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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何妨萬物常圍繞 
           無事於心．無心於事 

 
修行本身就是一樁事，修行要用心，用你的心來配合修行

這樁事。比如拜佛是修行的法門之一，但身在拜佛，這是事；

而心是不是在拜佛呢？真正的拜佛是非常平靜，非常清楚地心

隨身拜，這是我主持禪七時，經常教導禪眾所用的方法。拜佛

時，心無二用，只有集中注意力於拜佛的每一個動作上。沒有

心中所想的念頭，只是全神貫注地做拜佛這樁事，這便是修行

的方法。 

 

修行的方法，可以分為兩類：一是只知有事不知有心，一

是只知有心不知有事；前者是專注於方法而忘了心念的活動，

後者是自知落實自由的存在而不受境界所左右。如果雖有事而

事動不了你的心，你就不會計較是非得失。你在做這個事，而

不把做這個事和你主觀的自己連在一起；你是修行人，卻勿使

修行這個事動了你的心，這是有事無心而無事於心的程度。 

 

打坐時數息，每呼出一口氣，數一個數字，數到十，再從

一數起，這時心裡專注於數呼吸的數目字，其他的事都不管，

便是讓數呼吸的這樁事動了你的心。 

 

各位如參加過禪訓，就知道數呼吸有好多個階段，數到好

時，呼吸有，數目沒有了，再數下去，連呼吸都不知道有沒有

了，這時你的心才安靜下來，這時才是真正的在修行。就像騎

一匹野馬，初騎上去一定會掉下來，如果騎了上去不再掉下

來，而且馬和你好像合而為一，隨心所欲地你要到那裡，馬就

到那裡。你渾然不覺馬和你是兩樣東西，到這種程度，才是真

的修行，這是有心無事而無心於事的程度。 

 

海面無風不起浪─心與事合一 
 

當我們用心用到心與事合而為一時，已經是心外無事，事

外無心，這種情況才是真正修行得力的開始。通常，人們都是

處在事情和心分離的狀態下，所以有煩惱，以致無法瞭解自

己，無法真正的瞭解他人。如果心和事合而為一，我們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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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清清楚楚的，對環境也是非常清楚的。 

 

通常用海作比喻，海面無浪是不可能的，除非海變成琉璃、水晶，才不被風吹成

浪。心亦如此，若未穩定堅固，必會受到境風的事所擾亂。凡夫的心就像海面的水，外

境就像風，只要風一動，水就起波浪，一起波浪，它就糊塗混亂了。譬如一泓湖水，若

遇沒有風的寧靜秋夜，水平如鏡，倒映在水中的月亮，便會被看得很清楚；如果水面上

有風，或者用手撥動水面，此時水中的月亮在跳動發抖，甚至變成碎片。如果我們修

行，心越來越平靜，越來越不受外境干擾，心就越來越堅固，一直到達像水晶、像琉璃

的程度，永遠不受外境的干擾。 

 

心裡有事，心就不安寧，或是有新發生的事情動了你的心，心也不安寧；兩種情

況，同一結果。一種是心裡有事，你做什麼事，都做不好；一種是外境動了你的心，心

不平靜，事情也做不好。 

 

修行就是要使我們的心中無事，也不要讓事動了我們的心，這要用方法練習。方法

又使我們的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從大大動亂的心，變成小小動亂的心，再進而變

成不動亂的心，我們的心就平靜了。那時還是心中有事，方法本身就是事，以方法這個

一貫的事，代替雜亂的事；以規律的事，代替不規律的事。數息的方法，就是一貫的有

規律的事，它可使我們的心，走上一貫有規律的動，再漸漸變成不動。聽聲音也是一種

方法，比如現在在下雨，你也可以用聽雨聲為方法，每一滴雨的聲音，都打動了你的

心，是有事於心；你不再聽其他的聲音，這連續不斷的雨聲，就是有規律的打動你的

心。你的心被有規律的打動，比被不規律的雜念打動要好得多，漸漸地心便寧靜不動

了。所以，方法本身就是要動你的心，使事進入你心中，目的是心與事合而為一，乃至

心與事雙亡。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心事雙亡 
 

諸位可知道？成佛之後的人，是心與事合一？抑是心與事雙亡？從佛的觀點而言，

是無我無物無眾生的，當然也是無心無事的。心不住於過去、現在和未來，便是無心；

無我相、無人相等，便是無事。但是佛以無緣大慈救眾，故不住三際而有心的活動，此

心不是主觀或客觀的我，而是隨物應化的悲智，如明鏡本身無物無影，但能胡來胡現、

漢來漢現，你是什麼你要什麼，佛的悲智之中就現出什麼而給你什麼，且能一時頓現十

方三世的一切事物。 

 

