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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生活中的修鍊 
                    
有修養的人，對不如意的事不求看不到、聽不到、遇不

到，只求自己的心不被困擾，就不會被擊倒。但如何才能免於
外務的困擾？從有人類以來，人間的悲劇就不曾間斷。人為什
麼會製造悲劇？為什麼會發生悲劇？這其中的因素非常多，有
社會的、家庭的、身心的，或其他的一些外緣因素。 
 
人為什麼會發生悲劇？常常是因為自己束縛自己、自己困

擾自己，當思想進入死胡同，鑽進牛角尖，或是剛好受到某一
本書、某一句話，或是正好有一條導火線，便會馬上反彈、爆
炸，如果沒有遇到另一個好的因緣來疏導，最後終會導致悲劇
的發生。如何疏導？首先要認知，我們處身的環境是個無常世
界，好現象、壞現象都是無常的、會變的，不用太得意，也不
必太失望。因此，面對無常世界，精神上、心靈上的修鍊是很
重要的。 

 

要如何修煉？我常說，人要站穩現在而往未來看。有的人
老是想到過去，有的人則常擔心未來，未來的事未可知，但願
那是美好的，當要有迎接厄運光臨的心理準備，即使可能是一
種最壞的結局產生。想想，還會有什麼事會比死更可怕？如果
不幸必須坐牢，也還沒有到死的程度，何況坐牢也還沒有發
生。現在還沒有發生的事就不需要緊張，只要檢討過去、計劃
未來，而面對當下，步步踏實地向前走去，便是人生的歷練，
就是一種修行的生活。 
 
此外，如何使得自己的身心不受他人干擾，也很重要。不

管發生任何情況，都宜當作是一種人間相、一種世間相，當作
是處處都可能發生、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平常事。如何在沒發生
情況以前，未雨綢繆化導轉無形；如何在發生情況以後，亡羊
補牢用自己能夠運用的資源來處理、化解這些問題，心中只有
需要處理的事，沒有被這些問題所困擾而造成的心結。 
 
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就是面對當下的世間相、眾生相，這

就是人間相，接受它、面對它、處理它，然後放下它。一般的
人都可運用這種觀點來為自己化解自己心中的問題，甚至幫助
他人來化解問題。因此一個人的人生修為也可以影響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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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家的人、全社會中的許多人。古今中外許多的偉大人格就是如此產生的。許多
人在諸事順利時，傲慢、自尊、自負、自信，總覺得他們自己是可以主宰一切、安排
一切、負責一切的，因而疏於自我的約束和檢點；一旦遇到重大的挫折發生時，就會
錯愕不已、自我失控而惹下大禍。 
 
一個有修養的人，對於一切不如意的事，不求自己眼睛看不到，不求自己耳朵聽

不到，不求自己接觸不到，但求自己不會被這些不如意的事所擊倒，但求能夠讓自己
以及相關的他人，都能履險如夷，並且免受負面的影響而產生困擾。 
 
人如何能使自己免於困擾，也不困擾別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誇張自己，不要膨脹

自我，不膨脹自我，就不會擔心自我被他人縮小。你的能力再強，也當做個平平常常
的 人，縱然你已出人頭地，還得要敬上謙下，尊重他人。你的工作重要，錢也賺得
多，但是不要膨脹你的自我，因為事業是整體社會所共有，自我只是整體社會的一分 
子，不可抹煞了整體而突出你個人的自我。若你做了大事，尚能體認自己仍只是一個
平凡人，那就是一位具有大丈夫胸懷的偉人，能夠認清凡 事有順、有逆；職位有升、
有降；事業有成、有敗；順逆、升降、成敗都只是過程而已，如此就能時時安住於當
下幸福人生了。 
 
也就是說，心裡知道不自我膨脹，也就不會自我縮水，知道一切都是無常的。遇

到困難，就不致灰心，遇到順境，也不會發狂。經常要有危機感，那遇到倒楣、失
意、 落魄的時候，也不會張惶失措。經常要有新希望，遇到萬事如意時，也不會自滿
驕慢。如果能有這樣的修鍊工夫，人間的悲劇就不會在你的生命中出現了。 

