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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執著和固執執著和固執執著和固執執著和固執 

 

我們常說堅持己見的人太執著，到底什麼是執著？執著與
固執又有什麼不同？執著又有什麼不好呢？ 

 

固執的意思就是堅持自己想法、做法是最對的，一旦決定
之後，任何人都不能夠改變他，也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建議，這
就是固執己見。執著的意思是放不下，非常在乎、介意自己的
想法與看法，或自己的立場、態度以及身分；只要是與自己相
關的任何事、任何物、任何人，乃至於任何觀念，你都很在乎
的話，那就是執著。 

 

表面上看來，固執和執著好像一樣，但是執著不僅如此。
執著是心中放不下的牽掛，有的是牽掛著愛情，有的是牽掛著
名位，有的是放不下名利權勢；有時候雖然沒有特別的對象和
原因，但就是對任何事都非常在乎，包括在乎自己帽子戴得怎
麼樣？頭髮梳得怎麼樣？臉上長了什麼東西？只要跟自己有關
係的事情都非常在乎。 

 

過度的執著甚至是一種非常痛苦的病症，因為樣樣東西都
很在乎的人，他的精神一定經常處在緊張狀態中，沒有辦法放
鬆休息。以佛法來講，執著又叫「我執」，一切以自我為中
心，而且非常在乎自己的利害得失。他不僅在乎自己的存在，
或者不存在；還在乎別人對他的想法，對他的價值判斷，也會
非常希望別人知道他。對於他所關心的人，他也會非常在意，
在乎那個人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在乎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在
乎他變成什麼樣子。 

 

譬如說，如果一個做母親的，總是對她的孩子不放心。孩
子小的時候她不放心，或許還有道理，可是當他都已經長大成
人，結了婚，甚至也生了孩子了，這個母親還是把他當成小孩
子一樣看待，隨時隨地擔心著不說，還想掌握他在做什麼、想
什麼，這就叫做執著。 

 

我有一位在家弟子，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都已經五十多
歲的人了，她的母親還是把她當小孩子看，她只要出去一、兩
個小時，沒有打電話回家，做母親的就會到處打電話找她，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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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很痛苦。後來，她只好把母親送到老人院去；看起來雖然好像很殘忍，但是從另一
個⻆度來看，她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而且可能對兩人都比較好一點。 

 

另外，有些人認為「擇善固執」也是一種執著，其實兩者間還是不一樣的。 

執著，是一種過分的在意、在乎和擔心，會讓我們像根緊繃的弦，不能放鬆，結果自己
痛苦，周遭的人也跟著痛苦。 

 

「擇善固執」則是朝著正確的信念，堅持自己的方向和願力，並且以意志力－毅
力、恆心和決心來完成，這和執著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非得要說這也是執著，至少這是
一種好的執著。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不能沒有目標，不能沒有方向感，如果能以意志力，持久朝著自
己的方向，持久地讓自己努力，持久地堅持自己的心願，便能夠將生命導向積極成長的
路。 

 

堅持的是原則還是偏見堅持的是原則還是偏見堅持的是原則還是偏見堅持的是原則還是偏見？？？？ 
 

待人處世的過程中，「堅持原則」本來是正常的，問題是：你所堅持的究竟真的是
原則？還是自己的偏見？ 

 

如果對任何事都堅持自己的想法才是對的，堅持要用自己的做法。只管自己，別人
的建議和商量，都不願意接受，也不願意為任何人改變，不替別人設身處地著想，到最
後可能於人於事都會造成傷害。你以為這是堅持「原則」，其實不是！你所堅持的，不
過是個人的偏見，這就是「我執」。 

 

堅持原則，是指自己所堅持的，也會為其他人所接受；不僅現在的人可以接受，未
來的人也可以接受，甚至過去也曾經被人接受過，這才叫做原則。做人有做人的原則，
做事有做事的原則。做人的原則首先要「保護自己」，可是保護自己並不表示要傷害他
人；考慮自己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自己受益，也希望對他人有幫助，秉持彼此互惠
互助的立場，這種原則才是對的。做事的原則，應該要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考量，如果
所堅持的原則，是出於自私或為了少數人，或貪圖一時的方便，這就是偏見，就是執
著。但許多人經常分不清到底是「擇善固執」，還是把個人的偏見當成了原則？其實，
只要觀察別人對這件事情的觀感，就能判斷出究竟是偏見還是原則。如果你的想法和做
法，讓每個人都覺得受不了、很痛苦，每個人都覺得那是錯的、有問題的，只有你認為
是對的，那很可能就是偏見。能夠符合每一個人或是多數人共同的想法和意願，那才是
原則。 

 