這可以拿照相機的鏡頭作比喻：照相機拍照，鏡頭不能動，「啪」一聲，照出來的

相片才清楚；如一面照一面動，鏡頭一定是模糊的，拍出來的照片就不會清晰。再拿我

們人的眼睛跟照相機的鏡頭作比較，請問：在同一個時間之內，在眼睛視線所及的範圍

內，你能清清楚楚地把每一個事物的所有形像，都攝入印象中嗎？不可能。在座諸位有

好幾十個人，我一眼可以看清楚每一個人的表情嗎？沒辦法啊！我一眼只能看到一部分

人的表情。可是照相機的鏡頭，能在一剎那之間，將鏡頭所及範圍內的一切攝入無遺。

兩者為什麼有這樣的不同？這是因為我們的眼睛在視物的時候，加上我們的心，我們的

心在動，所以看不清楚。而佛心是如如不動的，故能因應眾生之需要而給予救濟，即所

謂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摘自《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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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活小語】                              回放                                            果見 

 
某日信眾 A 帶著一位老菩薩來念佛並留下來用午齋。我招呼他們入座。這位老菩薩看

起來是個新面孔，我簡單為他說明了動線，引導他出位打飯菜。A 悄悄告訴我，這位老菩

薩有點老人失智了，所以 A 幫他打了飯菜，端到他面前讓他可直接享用。不多久，這位老

菩薩自己起身走到打菜區，拿起了夾子正準備夾麵，我想除了眼前已打好的飯菜，也許他

想多吃一點也不為過。只見 A 菩薩趕緊把他給勸回了座位，引導他繼續使用他桌上已有的

飯菜。隔了幾分鐘，老菩薩又站起來了，重複前一次的動作，拿起夾子想夾麵，這回 A 菩

薩又去安撫他，把他帶回座位，我才知道原來他忘了 A 已經幫他打好，「已有飯菜可吃

了」，所以他一直想做這個打飯菜的動作。我才吃了幾口飯菜，老位菩薩又走了出來，重

複第三次同樣的舉動。 
 
老人失智是普遍的現象，並不稀奇，但今天這位老菩薩「重複的點」，猶如默劇一般

在眼前上演著，對我來說反而有了新的啟發。我心想，這就如同跳針的唱片，一直重複著

同一句歌詞或音樂，就是過不去。如果你的記憶停留在做一件有趣的事、快樂的事，甚至

不苦不樂的事，也就罷了，但如果是停在某個傷痛或不愉快的事件上，那可就不妙了，豈

不是不斷的回放著那些場景、不斷打擊著那個痛點、一次又一次被苦淹沒? 所以如何「停

止」重複的「輪迴」，成了一門大學問。如何該停的時候停、該動的時候動? 如何讓腦海

中的記憶事件停止一再重播? 讓自己的心能跳脫反複出現的煩惱習氣? 若能放下，當下不就

是清淨智慧的現前嗎? 
 
大部份尚未進入失智年齡層的人，或多或少也有著與失智老人一樣的行為或記憶模

式，做了很多努力只想重回溫馨愉快的場景好證明自己曾經快樂過；有些人則陷在仇恨與

痛苦的流沙中，掙扎著想爬出來卻又不斷深陷其中，完全忘了應該活在當下。 
 
好不容易的，老菩薩一頓飯菜終於吃完了。感謝這位老菩薩的示現，讓我重新省思我

們到底花了多少時間和精力在重複「回放」著過去的記憶。如果我們要避免失智，除了養

生、吃健康食物外，別忘了也要重視「心」的保健，隨時去清一清自己內心的垃圾，才不

會發生重複「跳針」或卡在某個情境跳脫不出來的情況。                        
 

                                 清明報恩佛一                                    文宣組                        
 

正值慎終追遠的清明時節，法鼓山洛杉磯道場特於 2017 年 4 月 2 日舉辦清明報恩佛

一，讓大眾藉由精進念佛迴向「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同時也能透過雲端牌位為現

世父母、師長親友及法界眾生等祈福、超薦。 
 
這次佛一，連同執掌法器悅眾及內護義工，共有 81 位參加，其中 50 位信眾更是全程

精進。 會後有多位信眾紛紛表示感恩道場能夠舉辦這次冥陽兩利的活動，更有菩薩感動到

流淚，回家路上佛號仍持續在耳邊回響。 
 
莊嚴的大殿裏，佛號相續不斷。監香果幸法師提醒大眾要高聲念佛、用全部的生命念

佛，讓此時此刻的自己與阿彌陀佛同在! 並藉由拜佛與拜懺，懺悔累世累劫的身口意業。法

師開示期勉大眾把握一天難得的共修因緣，精進用功，將身心安頓在佛號上，用最虔誠的

心來報答三寶恩、父母恩、師長恩、國家恩與眾生恩。鄭靜菩薩表示，當她聽到法師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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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聲提醒「用功念佛」時，忽然間眼淚直流，覺得法師的聲音從空而降，如敲山震虎，

喚醒還貪著於安逸娑婆世界的自己。慧慧菩薩表示雖偶而昏沈，但很快的就被監香法師的

提醒而提起精神在佛號上。擔任悅眾的麗玲菩薩，感恩此次的佛一讓她有機會反觀自己，

讓她體會到原來參加法會目的，不只是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在利益他人的同時，也在