 (摘自《是非要溫柔》） 
 

【僧活小語】                   兒童營心得                                   常俱 
 
兩天的兒童營終於圓滿結束了。 今天早上看到已經還原的大殿，比起兩天前的生氣蓬

勃，深深體驗到空花水月。 
 
籌備期間驚險重重，籌備小組四位主要成員中的兩位，因故必須離隊。報名開始一週

後才收到第一張報名表， 我們就很開心了。輔導小隊之中只有兩位是道場的法青成員，其
他的都是第一次接觸道場，年紀也比我們理想的來得小。很難得的是大家都有壓力，但是
都各自消融，絞盡腦汁把活動辦起來! 
 
營隊結束後收到菩薩們的回饋覺得欣慰。 有小菩薩第一天等到最後一分鐘才肯出門

的， 第二天一大早就準備好了。還有九歲的小菩薩，第一天苦著臉告訴義工菩薩，他得待
在道場九個小時！ 但是一天結束時卻眉開眼笑。看到小菩薩的成長，真的很歡喜。這個善
的種子種下去，一定會為小菩薩的一生指引。另外有家長看了回顧影片，跟我們說明年他
們要來外護。 
 
這兩天道場除了這二十三位小菩薩，有二十多位青年在為大眾服務， 讓我們也感染到

了他們的活力。我們終於跨出了第一步，放下追求完美，自我突破，全程用英文的營隊。
雖然這不是 100分的營隊，不過卻是由一組願心堅定，棄而不捨，盡心盡力的菩薩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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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成就的營隊。大家秉持師父的教誨：沒人做的事我來吧! 不會的就學。利人便是利
己，相信參與的每一個人都成長了很多。 
 

  全家到齊的禪悅園遊會                Sarah Lin  
 
來到道場一年多，這是第一次參加浴佛節暨園遊會，而且還是全家到齊了。平時都是

自己來參加道場的活動，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家人也來認識這個好地方。這次的園遊會就是
最佳時刻讓他們知道法鼓山。 
 
浴佛法會供花時，我讓孩子進去供花，也去浴佛，園遊會時也一起照顧攤位。對從小

就在基督教學校上學長大的他們，這天大概是他們第一次如此接近釋迦牟尼佛。我告訴他
們平時媽媽來值班時，有時是在知客處、有時是在大寮，上禪修班是在大殿或禪堂。在照
顧攤位的同時，我像在做人物介紹似的，指著站在不同角落的法師或某位師兄師姐，像說
故事般的讓孩子們知道這些人在過去一年中，在媽媽的生活裡有著什麼樣的交集。這些站
在不同角落，不同攤位，台上或台下的許多人，都帶給我生命中一處處的亮點。 
 
在歡樂的園遊會氣氛中，很多事情不用刻意安排，它就這麼自然出現了。就像法師們

來攤位關懷問候，孩子就跟法師很自然的寒暄起來。但若刻意要他們來道場向法師請安，
那可能就難多了。對於宗教信仰，孩子們有自己的選擇，現在才十九、二十歲的他們，誰
說的準，他們以後的信仰會是怎樣？就當作是今天在他們心裏撒下種子，靜待未來因緣成
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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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插曲                                        Joe Chang 

 
大概是四月底吧？ 週六下午我家「總監」去法鼓山值班回來問了我一句:「還記得怎麼

彈吉他嗎？」我回答:「應該還記得， 怎麼了？」她說沒事，隨便問問。隔了幾天她說: 
「浴佛節下午園遊會有個活動需要吉他手，你來幫忙吧！」只知道過去一年她會去值班，
聽講經跟參加一些活動。沒想到她還去招標一個工作給我，於是接下來的十幾天，手裡拿
著的已不是高爾夫球桿而是快生鏽的吉他。 
 
在連著兩個星期六的練習，實在要給這幾位女士的精神用力鼓掌。說是合唱團練習，

怎麼就這七、八位？而且還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就這麼來來去去。我想這應該就是「維
也那」合唱團的全體成員了。練習時發現這群「美少女」非常享受歌唱，經常唱得盡興到
完全不理會兩個吉他手的存在。而且好像體力用不完似的，唱到了晚上近十點，我的手感
覺快抽筋了，而他們還在跳「拜訪春天」。 
 