原則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時間或區域環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唯一不變的
是：一定是為眾人著想，能夠為大家所樂於接受的。執著偏見的人，就是我執太重。我
執會帶給我們很多煩惱，因為自我意識太強，自我中心太堅固，就會堅持自己的性情或
想法，全身如同刺蝟般長滿利刺，「稜⻆」很多，動則傷人，而無法圓融待人。 

 

所以有人說：「做人處事要內方而外圓」，「內方」就是原則，「外圓」就是不傷
人。雖然在心裡有一定的標準，可是當需要變通的時候，也不要執意不變，食古不化。
必須要有一些善巧方便，觀念想法適時地轉一個彎、換個⻆度，或是多用同理心、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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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這樣才不會讓人覺得你很難相處，事情才容易成就。時時提醒自己「內方外圓」的
原則，也是化除我執的方法之一。更進一步說，如果我們能夠放下我執，不以自我為中
心，任何事情都能看得開、看得淡、放得下，而且能夠包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自然
而然就不會有偏見，當然就沒有煩惱了。       摘自《找回自己》 

 

【僧活小語僧活小語僧活小語僧活小語】                            再見了再見了再見了再見了! L.A.                                     常宗                               

 

因緣不可思議，2014年 7⺝的一通電話，讓我有因緣請執到海外學習，10⺝ 20日來
到了美國洛杉磯道場。2016年的 7⺝的一封信件，改變了原有在這裡的修行生活。 

 

時間好快啊! 兩年的時間，感覺就像當初剛來到洛衫磯道場一樣。出家人的修行生活，
本來就簡單，也很規律。在這兩年裡，每天卻有著不同的學習及發現。面對來來去去的信
眾，看著菩薩們為了求法、好樂學習的心，不論下雨或頂著大太陽，時間到了就會看見一
群老菩薩露出歡喜的笑容走進道場，這是每天從菩薩身上感染到的歡喜心。每當見到菩薩
們為了修行，趕著時間送小孩去上學、並帶著一堆食物進到道場，一方面為了修行也藉此
因緣供齋結緣，看見這樣的身影，每每都讓自己感動不已，卻也照見自己的不足；慚愧自
己的修行力道不夠，無法照顧好大家並在修行上讓大眾增上。 

 

雖然在道場不像台灣有著依眾、靠眾、隨眾規律的修行生活，不像台灣有著無數的義
工，但在道場每個人卻有著一顆温暖的心、慈悲的手。菩薩們之間的相處就像家人一樣的
真誠與可愛；每個人的內心就是一心一意想著讓對方好的心念，所以讓我在洛衫磯道場學
習到這份菩薩心，體會到了生命共同體一家人的感覺! 這是在兩年的修行生活裡，讓我往前
走的動力；帶著這份動力，跟著大家一起共同學習度過兩年很溫馨的海外修行生活;懷著這
份的菩薩心，及滿滿溫馨的祝福，以及無限的感恩回到了法鼓山。 

 

回到山上一個多星期後，我隨著朝聖巡禮團到了佛陀的故鄉－印度。在朝聖十多天的
修行生活，體驗到了佛陀所說的無常法，只能說緣起法甚深。因此也讓我內心有份親切之
感，連同到洛衫磯道場一樣，因為我深信曾經在二千多年前曾經與佛陀結過緣，此生再來
續法緣。相對地，我也相信與洛衫磯道場的菩薩們曾經結過法緣。因佛的緣故，才有福報
在美國與大家接上這份菩薩因、結上菩提緣。因緣是那麼的不可思議! 這一切都是有其原因
的，緣起之後，將會有緣滅之時，佛陀是這樣親切的告訴我們，不是嗎? 我也隨著這樣的
緣起無常法，細細的體會著它的來去生滅。 

 

最後  祝福大家身心平安! 福慧圓滿~                              撰於法鼓山選佛場 2016年 10⺝ 29日 

                   

      「「「「活出生命的力量活出生命的力量活出生命的力量活出生命的力量 －－－－成功三部曲成功三部曲成功三部曲成功三部曲」」」」               林淑玲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於 2016年 10⺝ 16日在 Pacific Palms Resort 舉行一場「活出生
命的力量－成功三部曲」的跨界對談，由名主持人張⺝麗女士主持，與會對談來賓有法鼓
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洛杉磯知名電台台長謝德莎女士、與滾石國際音樂(股)公司董事長段
鍾沂先生。當天出席的貴賓還有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陳銘師先生、核桃市
副市長王秀蘭女士、聖馬利諾市市議員孫國泰先生等。共有近 500位來賓參加。 

 

