是我最為薄弱的環節。原來自己平時總是好高鶩遠，還不會走，
就到處去探索跑和飛的秘訣，終於找到自己問題的癥結所在，也算是一個轉折吧。 

 
每次參加打禪雖然沒能如大德們收獲碩果，但總都是有所變化。那份收獲對別人來說

是那麼的微不足道，而在自己的修行道路上，那就是一種累積和微乎其微的進步。它可能
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也可能是一個新的認知，再或許是帶回來一個好的習慣。比如第一次
是與《大悲咒》結緣，第二次見到法師拜懺很受感動，第三次開始對法器組無比的仰慕，
第四次喜歡上法師們的唱誦 ⋯ 這次禪五在法師們的帶領下慢步經行時，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來我們法鼓山的「身在哪裡，心就在哪裡」 不是隨便說著好玩的。 

  
 雖然以前禪修時，法師也必定是在讓大家用「身在哪裡，心就在哪裡」的方法。我每

次操作時都是在想：前面這位老兄也太慢了吧？在幹嘛呢 ? 真磨蹭 !  然後就站著那兒等法
師下一聲香板的號令。這次的禪五陣容龐大，是由三位法師帶領，而我又超喜歡去挑戰法
師們如飛般的快跑經行速度，所以經常停下來時正好是排在法師身後。由於前面的不再是
某某位「老兄」 ，再加之法師們那強大攝受力，於是乎我終於有機會認真的用了一次方
法，第一次體會到，它真不是一句隨隨便便的教條口號，只有體驗到一次，才真正了解到
它的好。 

 
此次禪五的感受是：修行真是簡單到不行，僅是呼吸和念頭，就能湊齊全部硬件所

需。只要您有心，行住坐臥，隨時隨地都可以是修行。而修行又是多麼深不可測，法師們
都把方法，苦口婆心傳授給大家了，我等俗人卻怎麼都上不了道，入不了門。原因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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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中之一應該是願力不夠吧？難怪小參時，我甚至還在問法師：發願倒底有何重要? 
 
雖然進步是那麼的遲緩和微小，通過這次禪五，正如一位師姐分享時所說：認識止

觀，感覺在修行的路上找到了著力點。而那句「修行要從持戒開始」，讓我覺得修行找到
了方向。我不再去羨慕那些「高大上」的境界啦。 法無貴賤高下，我們要從最基礎根本做
起，從調睡眠、調飲食、調身、調呼吸、調心，就從「身在哪裡，心就在哪裡」下手，就

從持戒開始。 
  
此生能遇到佛法，能有這麼好的師父的教導，還有常住法師們為我們弘法，自己進步

再慢，也覺得真的好幸福啊！  

 
   我終於受菩薩戒了                               陳雪清 

 
凡為佛的弟子，常聽到「慈悲」兩字，慈悲是進入佛道之鑰，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們知

道，該如何以慈悲的方式回應發生在身上的種種遭遇，縱然是生命有一些障礙，令我生起
「受戒」的期望。法師常提醒我們要發願，小願我常常都發，而發願到台北金山的法鼓山
總本山受菩薩戒，可說是夢寐難求。ㄧ直掙扎怎樣從工作、家庭抽身？可是我還是大膽的
發願。應該是我懇切的祈願，終於成就了這難能可貴的受戒因緣。 

 
      步入清淨的戒壇，三尊雄偉、莊嚴的銅色佛像，靜靜安坐於殿堂，臉容安詳。坐在佛
像前，瞻仰佛顏，恭敬感恩之心油然生起。為使新戒菩薩正授儀典完滿順利進行，典禮中
需要學習遵循一些儀軌，從穿脫海青、說戒、演禮、懺摩⋯時間排得很緊湊，護戒法師在
旁指導糾正威儀。在佛菩薩師僧前殷重發心納受戒體，禮拜懺悔，隨著領眾法師宏亮飽滿
的嗓音唱誦，虔誠、慈悲、而專注地讚嘆持戒的功德殊勝，形成一股強而有力的磁塲，令
眾人身心沉澱安定。穿搭菩薩衣時，「善哉解脫服⋯禮佛求懺悔」對戒子而言，這是驕傲
神聖又令人感動的一刻。 
 