因為這次的意外參與，來到了這個地方，遇見生命中第一次認識的法師（以前認識的

都是神父）。原來法師不是我刻板印象中的那麼嚴肅不苟言笑，練習到很晚時，法師還怕
我們餓，一直叮嚀我們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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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當天還巧遇幾位許久未見的朋友，有點驚訝竟然在我最不可能出現的地方， 
老友久別重逢。民歌組曲表演圓滿結束，任務也算達成。除了佩服這些充滿活力的師姐
們，要謝謝另一位吉他手淑良師姐忍耐我這半調子的吉他彈法。她真是多才多藝，既會吉
他，又會數來寶，主持節目更是口條清晰 ，不徐不緩。 
 
因為這段插曲客串才會來到這道場，也才有點認識平常我家那位師姐來值班的地方。 

看到結束後大家拆帳棚撤場的分工合作，真是蠻感動這些付出時間來當義工的人。謝謝
「維也那」合唱團，因為有這個機會才會來到這裡。聽我家師姐說這就是因緣，就是不用
刻意安排的最好安排。 
 

                          
  

 

 
                         「週三心靈環保讀書會」心得分享  

 
分享之一Melissa 黃  

 
2014年6月在常諦法師的指導下，心靈環保共修於焉誕生。第一本書是《歡喜看生

死》。我們以輕鬆、奉茶方式接引喜歡念書或是對這主題有興趣的大眾，這前後進出參與
過的人數將近50人，固定成員約有 8-15人。 

 
除了傳達解行並重的重要性，在果見法師、常宗法師、常俱法師的帶領下，大家成為

互相關懷、提攜的學佛道上同參道友。目前在常宗法師指導下已快讀完《智慧100》。下一
本書，共同選定為《雪中足跡》。大家輪流做班長，承擔連絡工作，至於午餐也是大家分
工合作，同心協力準備。至今仍是人人法喜充滿，每週都期待讀書會的到來。  
 
分享之二 John 王 
 
參加心靈環保讀書會將近兩年，完成閱讀師父的《歡喜看生死》及《智慧100》兩本著

作，每個星期仿彿在聆聽師父親身教誨。同學們熱烈討論讀後心得及私人煩惱，加上法師
的總結開示，讓同學都心開意解，也讓我們了解如何將佛法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如何讓自
己更慈悲、增智慧、了生死、斷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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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歡喜看生死》這本書學到要自利利他，要積極地去關懷週遭的人，也要讓更多的
人在圓滿此生之時沒有恐懼、沒有罣礙、沒有不捨、沒有愧疚地一心往生淨土。從《智慧
100》知道要透過體解佛法的無常觀、無我觀、苦觀、空觀，去正確看待人生，用智慧處
事，以慈悲待人，去對治心中的煩惱、妄想、分別、執著、貪欲；用知足、感恩、惜福的
心靈，去過一個清心、自在的人生。 

 
分享之三 麗英 

 
有一天桂英師姐跟我說，法鼓山有個讀書會有時間就來參加。記得當時我想佛教的讀

書會，我怎能參加！佛教的理論與章節怎會理解，不會是我這凡人有資格參與的。桂英師
姐又說讀書會是讀《智慧100》這本書，我看到封面《智慧100》這幾個字上面有一行字 
「消解煩惱的具體方法」，使我想知道讀書會如何消除煩惱，因此鼓起勇氣參加這心靈環
保讀書會． 

 
一個多月下來，我覺得好可惜，讀書會已成立一年多了，怎麼現在才知道，如早一點

認識接觸，那過去那些煩惱就可以少些，心靈也會自在些。現在都很期待每個星期三，歡
歡喜地與大家一起在常宗法師的帶領下，把深奧的偈子，貼切口語化的解說其含義，應用
到日常生活中，如何思考如何做個有智慧的現代人。在我有了起心動念時，就會想起讀書
會所學的，常宗法師所說的教誨。有種當頭棒喝，頓時豁然開朗的感覺，給我新的啟示，
學習如何應用佛法的智慧，踏實安心自在，快樂過日子。 
 