方丈和尚與兩位與會對談來賓分別就今天的主題－「活出生命的力量」，提出他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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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成功的解讀，及要用什麼樣的生活態度，才能讓生命因為有力量而更精彩。方丈和尚
用「因緣、慈悲、智慧」來闡釋佛法講的成功。個人的努力固然是最重要的實力，但環境
與種種因緣的配合，才能圓滿順利的成就一件事。生活中的悲歡聚散、順利或挫折都與佛
法講的因緣跟因果息息相關。在有限的生命中，更要以慈悲的心關懷身邊的人，以智慧來
處理生活中的難題。「逆境轉個彎， 前景無現寬；身段柔和彎，處世相見歡，」這是慈悲
與智慧所展現出的生命態度。 

 

洛杉磯知名電台台長謝德莎女士，從事於廣播媒體已有 40多年。謝台長在台灣累積的
廣播經驗，讓她在移居美國後， 隨順因緣，成功的在另ㄧ個國界為華人的廣播業發光發
熱。謝台長把握每個機會，把握每個因緣，將她所熱愛的廣播事業由台灣扎根而遍及到大
陸及東南亞各地。 

 

段鍾沂董事長分享了他認為音樂愛好者，對社會要傳達的三個信念：「夢想、愛、勇
氣」。滾石音樂公司歷經了唱片業的全盛時期到幾近破產，而在面對逆境時，段董事長的
不怕失敗及熱愛音樂的夢想，這夢想就是願力，勇敢的堅持願力，讓滾石沒有停下來，滾
石音樂公司在資訊與媒體數位化的震盪下依然屹立不搖。段董事長說他這一生做了很多錯
的決定，但有兩件事是他人生最正確的選擇，一是娶了他太太，二是走進了法鼓山。 

 

在兩個多小時的對談中，兩位與談人以他們在生活與事業中的經驗，展現出不論是面
對外在環境的變遷或困境，夢想與熱愛讓他們不放棄。方丈和尚勉勵大眾，要有正向的人
生觀，才能坦然面對生命中的起起落落。正確認知因果關係，清清楚楚知道每件事情此刻
的存在，是因為過去種種的因緣合和。以謙卑的態度面對、接受、處理與放下它。當不抱
怨不懊悔時，才能看到下一個生命亮點，把握因緣，隨緣努力。生命的起承轉合是「尊重
生命，莊嚴生命，淨化生命，圓滿生命」方丈和尚祝福大眾， 用佛法的慈悲與智慧來利人
利己，珍惜每個因緣，唯有把握生命中的每個當下，轉心念為正念，轉壓力為助力，才能
活出自己的生命力。 

                    

                    方丈和尚與名人對談活動實錄與花絮方丈和尚與名人對談活動實錄與花絮方丈和尚與名人對談活動實錄與花絮方丈和尚與名人對談活動實錄與花絮                     許常一 

 

這場方丈和尚與兩位名人「跨界對談」的大型活動，主題定為「活出生命的力量－ 

成功三部曲」的對談活動，邀請到了滾石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段鍾沂先生，以及
南加知名電台台長謝德莎女士，與方丈和尚一起談談何謂成功？如何活出生命的力量？以
及遭逢困境時該如何逆轉勝？這場對談不僅成功地吸引了南加地區近 500位民眾前來聆
聽，從對談中不時傳出的笑聲與掌聲，以及活動結束後步出會場時觀眾臉上掛著的滿滿笑
意，就可以得知對談內容有多麼精彩了！ 

 

隨意採訪幾位從講廳步出的民眾：「講得很好啊！我很欣賞段先生的人生態度，積極
進取，又不怕犯錯，很勵志…」，「謝台長的生活哲學跟我比較像，好像比較隨遇而
安…」，「很精彩！句句都是佛法，講經比較不容易懂，可是這個座談我都聽得懂，你們
會製作成光碟嗎？我要買回家重複聽….」哇！看來對談的精彩已經讓人忍不住開始回味內
容了。 

 

師父曾提過成功三部曲：「隨順因緣，把握因緣，創造因緣」。綜觀兩位講者的生命
態度，段董事長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縱使人生遭逢困境，始終堅持「人生要有愛，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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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須有為追尋夢想而不怕犯錯的勇氣「，因此在企業大起大落之時乃能因堅守信念而
安然渡過難關，這樣的生命態度不正是「把握因緣，創造因緣」的最佳例子嗎？而謝台長
雖謙稱自小便胸無大志，但因緣際會與廣播結緣，便隨緣盡份努力做好廣播節目，以音聲
與無數海內外華人結緣，直到獲得來自各處聽眾的極為正面回饋時，才驚覺自己工作的意
義重大，並賦予自己更深期許。這無疑也是「隨順因緣，把握因緣」的最佳典範。 

 