      聖嚴師父的開示，清楚講解每條戒內容。十無盡戒中，每條都含有三聚淨戒的功能。
作為初發心菩薩，願以戒律為修習一切善法的基礎，以戒律為生活的防腐劑，時時警醒不
輕易犯戒。犯戒時，當知慚愧，常懺悔業障。猶記得師父寫的「開山意義」令我深深體會
到，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座寶山，擁有大量寶藏，需要發掘，尋找生命的提昇。善用佛法
「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捨能捨」的根本精神，自利利他，為社會盡一份力，樹立最佳
模範，建立寧靜和諧人間樂土。 
 
      站在六樓大殿外，極目遠眺，矇矓的新北市，三月連綿的細雨，煙霧般籠罩着整座
山，是一遍神祕，深不可測、是一遍安詳和諧的化身，何年何月心中再次響起您的呼喚，
讓我們再相約在法鼓山的總本山上。 
 
      接著我還會大膽的發願：願學習遵守三聚淨戒的戒律:「止一切惡念，修一切善法，利
益一切眾生」，也相信在任何情況下以慈悲對待一切眾生，必能得到快樂。在此謹以感 激
之情，致敬總本山內外護戒法師的護持，全體義工奉獻時間和精神，無微不至照顧戒子的
行住坐臥，安心的圓滿受戒落幕。也感恩洛杉磯道場法師的加持，和所有悅眾菩薩，自始
自終地愛護着我，感恩感恩！阿彌陀佛，願大家都獲得三寶的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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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報恩佛二」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  林淑玲 
       

這是第一次參加清明報恩佛二。去年剛來道場時，記得也有這個活動。但當時是來上
福田班的， 對這些法會，念佛沒太多了解，所以也沒太注意。這次報名還是朋友來提醒報
名截止時間，於是就在截止前三小時報名了。 

 
星期六走進大殿時，先禮佛三拜。應該是要心無所求的，但仍悄悄的祈求諸佛菩薩 

賜予力量，讓自己能心無雜念的安住於佛號聲中。聽著鼓聲一聲一聲地揚起，在果幸法
師、常宗法師帶領下，每一念每一腳步要讓自己與阿彌陀佛更接近。在念念相續的阿彌陀
佛聖號中，果幸法師提醒大家要大聲念，在我們無法知道未來有多長的日子裡，時時念，
一心不亂的念。當佛號愈念愈快時，忽然間覺得那已不是阿彌陀佛四個字。說不上來是什
麼，但就覺得是一股力量由心中盤旋而上，到了頭頂，最後跟著大家的念佛聲在大殿上空
迴繞著。記得常宗法師說過共修力量大，一個人的念佛聲太微弱，但今天凝聚這麼多人的
願力，大聲稱念佛號，就像送出一股頻率極強的訊號往西方淨土去，阿彌陀佛應該會聽到
的。 
 

拜懺時，當東單拜下時，看到法師跪拜下的背影，眼淚倏的掉下來（其實我不應該東
張西望）。法師的背影是那麼的謙卑虔誠，好像佛就在法師前，法師以額面頂禮來迎接
佛。佛二的第一天只參加上午及下午兩個時段，一定是方法用得不對，晚上竟然聲音有點
沙啞。拜佛真是需要體力，想到大殿還有那麼多人在精進念佛，而自己竟不爭氣的想睡
覺。當晚真是特別好睡，熟睡到是否夢中與阿彌陀佛相遇都不知道。 

 
第二天沒有參加佛二而是在大寮洗菜切菜，當切下一小朵一小朵花椰菜時，想到果幸

法師昨天說的要想像每踩下一步就是踩在一朵蓮花上。於是一朵朵花椰菜就是一朵朵蓮
花，每摘下一葉葉的青江菜就是一聲聲的阿彌陀佛，洗菜切菜也能鍊心念佛。 

 
星期天在知客處，一位法器組的菩薩告訴我，他們打法器並不是要讓人家來稱讚或感

謝他們的辛苦，而是要一起來成就一場法會，讓大家能一起來念佛。聽了她這麼說，心中
只有感動。在她身上好像看到了這句話「為了廣種福田，那怕任怨任勞」。感謝法師們及
所有成就這次佛二的義工菩薩們! 