分享之四 賴君竹 

 
2015年１月我開始加入週三的讀書會，原因是很喜歡當時所念的那本書《歡喜看生

死》，覺得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就是「生與死」， 每個人都會有。 
 
 剛參加時，什麼都不懂。只見一大早智惠師姐，一盤一盤的菜及飯湯往大寮送。後來

才知道讀書會完以後，大家都會留下來ㄧ起作午供、用午齋。後來幾個菩薩也開始發心幫
忙帶菜來，就在這種互助情況下，大家把第二本書《智慧 100》讀完了，現已開始第三本
書了！  

 
心靈環保是師父的核心理念，我們從小到大、少年、青年、壯年直到老年，心中的我

執，已堆的成山成海，都不知道。但師父把深奧的經文，用很淺白易懂的文字表達出來， 
讓佛教變得易懂易學，ㄧ點都不神祕。 

 
由其是最近讀到「提起放下」的觀念，更是讓我受益匪淺。平常生活中，人與人或多

或少都會有糾紛，若能及時用上「提起放下」的觀念，那人際關係，定能改善。舉我個人
例子，以前跟我兒子，老是常吵。因為我ㄧ直很在意，我是媽媽，他是兒子，怎麼可以跟
我大吵呢？！ 有ㄧ次我還執著氣到可以ㄧ整年都不看他的 email 或連絡。但在心靈環保讀
書會上課後，不知道何時就變得很自然。當又想跟他大吵時，竟會轉個念頭，讓心先安
住， 幾次下來。不可思議的是，現在兒子和我的溝通，較以往平順，不再是刮風又下雨。
真的很感恩讀書會帶給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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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禪的經歷                                                 洪祖祺                               
 
       提起我學禪的經歷，只有八個字「一言難盡、哭笑不得」可以形容，「忽冷忽熱、北
極赤道」也有點貼近我襌修的感想吧？ 
 
       我的第一次禪修，是在三、四年前，回台灣與朋友聚餐時，好友推薦我報名「法鼓山
禪訓班」，還說這個班常常是秒殺的，一開始報名很快就會滿額！我想既然剛好有緣回國
碰上了，姑且嚐鮮試試看！運氣不錯在候補名單排了幾天，被通知錄取。從此，一連串的
意外來了！ 
 
       這次五天的禪修活動，是在金山法鼓山園區內，依山面海，林木蒼翠，鳥語花香，直
似世外桃源。踏出巴士第一步，就迎來撲鼻的清新山嵐味道，全身舒暢，心想此趟來對
了，誰知卻是惡運的開始！（後來才知道自己是傻子的勇敢，應該由一日禪開始訓練起、
慢慢適應）。 
 
       什麼，是 10-12個人擠在同一個房間內？床位只比一個人的寬度多一點點，左翻身碰到
隔壁學員，右翻身手腳卻放到另一人肚子上了！木板床硬得我這瘦骨頭是「硬碰 硬」，好
不難受！頭一夜幾乎緊張得沒合上眼（怕碰到鄰床）。一大早天未亮就要起床、做早課
了。課程很好，禪的介紹與實踐、有條不紊的進行，只是整天整夜的 「折磨」「老身」，
著實覺得受不了，又全天 24小時禁語，似啞巴般一句話也不能說！吃飯坐得比當兵還直，
想加菜也不許開口，比筷指碗的比錯了好幾次， 起初很不習慣以碗就口，動也不動、嚴肅
無比的吃飯。全天不得離開宿舍大樓，規則約束一大堆。頭二天不斷的問自己：「在家裡
好端端的，吃飽沒事幹來此活受罪？」 
 
       打坐時，心專注不起來，妄念紛飛，方法不斷的試了幾個，卻沒有一個對我有效。坐
久腿好酸、腰又痛（本來已經有腰椎毛病）。有時昏昏欲睡，本已坐不住，偏偏前面那個
年輕學員，不知為何、東倒西歪的晃來晃去， 使我更專不了心。好不容易到了「出坡」時
間，心想好高興終於可以放鬆一下，出去林木蒼翠的山坡散步、欣賞風景了，誰知這個
「出坡」卻是洗碗盤、拖地、掃廁所⋯，真是倒霉透頂，賠了老身又折兵！ 
 