妙語如珠的方丈和尚則是以佛法的⻆度闡釋「成功是因緣和合的結果…若能正確理解
因果因緣的法則，就能坦然接受過程中的因緣順逆變化，並欣然接受各種可能結果」，生
活很難總是處在順境，但若遇困境時「不妨多多學習正面解讀，逆向思考…」，並學習
「發願而不抱怨」，便能激發出願力讓自己「因為慈悲而能勇於承擔；因為智慧故能無罣
礙地放下」！最後方丈和尚勉勵大家「成功的心態必須是利益他人的，若懂得放下自我，
以無我的智慧，發起利他的大悲心，必能創造個人與社會皆圓滿融合的境界」。 

 

����活動幕後緣起活動幕後緣起活動幕後緣起活動幕後緣起 

 

這場一年一度的方丈和尚洛杉磯道場關懷活動，是由果見法師所帶領的五人小組所籌
辦的。根據活動組組長所說：最初的構想是希望能吸引不同族群的人前來聽聞生活佛法。
如何讓法鼓山道場能與更多社區人士結法緣，並讓更多人明白佛法就在我們的生活中，成
了活動形式設計的主要目標。過去聖嚴師父也曾與許多名人對談而激起熱烈迴響，透過媒
體的傳播更讓許多不了解佛法的人也有機會認識佛法的智慧，於是「方丈和尚與名人對
談」成了最後拍板定案的活動形式。承辦一場大活動確實不是一件簡單事，背後有多少的
緣生緣滅，以及眾多因緣的和合才能成就圓滿整個活動。雖然在籌備以及邀約對談嘉賓的
過程中並非諸事順利，但抱持著「隨順因緣，把握因緣，創造因緣」的隨緣盡份卻絕不放
棄的態度，終究還是圓滿了這場「成功」的對談活動。 

 

����義工團隊大合作義工團隊大合作義工團隊大合作義工團隊大合作 

 

這場對談活動是下午兩點才開始，但道場早上九點多就陸續有一輛輛車開往會場前行
布置。由於嘉賓們將在道場先用完午齋後再到會場進行對談，因此義工們兵分兩路：一部
分留守道場準備午齋招待嘉賓，一部分前往 Pacific Palms Resort布置會場。留守道場的這
群香積義工可說是群臥虎藏龍，甚至有大飯店西式糕點製作專業背景的師兄，做出了一道
道精緻可口的有機西式餐飲料理，而小禪堂則從前一晚就被布置裝點成臨時餐敘處，幾盆
素淨高雅的日式插花擺設，配上淨白餐具與菜色豐富的精緻料理，要讓未上場前的嘉賓們
先暖暖胃開開心。 

 

另一組人馬則是早早就去會場布置協助的工作人員：包括場外的知客組、接待組、交
通組、護勤組、行願館、票務組，以及場內負責音控及翻譯等等的義工。雖然是外包度假
中心的一個演講廳，但演講廳內外的布置都得自己來。布置完畢後感覺會場從裡到外都透
著一股既清新又活潑的生氣，細心一看會發現原來從會場裡的講桌茶几到會場外的攤桌，
甚至在貴賓休息室的桌上都擺著一盆盆美麗的藝術插花。這些花藝作品都是秀華師姐領軍
的道場插花課師姐們一起合作完成的，她們在前一天就分配幾車去花市買花材，由老師規
劃好設計圖後，分配一人完成一個作品，藉此正好讓插花課的同學們有一個最佳的實習機
會。為了配合對談活動的大場面，老師特別選擇浪漫喜氣的歐式插花風格，以亮黃色的宮
燈百合為主題，花材選擇顏色既搶眼又不俗氣，每一個作品之間顏色既有延續感又能彼此



        

 6 

融合。老師甚至為每件作品呈上前誦念了心經和大悲咒。用心妝點過的花藝，配上穿梭場
內外忙碌義工們的身影，成了會場上一道道美麗動人的風景。 

 

另外，場內外最吸睛的大概就是身著大禮服的接待組師姐了，受過幾次培訓的義工菩
薩們穿著白衣藍裙加上深藍背心，個個秀麗而莊嚴地面帶笑容並操手站在會場的許多⻆
落，等著隨時為參加的民眾服務解惑，問她們辛苦嗎？「很榮幸，不辛苦！」「很好玩，
很歡喜！」果真個個帶著服務眾人的心，即便穿著高跟的黑皮鞋一站大半天也不喊累。其
實，義工菩薩們平時來道場多半打扮素樸裝束簡便。真的有必要為此活動打扮穿著得這麼
正式嗎？「穿制服確實比較有整體感，可以突顯我們對活動的重視；而培訓也真的很重
要，可以讓我們臨場不亂」招待組的師姐如是說。對照當天會場內外的氣氛既輕鬆又莊
嚴，招待組師姐們的表現確實不同凡響，功不可沒！ 

 