 
分享之二  吳桂英 

 
真的很感恩道場辦佛二，以及法師和法會組菩薩的發心付出，共同成就一場莊嚴殊勝

的法會．除了參加的人法喜充滿，相信超度者必獲利益。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佛二，除了很
感恩，很感動以外，也對要如何用對方法來念佛, 更加清楚。平常自己也念佛，週二念佛共
修也儘可能來參加，ㄧ直覺得自己也在努力儲存往生淨土的資糧。 

 
但經過這次佛二聽了果幸法師的開示，有如當頭棒喝。沒有用心用力念，沒有無常

觀，沒有對生死心切，或是沒有急迫要去的心，是無法有成就的。感恩法師第一天的開
示，所以第二天自己的念力就有不同，念起佛號來更加有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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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幸法師教我們繞佛時觀想腳踏在蓮花上，一步一蓮花。坐念時觀想坐在蓮花池上，
和諸大善人一起念佛的相好，光明無等倫，念佛的慈悲願力，接引眾生往淨土。這樣的觀
想對念佛真的很有幫助，更有信心，也感受到自己更靠近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一小步了！ 

 
佛二雖圓滿了，但真正的修行才正要開始，法師勉勵大眾要延續這份精神及念力，持

續用功，時時刻刻繫念佛號。這次佛二讓我也更加明白大眾共修的力量，真的不可思義，
鼓勵大家不要錯過平時周二與周日的念佛共修。 

 

分享之三  張麗玲 

 
當得知洛杉磯道場將首次舉辦「清明報恩佛二」時，心中一直感恩三寶加持，還有常

住法師及義工菩薩們願意共同成就這莊嚴殊勝的佛事。因為可藉此念佛因緣「上報四重
恩、下濟三途苦」，所以也很感恩每位參加的菩薩，因為多一位菩薩念佛，就多一分慈悲
喜捨的力量來回向先人父母以及十方法界一切眾生，並且祈求佛菩薩加持世界和平、人民
安樂、身心自在、眾生離苦。 

 
法會開始的前幾個月，常宗法師安排了「密集式的悅眾特訓」、「份量十足的加行功

課」和「彩排預演」，令悅眾(義工)在戰戰兢兢的情況下急速成長，每星期至少三次練習和
彩排。常宗法師更時時叮嚀和鼓勵悅眾要做好加行功課，因為領眾是要為眾生和自己的法
身慧命負責，得先安住好自己身心，才能讓大眾安心。正如師父曾說：「首先要照顧好自
己才能可以照顧別人的法身慧命」，悅眾因這使命，不敢懈怠、齊心齊力、盡心盡力把任
務完成。結果發現在不知不覺之中，默契就培養起來，彼此之間亦培養到可以閉上眼睛，
只用耳朵去聽，用心領會彼此間的需要，來互補不足。 

 
而每當去道場練完法器用午齋後沒多久，總是遇到常宗法師拿著重重的佛經，帶著滿

滿的笑容，法喜充滿地走進小禪堂用功。讚嘆法師們為十方法界眾生的利益用功，再用功
來加行自己，務求將「佛二」圓滿。這給我很大的慚愧心和動力，回家也會帶著法喜充滿
的心，走進佛堂用功。即使帶著疲倦的身體，也會盡力把加行功課完成，珍惜這個仍能用
的道器身體，好好用功，要「但念無常、慎勿放逸」啊！ 

 
繞佛、坐念時，果幸法師都會提醒大眾用方法、高聲念佛，每每聽到果幸法師的提

醒，大眾的佛號聲會高吭亢起來，打起精神用功。感恩果幸法師慈悲的力量，把我們一直
往前推進；並且在維那法師帶領大眾念佛聲中繞佛的同時，更強烈感受到法師們帶領大
眾，浩浩蕩蕩地向西方極樂世界出發。氛圍殊勝，念佛聲更是莊嚴，幾次都好感動，但要
控制好自己情緒，把將快湧出的淚水吞回去，帶著法喜的心向西方出發⋯ 

 
果幸法師開示時說：這次是「清明報恩佛二」，你們是帶了什麼功德來回向給先人、

父母和十方法界眾生？」聽到這問題時，我也很自然地反省了自己今天是否精進用功？有
沒有老實念佛？一整天的用功是否能真正利益到先人父母和十方法界眾生呢？再一次感恩
果幸法師的提醒，當頭棒喝，阿彌陀佛！ 