      宿舍的正廳懸掛著大匾「應無所住」，那時尚未接觸佛學的我一直納悶著：既然是宿
舍，又為何不讓我們住？沒法入睡、又一大早起來、昏昏沉沉忙了整天，晚上還不給休
息，又須念經、禪坐、上課⋯，累到不行，煎熬了兩天，差點想告假回家了。還好第三天
起，慢慢適應一些，開始有點能靜下心，集中精神注意用方法，偶而還可坐滿一枝香 20 分
鐘沒偷偷換腿，好高興、又有點小小成就感，也沒那麼想回家了。 
 
       五天下來，因為禁語，只能跟自己對話，竟然令我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強烈感受：60 
幾年來，我從未如此深深的觀看過自己、和自己的內心對話過！攬鏡自照，忽然發現自己
內心竟是滿佈塵垢，缺點一大堆（本來一直錯誤的以為自己很本份、很好、有點小成就，
還算可以）於是百味叢生。從未好好看過、想過真正的自己是什麼樣子！那種感覺、那種
震撼，我不知如何形容，只覺嗚咽、欲淚。感恩佛陀，感謝法鼓因緣，給了這反觀自我的
機會。 
 
       回美後，因事忙、沒續禪坐練習，也就漸漸淡忘了此事，之後若有回台，儘量參加襌
修課。有兩次一日禪，一次「中級密集禪修」，偶而想起，會在家裡練習，但一直沒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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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定時坐禪的習慣。 
 
       直到去年，因參加橙縣讀書會，才知道在 LA 竟然也有法鼓山道場，特別抽空補上一次
「禪三」，課程是十分精彩。但我又睡得不好了，腿腰之痛比上幾回更受不了（覺得好像
每次坐太久、又每天太多次了）。對於功力淺淺、又有腰腿毛病的我，好像使不上力、熱
情不起來。倒是內心深處，因為已有一年多在讀書會，受教於法師精闢的解說，此回不再
那麼笨笨的什麼都不知，而稍微體會了一點點放鬆的味道，那是一種甜在心頭、說不出
來、不會形容的輕安、平靜舒緩感。 
 
       朋友鼓勵我下一目標應該是禪七，但我內心著實害怕、又擔心，會過不了關，就看因
緣了吧。總的說來，我覺得禪修是很好的一個法門，既可健身防病，又能修心養性。學習
「止觀」，若能以 「五停心」止住妄念，減少煩惱，又能觀照自己，緊守「四念住」，透
過禪修、訓練刺激人類特有的高級腦皮質（cortex), 進而幫助我們腦的進化，當貪瞋痴等情
緒、或原始衝動、及各種煩惱不斷湧出時，能立刻覺照、自我覺知 ( aware of own 
awareness)，即時加以扼止，不隨意亂發作出來，久遠的未來達到涅槃寂靜或許不是夢。至
少人與人相處、世界有情眾生與萬物天地之間，可望較和諧、清淨、平安吧。 
 
       老洪加油！望諸友、眾善知識助我。斯日已過，命亦隨減，吾與佛陀，恨不早逢！而
今，身已老矣，時日無多，但念無常，希能精進，感恩法鼓、阿彌陀佛! 

 
                                               習禪心得                                         李倩明 

 
自從今年三月，參加初級禪修班開始，每天都會找時間練習。從剛開始只能坐個 20分

鐘、30分鐘、40分鐘，到現在可坐到 60分鐘，就ㄧ直維持這樣的加練上去。 所以第四堂
下課，拿到「初級禪訓班」的結業證書時，我已經練到可打坐 1 個小時了。後來，繼續參
加禪坐共修和星期三的讀書會，所以短短的幾個月，禪修和中文都進步不少，可以說是雙
修及雙收。 