在經歷了掌聲笑聲讚歎聲後，活動也跟著落幕了。聽眾們一個個離開，一群群的義工
又開始忙著收拾物品，拖著扛著大包小包東西離開會場。不消一會兒功夫，會場又恢復原
來的安靜狀態。一場從無到有的大活動，又從精彩熱鬧的「有」回歸到靜謐冷清的
「無」，再次為我們演繹了一場佛法最為生動的「空」的緣生緣滅的奇妙因緣法則。     

 

      

                                          

                                         母親的皈依母親的皈依母親的皈依母親的皈依                                     曾慧怡      
 

       10⺝ 15日，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到 LA道場，舉行皈依典禮，共有約 25位弟子皈
依，我的母親當天也皈依了三寶。 

 

      年邁的母親這天比往日早起床，吃完早餐有充裕的十五分鐘時間去散步，並準時到達道
場參加皈依典禮。午齋後她也興致勃勃地觀看道場師兄們的精彩表演，認真聆聽方丈法師
的開示。顯然，整個過程母親都懷著愉悅的心情參與，一切如願順利，懸在我心頭的大石
悉數放下 

 

      母親一向篤信觀世音菩薩，待人慈善。前些天跟她話家常時，她提到「我從來沒有為難
別人…」。她的這些善種子，終於成就了此次皈依的善因緣。感恩一切善緣，感恩法鼓山
LA道場的法師舉辦了皈依典禮。    

 

      我念《地藏經》有一年多了，經裏有四個地藏菩薩發大慈願度眾生的故事，其中有兩個
就是女兒為救母親不墮地獄而發大願：願度一切眾生不墮地獄，自己方成佛道。每唸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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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都尋思著要為母親做點事，讓她早日與佛結緣。終於藉著這次大好機會，在各種因
緣俱足的情況下，完成了這心願。感恩佛菩薩慈悲保佑，成就母親皈依的善緣! 

 

      母親皈依三寶後，有天她早早起床，說是要帶她上佛法課，於是我把《皈依三寶的意
義》的小冊子念給她聽，並將每天專心念佛號的功課與她分享。祈願老人家在她後半生能
精進學佛。 

 

                                                         皈依分享皈依分享皈依分享皈依分享            張慧慧 

 

2016年 10⺝ 15日對我來說，是個殊勝的日子，我領了皈依證成為佛門弟子。這麼多
年來猶豫不決，多次的讓機會擦身而過，有如長時間當旁聽生，始終沒有勇氣走進教室。
終於在這一天鼓起勇氣走進佛堂，正式的聽法師開示。 

 

皈依大典是很莊嚴的儀式，聽著方丈和尚「三皈五戒」的開示，慶幸自己的決定是對
的。冥冥中的因緣，牽引我走上這條佛門之路。皈依過程中，內心很平靜。當法師將佛牌
掛到我頸上時，眼淚唏哩呼嚕的流不停，心中的激動不可言喻。 

 

能成為佛門弟子是因緣所促成，感恩在我身邊有許多善知識的陪伴，讓我的修行之路
順遂，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大願希望行菩薩道，菩提心不退轉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繼續我的修行之路。 

 

                          出席慈濟五十週年活動報告出席慈濟五十週年活動報告出席慈濟五十週年活動報告出席慈濟五十週年活動報告                    許淑良      

 

八⺝二十一號慈濟基金會舉辦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特別邀請了南加多個佛教團體
參加這場為弘揚藥師法門而舉辦的演講暨座談會。法鼓山洛杉磯道場也受邀參加慈濟美國
總會所舉辦的這場《靜思人文講壇—藥師經講述》活動。在這個災難頻傳的時代，提倡弘
揚藥師佛重視現生法樂以及慈善救助的精神是特別有意義的。因此，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由
北美護法會副會長悅眾林博文師兄帶領包括召委王小薇等一共七人參與此次盛會，並由法
鼓山讀書會帶領人代表做如下的報告。 

 

慈濟團體實踐藥師淨土的宏願慈濟團體實踐藥師淨土的宏願慈濟團體實踐藥師淨土的宏願慈濟團體實踐藥師淨土的宏願 
 

由慈濟證嚴上人所領導的慈濟基金會(舊稱慈濟功德會)，在過去五十年對台灣社會甚 

至全世界所作出的貢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從對社會弱勢團體的扶弱濟貧，創辦慈濟醫院
解除眾生病苦，到推廣環保上所做的努力及成果，甚至在許多災難現場總是可以在第一時
間看到慈濟師兄姐們忙碌的身影。這些救難濟世工作非但彌補了社會福利所無法照顧到的
死⻆，甚至發揮了比政府還積極快速有效率的動員能力及救災成效，讓人十分讚歎。這非
但一掃過去外界對佛教徒消極厭世的錯誤印象，更進一步讓世人看到了佛教徒的慈悲熱血
心腸。慈濟團體不止發揮了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慈悲精神，更是一步步在實踐藥師佛東
方淨土的宏願。 

 