在最後的一支香，常俱法師把手上工作完成後，會靜悄悄地進入大殿與我們一起用功
並且執掌地鐘，坐在常俱法師旁邊，更能體會法師執掌法器時的攝受力，感恩常俱法師為
我們在大寮忙了一整天，仍進來和我們一起精進念佛，再一次感受到法師們的慈悲與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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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曾說：任何時候都可以用「默照禪」的方法。最近我也嘗試用師父所教的「默
照」方法融入在念佛和執掌法器中，也體驗到身心安住、佛號專注、妄念減少。在用功時
較以往得力，清清楚楚知道在用「默照」的方法。常宗法師在培訓中教導我們，當悅眾最
重要是做到「無我」，把「我」拿開後。凡事只需盡心盡力，所有利益都是為了眾生著
想，當中沒有「我」的存在，其他的就交給佛菩薩。法師的教導，使自我的壓力也相對減
少，使我在這次「佛二」執掌法器的同時，也能夠輕鬆自在地安住在佛號之上，甚至偶爾
也會忘記自己在當悅眾，與大家分享至此！祝願大家身心自在、法喜充滿、道心 

 

分享之四  黃女純 
 

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我被推出來當維那是因為聲音大，所以在當維那時，也很盡責地 
努力「帶著」大家唱，也以為只要憑著一顆真誠的心來唱就可以。但這次因為佛二的關
係，法師說要趁機調維那的聲音，我一直也搞不清楚，甚至可能還有點不認同，不知法師
的意思為何？後來經過一次又一次對比法師搭配地鐘和我搭配地鐘的練習，突然對自己的
唱法產生了疑問。為何法師帶地鐘的時候，地鐘悅眾能打得又穩又輕鬆，可是輪到我配合
時，不論我自覺多麼有節奏，她們就是打得有點亂。 

 
直到法師開示，才理解原來在唱誦時，第一，不要用喉嚨唱，那樣唱感覺很重；第

二，不要有想要「怎樣」的念頭，一個念頭會傳送，干擾越來越多人，那樣悅眾也打不
好，大眾也唱不好，要把自己「放空」，也就是把「我」放下，一切就順著當時的情境來
唱。經過幾次改正之後，確實感覺彼此之間配合得比較好，不過畢竟養成的習慣一下子是
很難改的，而且在互相搭配的時候，要把「我」，把「念頭」一下子全部放下，談何容
易？就在自己不停自責，也失去信心的時候，還好法師接下了維那，那時真的感恩三寶加
持，覺得這是眾生的福報，但是自己知道還是要努力，繼續加行功課，以期佛二能夠圓
滿。 
 

這次佛二和呂師姐，Rosetta 師姐一起擔任助唱，真的就如法師說的，執掌法器不在比
誰打的好，而是在大家彼此之間的默契。你進我就退，你退我就進，沒有自己，完全為了
利益眾生，所以感覺這次大家互相都配合的挺好，有一種一體的感覺。雖然法會一整天，
但是念佛，拜懺時總覺時間過得很快，而且聽到法師的聲音，感覺好像是用全身心投入地
唱，隨時可以拋棄這個身命似的，真的深受感動。還有監香法師的開示，句句擊中要害，
讓念佛更有動力，感恩法師的用心。 

 
這次佛二真的學習到很多。執掌法器也是一種修行，但是沒有大善知識的教導，永遠

也無法看清自己的問題，無法契入，所以真的非常感恩法師孜孜不倦的教導，也對大家努
力成就佛二心中感到讚歎。未來在法師的帶領之下，相信洛杉磯道場的法會會辦得越來越
好，能令更多眾生菩薩深得利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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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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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週六 
午 2-5 

 

 影片:  
春夏秋冬又一春 

請向法青小組預約座位 
  ddmlayp@gmail.com  

註: 因故 5/29 原大悲懺改為念佛法會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lay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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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重點活動                      請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基礎佛法專題講座班                 週六               下午  2-4 

5/7 「 佛教的因緣觀」 
5/21「五乘、三系與八宗」 

請上網報名 
常俱法師主講 
常宗法師主講 

浴佛法會暨禪悅園遊會 5/15         週日               早 10 – 午 2:30  

週日講經 5/1, 8       週日               早 10-12 
《華嚴經 》第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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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