   
話說回來，這期間，感覺到自己真的有改變。雖然到此刻還弄不清楚，是我想自我改

變，還是想要證明些什麼呢？追求些什麼呢？舉例：我時常跟身邊的人分享，最近脾氣較
穩定，聽覺也較清楚，吃什麼東西都覺得很好吃。 

  
有一次，同事跟我說，她的兒子可以打坐二個小時，然後我馬上也試過二次，禪坐二

個小時。 過程中發現到ㄧ些疑問，於是在 6月 11日週六晚上的禪坐共修，請教果見法師, 
到底每次要禪坐多久？法師回答： 如果時間允許，可坐多久就多久。但對初學者，卻鼓勵
不以求功心切，也不是硬練腿功。不作浮光掠影的牽強附會，不為光影聲色的境界所動，
更不要因身心的任何反應而起貪著。可以的話，可以用計時器，中間做ㄧ些按摩。不求坐
多久，但願念念清楚分明。唉，還好來共修，請問法師。否則盲修瞎練ㄧ場，萬一誤入魔
境，就不知如何回頭。  

 
                                    2016 LA Summer Camp                                Tina Van 

   
Summer camp was conducted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the ages of 7 to 13, and the 

children participated for 2 days with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teamwork, building up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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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appreciating nature, and finding self-identity. This was a first-time experience for 
many of them to be in the DDMBA LA center. The children had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sitting meditation, lecture on sustainability, outdo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e understanding racial/gender stereotypes and a slight historical lesson about 
GuanYin-- the bodhisattva Avalokiteśvara .  

 
Interestingly, some older children in their teenage years were questioning themselves 

regarding Buddhism in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fac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important aspects 
and concepts to learn from Buddhism. They engaged the lessons by reconsidering the information-
- critically thinking and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 with their own perspectives-- although they did 
not seem quite as enthusiastic as other younger children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Since they are in 
the stage of adolescence, adults most of the time have more difficulties to interact with them; we 
do not know how connect with them more intimacy. In the adolescent period, they often are 
stubbornly refusing the guardians’ wishes or instructions, and they would start with the attempt of 
idealistic, adventurous, curious, and rebellious.  

  
Since I was in charge of the oldest group, and in my observation, it was not that extreme as 

how these youngsters would turn out to react. Conversely, as long as we open our heart to 
acknowledge the adolescents by respecting their ideas, letting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treating them as friends, then in return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out any resentful 
displeasure. And of course, we still need to guide them in order to letting them realize what 
appropriate behaviors to apply. My youngster group had two teen boys who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trouble makers in the beginning, but the closer I got to know them, the more they reveal 
regarding their family circumstances. These boys actually seemed to try covering up their 
loneliness, sadness and sense of abandonment by acting either amusing or uncaring among others. 
However, they are truly kind and generous toward their team members by sharing their prizes from 
answering the lecture questions or game activities.  

 
Overall,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not only for these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but also a great 

lesson for me to cultivate my compassion and patience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ir feelings and 
listening to their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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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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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禪宗的頓悟與漸修」 
8/6   「大乘菩薩道之六度四攝」 

請上網報名 
常宗法師主講 
 

都市禪二 7/23 週六, 7/24週日      早 9:30 - 午 9:00  請上網報名 

報恩孝親地藏法會暨  

佛前大供 
8/13（六） 早 10-12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講座  
    果見法師主講  
 
8/14  (日） 早 9:30 - 下午 4:30 

請上網報名參加,  
法會前設有雲端牌位,供
大眾可為親朋好友祈福
超薦． 
另設有供僧打齋供花果, 
請事先至知客處報名 

週日講經 7/3, 7/10, 7/17, 7/31, 8/7, 8/21        
週日   早 10-12 
《華嚴經 》第五會十迴向品  

果見法師主講 

    
 

  2016年 9月活動預告 
 
初階禪七 9/10週六早 9:30  –  9/16 週五午 5:00  請上網報名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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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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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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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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1:45 

 

《雪中足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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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縣禪坐共修   第二週及
第四週的
週三 

晚 7-9:30  
地點等詳情詢問, 請 email   ddmba.oc@gmail.com 

法青電影禪 7/9, 8/13 週六 
午 2-5 

影片:  
7/9 「Shaun the Sheep」 
8/13「大唐玄奘」 

請向法青小組預約座位
  ddmlay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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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layp@gmail.com
mailto: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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