藥師法門的時代意義藥師法門的時代意義藥師法門的時代意義藥師法門的時代意義 
 

1.重視現世法樂的藥師精神 

在現在這個災難頻傳的時代，提倡修持藥師法門感覺特別有意義。中國近代佛教大師
太虛大師也曾在 1934年，在中國大陸經歷一場大水災過後，講授了《藥師經講記》，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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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弘揚東方淨土的藥師法門。除了鼓勵當時佛教界發揮藥師佛重視現生法樂的濟世精
神，倡導急難救助以外，也意在藉此矯正當時佛教界「重死不重生」的弊病。依此之故，
藥師法門著重「現生法樂」的精神才開始受到重視。太虛大師繼而提出「人生佛教」的觀
念，其後陸續有印順導師等也倡導了「人間佛教」的觀念。這些觀念和主張都很深刻地影
響了其後一整個世紀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師公東初老和尚及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也深
受這個觀念的啟發，聖嚴法師後來也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作為法鼓山的創
建理念和目標。這些秉持「佛教在人間」觀念的大師們，其所延續的也正是藥師佛重視現
生法樂的精神。 

 

2.標本兼治的藥師法門 

佛又稱大醫王，因為他能治愈娑婆世界眾生的病。而三藏十二部的經典事實上都是藥
方。人的身體難免會生病或遭受災難，除了眼前看得見的原因以外，還有自己過去生過去
世所造的業力，甚至再加上集體共業的力量，都會讓人遭受病苦或災厄。然而這些病因或
者是病的源頭事實上都指向我們的心靈生病了，而且病的不止是這一輩子而已。我們基本
上已經帶著病因輪迴了多生多世。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一種治標的方式。既然主要是我們心靈生病了，「心病當
用心藥醫」，這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然而，有時當我們被病痛折磨得很痛苦時，也會
希望有特效藥能暫時止住疼痛，才能有力氣繼續往下走。「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是
菩薩道的一種方便精神。而藥師佛在因地時所發的十二大願，願願都是要「令諸有情，所
求皆得」，先暫時解除你身上的苦，甚至讓你嚐到甜頭有信心後，再引領你趨向佛道，所
以正是一個標本兼治的法門。修持藥師法門不僅能讓我們消災免難，壽終正寢不橫死；最
終還能引領我們趨向菩提正道。因此在這個天災人禍各種災難疾病頻傳的時代，修持或者
弘揚藥師法門的確是深具時代意義的。 

 

法鼓山教團僧法鼓山教團僧法鼓山教團僧法鼓山教團僧俗四眾弟子的努力俗四眾弟子的努力俗四眾弟子的努力俗四眾弟子的努力 
 

法鼓山這些年在創辦人聖嚴法師的帶領下，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作為
教團的最高理念。雖然法鼓山並未刻意強調藥師佛的法門，但教團最高的行事方針則是
「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淨化」。所謂「佛佛道同」，無論強調的是根本救治或者方便
救度，發揮弘揚的都是佛陀的度化精神。 

 

1.災難救助 

首先，在災難救助方面，聖嚴法師提出救災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救命，第二階段是安
定，第三階段是安心。前面兩個階段是物資方面的救援，這個部分有許多宗教或社會救助
團體也會參與。但第三個階段的安心，則是要花比較長時間針對受災戶的心理，精神及心
靈所作的重建安心工作。因此，台灣南投 921地震，中國四川大地震以及南亞大海嘯後在
印尼，斯里蘭卡等處都設有「安心服務站」，在災難過後持續為受災戶身心的安定而做努
力。 

 

2.社會運動 

其次，法鼓山這些年陸續推動以「心靈環保」為主軸的四種環保，提倡「心五四運
動」，以及「心六倫運動」。這些都是鼓勵社會大眾可以一起來參與的心靈淨化運動，因
為我們深信「人間淨土」的完成必定要從淨化個體的心靈開始做起。除此以外，在各個道
場也會舉辦固定而長期的共修共學的活動，因為淨化個體心靈是一項長期的修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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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講經及讀書會 

所有的自我淨化的修學活動都始於正確知見的建立。藥師佛所發第九大願中就提到
「願我來世…….令諸有情出魔罥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皆當引攝置
於正見，漸令修習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因此，法鼓山洛杉磯道場舉辦許多不
同類型的讀書研討活動，比如由法師主講的固定講經活動(e.g.華嚴經)以及不定期的佛學專
題講座，以及由居士帶領、法師輔導的讀書討論活動，這也包括在道場以及社區內的小型
讀書會。希望透過讀書討論能學習對佛法如理思維，可以說是一種正見以及正思維的訓
練。 

 

4.禪坐 

另外，禪法的修行是法鼓山所提倡的重要法門。有了正確的學佛知見，更需要學習正
確的方法來幫助自己實踐佛法，才能利人利己。禪法正是法鼓山推廣的重要方法。處在這
個不安定的時代，我們更該學習如何讓我們身心安定，才能以內心的靜制外在的動。因
此，道場除了有固定的禪坐共修外，也不定期舉辦禪訓班以及禪七活動。 

 

5.法會 

道場也經常性舉辦各種不同的法會，有念佛共修的法會也有拜懺的法會，而其中每年
歲末舉行的水陸大法會中也設有藥師壇場，海內外各分支道場新春期間也會舉辦藥師佛法
會。抱持著「以法相會」的精神，法會在意開始與結束時都會有法師開示，除了揭示法會
的意義以外，也會不斷鼓勵與會者用禪修身心安定的方法和狀態來共修，這樣才能達到法
會修行的更好效果。 

 

6.其他活動 

以上所提的這些都是法鼓山三大教育中的大普化教育，另外兩大教育是大學院及大關
懷教育。其中大學院以培養優秀佛教人才或宗教師為主，主要培養場所在台灣總本山道
場；而大關懷教育則遍布於各個活動中。以法鼓山美國洛杉磯為例，除了以上固定的共修
活動以外，道場在社區關懷及信眾關懷方面也有一些不定期活動。如：對弱勢團體或老人
院的物資捐贈，敬老關懷，以及臨終助念關懷等等。 

 

法鼓山教團依聖嚴法師的領導，無論辦任何活動都離不開「教育」與「關懷」的精
神。為了達到「提昇人品，建設淨土」的目標，所用的方法便是「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
體關懷」。在這樣的原則下，我們所舉辦的活動也都隱含教育以及關懷的精神與方法，希
望能一步一步朝著「淨化人心」，甚至更進一步「淨化世界」的目標不斷邁進。 

                                

 「「「「中觀抉擇論中觀抉擇論中觀抉擇論中觀抉擇論」」」」演講心得演講心得演講心得演講心得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王王王王演妙演妙演妙演妙 

 

       游祥洲老師在 8⺝ 27、28兩天的講座與大家分享了很多中觀的智慧，使我感觸最深的

是老師提到善財童子在五十三參前，由文殊菩薩的教誨而學得的四點心得：多親近善知

識，不要學得一些善知識的教誨就滿足，對於善知識的教誨要奉行，並且不要去找善知識

的過失，不要因為善知識的過失而傲慢或起煩惱、瞋心。 

       善財童子是《華嚴經》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善根深厚，累世修行不僅能夠做到
身、語、意業皆無過失。並且淨菩薩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淨猶如虛空，迴向
菩提無所障礙。他虛心向文殊菩薩請教該如何修菩薩行。文殊菩薩對善財童子的回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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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游老師在講座中和大家分享的四點： 1. 求善知識勿生疲懈  2. 見善知識勿生厭足  3.于
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 4. 于善知識善巧方便勿見過失， 這四條教誨都與善知識有關。在
這段話之後，文殊菩薩指點善財童子向南去尋找一位德雲的比丘，請教如何行菩薩道的方
法，由此拉開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序幕。 
 

      幸運的善財童子有機會聽到文殊菩薩的開示，又獲得指點該去參訪的第一位善知識是
誰、在哪裡。 然而大多數人在開始學佛時，卻未必能如此幸運。我在上學時對佛法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可是那時學佛的同學很少，也沒有佛學的老師。於是只能自己去找些書來
看，週末的時候去周邊的一些寺院參加法會，或是聽說哪裡有佛學講座就去參加。那時一
直很希望能找到一位佛學指導老師，也經常去佛像前發願祈禱。不過那時因為自己初學佛
法，正見還沒有完全建立，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知道誰是真正的善知識。一方面希求心很
強，一方面又很怕走錯路，著實是苦惱了一段時間。  

 

      現在回想那段時期，其實也遇到過一些很好的善知識，可是那時的自己不知道而做不到
文殊菩薩教給善財童子的這四個要點，因此或許錯過了善知識，或是無法由他那裡領受佛
法的真諦。 現在的自己如果有機會和那時的自己對話，我會告訴自己「嗨! 少年，把東奔
西走的希求心放下。在沒有碰到明師之前，不要著急。先好好讀經，好好做功課，好好參
加法會，把安身立命的本事學好做好，等一切就緒時，老師就會出現了。」 

  

       如今很幸運能夠來到法鼓山 LA道場，雖然因為工作的緣故，並不能常參加活動，但是
卻在這裡受益良多。能夠在這裡親近法師，並且得到很多師兄師姐的分享和指點，而能樹
立了佛法的正見。也告訴自己，今後要按照文殊菩薩教導的這四個要點去做。 

 

翁翁翁翁文玲文玲文玲文玲 
 

游祥洲教授的「中觀抉擇論」演講，我最受用的觀念有二：                          
 

1. 鋒利的劍需要有劍鞘的庇護才不會任意傷人。用中觀這把鋒利的劍，必須要有慈悲心這
劍鞘來作庇護，這是對於學習「中觀」非常重要的提醒。 

  

2. 入法性之流，保持在法流之中，安全而持續的進步，所以親近三寶與親近善知識是很重
要的。 游教授引述文殊菩薩告善財童子，有關於善知識的四句話中，又以「與善知識，勿
求過失」最為發人深省。   
                      

                                               瑜伽課結束了瑜伽課結束了瑜伽課結束了瑜伽課結束了                                    慧怡 

 

      不知不覺的，道場每週五晚上一個半小時的瑜伽班，在兩個⺝後的 10⺝ 28日終於要結
束了。當晚學員們練習得特別認真，因為大家知道，過了今晚，要想來道場學練瑜伽，就
得等明年了… 

 

     「可以嗎？」每做完一個稍有點難度的動作，瑜伽老師 Tina總會溫柔體貼地訊問學員們
的感受。身為學員的我，對此問話倍感親切溫暖，常深吐一口氣在心中默念：「可以！很
好！」。「手伸直腳伸直」、「眼睛往前看」、「吸氣、呼氣」、「肩膀放鬆」、「大腿
從內網外傳」、「用左手的力量把身體拉起來」…一個個的口令清楚，還不時以中英文交
替的說，讓學員們無語言障礙的完全聽懂，真正符合了國際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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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的發心與用心無處不在，使學員們對她的敬佩由然而生。每組動作老師都先示範，
然後詳細講解要領及注意，有時還想出藉用椅子、方墊等各種輔助道具的善巧方便，幫助
學員較為輕易地達到動作的要求與效果。老師不時地巡視，並耐心地輔助學員把每個動作
都做到位… 

 

   課堂結束時，有同學建議合影留念，使大家開心無比。高興地按老師的建議，擺上優美
的姿勢，為 2016年秋季 LA道場的瑜伽課畫上圓滿的句點。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時間，
學員們反應自己的筋⻣都拉伸得較為靈活，所做的動作也越來越純熟。老師鼓勵我們以後
在家，多練習基本動作，所學就不會荒廢。 
  

                                  

          2-Day Retreat                     Bill Foreman (Yen Chan)               

The retreat was wonderful. While a one-day retreat is good, it seemed to me even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day that I was really on retreat, so to speak. And when I got up the second day, all I had 

to focus on was working on my practice. For me that meant really taking to heart what the 

Precepts mean in my life, really attending to method, and really being aware of how I go about 

being in the world. 

 

I have, at this point in my life, a solid daily practice, so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not 

unfamiliar to me in general. But I was surprised at how effectively I was able to keep them in front 

of me on such a short retreat. It very effectively made clear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concerns that 

are more important. 

 

I am certain that one reason the retreat was so effective was that the practitioners were so 

diligent. Even in the very first meditation period, the group was still and silent. I could feel it, and 

it helped me enormously. Everyone was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 all I had to do was follow 

the crowd. 

 

I appreciate all the work that went into the retreat, from all involved. It seemed very well-

attended and my sense is that fitting two days of practice comfortably on to a weekend makes it 

easy for people to attend. My impression is that several retreat attendants had only done a one-day 

before, so this is great. I hope to see more frequent one or two or three day retreats at DDMBALA 

to help practitioners build up to seven day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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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年年 11-12⺝重點活動⺝重點活動⺝重點活動⺝重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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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如來藏概說」 

請上網報名 

果見法師主講 

 

週日講經 11/6、11/20、12/11、12/18《華嚴經》 果見法師主講, 免報名 

 

水陸法會 11/28 – 12/4  網路視訊共修 

                      大壇－《梁皇寶懺》   

法會期間備有供僧、
齋、花果及雲端牌位
項目。請到知客處或
上網查詢。 

 

平日共修活動平日共修活動平日共修活動平日共修活動 

 

週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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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查行事曆) 

八式動禪 週二、四 早 8-8:30 Live Oaks Park (Temple City )  

籃球場邊八⻆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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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行事曆 
 

＊法會期間可為新近往 

生親友迴向 

週三 早 9:30-11:45 《真正的快樂》 讀書會 

隔週六 

(詳情查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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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 7-9:30 
 

讀書會 

禪坐共修 

活動詳情, 請 email 洽
詢
ddmba.oc@gmail.com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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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場開放時間道場開放時間道場開放時間道場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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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有新書) 。 

 

  歡迎踴躍投稿歡迎踴躍投稿歡迎踴躍投稿歡迎踴躍投稿 ! 分享生活或修行體驗，或學佛心得。 文稿請 email 至 ddmbal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