利益自己、濟拔自己，為自己先凖備好淨土資糧的「前方便」功課。  
 
除了殿堂內的精進，外護也是在用功，例如香積組洗菜、切菜時也不敢散心說話，時

刻念佛。正因為法師及內外護義工菩薩們的大力護持，讓這次佛一能夠圓滿完成。共修力

量大，齊聚這麼多人高聲念佛，念佛的相好光明、念佛的殊勝功德及慈悲智慧，一念清淨

一念淨土，念念清淨念念淨土，若能把這份清淨心帶回各自的家庭或職場，則所在之處皆

是淨土，真正體驗到聖嚴師父說的淨土在人間。所以藉著佛一共修，努力學習身心清淨

時， 也是在建設人間的淨土，同時也是預約了一朵青蓮在西方彌陀淨土中！ 

 
                                           2017 佛一心得分享                                         麗玲 

 
4 月 2 日是一年一度很有意義的「清明報恩」佛一，不知不覺已是我參加的第三年了。

回首過去，才察覺到因緣原來一直在變動，而最明顯的是今年因為其他法師在台處理簽證

的事宜，只有果幸法師來道場支援帶領佛一。真的辛苦果幸法師了，得知法師身體狀況不

佳、忙著趕寫論文還來帶領著我們。法師卻說要謝謝所有來參加的菩薩們，給她一個機會

來報答三寶恩、師長恩、國家恩和眾生恩。聽後非常感動和慚愧，並把想要快湧出來的淚

水呑回去.... 。感恩法師的慈悲和身敎，相信在埸的菩薩也會跟我一樣被法師的慈悲感動

了。 
 

       我們很尊敬的維那師常宗法師和代理過法務的常俱法師，也隨著各自的因緣到別的地

方繼續弘法利生。雖然兩位法師今年無法再帶領我們，但因過去兩年我們義工菩蕯，被兩

位法師訓練有素，所以我們也很自覺地「法住法位」如法緊守各自崗位。藉此因緣感恩常

宗法師、常俱法師的嚴謹敎導和莊嚴如法的身敎，我們也因此而成長了！祝福法師們弘法

事業順利，統理大眾、一切無礙！感恩再感恩！ 
 
       藉著這次的「佛一」來觀看無常的因緣及反觀自己。在過去的三年，有幸能與這麼多

善友一起參加清明報恩佛一或佛二，那明年呢？後年呢？再往後呢？引用果幸法師的開

示：我們也不知道下一秒會發生什麼事情？請大眾要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要好好老實念佛

求生淨土，目的就是「為利眾生而成佛」，「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不

向今生度，更向何生度此身？」原來我們來參加的目的，不只是來報答四重恩、下濟三塗

苦，在利益他人的同時，也在利益自己、超度自己，為自己先凖備好「前方便」的功課，

祝福大家早成佛道！   
 

      最後藉此機會感恩台前幕後的義工菩蕯們！為了要成就這次佛一，安排工作和會議一個

接一個，連夜開會留至很晚才回家。香積組的菩蕯也是無私的奉獻、默默地付出。法器組

的悅眾的菩蕯辛苦你們了，為了莊嚴佛事而一再練習...下了不少功夫，願意承擔的精神讓

我們好好學習、共同成長。再一次感謝大家成就這次莊嚴殊性的因緣！祝福法師們、菩蕯

們、眾生們無量光、無量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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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 2017 年總本山「在家菩薩戒」心得分享 
 
 陳閬枝 
 

去年 12 月得知 2017 年的法鼓山『在家菩薩戒』，將於 2 月 16 至 19 日，及 23 至 26
日，分兩梯次在台灣總本山舉行時，這讓我起了很大的煩惱心。首先擔心是否能報到名，

再者若被錄取後，是否能順利地請到假赴台。然而擔心歸擔心，在抱著「製造因緣，隨順

因緣」的心情下，做能做的那就是先報名，然後靜觀其結果，再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非常

感恩一切進行順利，而能如願參加第二梯次的在家菩薩戒，成為一個初發心的菩薩。 
 
首次看到「2016 傳授在家菩薩戒」的文宣，是在 2015 水陸法會之後，當時不知這是什

麼活動。而後常宗法師告知，這是一個受戒儀式，受了「菩薩戒」，就好像在求戒者的心

裡，撒了一粒菩提種子，而這種子即是初發的菩提心。以這初發菩提心，在精進持戒修行

的孕育下，它會慢慢地茁壯，而成無上菩提心，並鼓勵我報名參加。當時正好有返台探親

的計畫，又尚未到過法鼓山，心想正好藉著受戒的機會參觀一下。但因報名時文件不齊全

沒被正取。由於此經驗，這次早早地準備好所需文件，就等著報名時間的來臨，這是參加

菩薩戒的緣起。 
 
在菩薩戒期間，其作息是非常地緊湊，其中包括早晚課、演禮儀範、觀看聖嚴師父說

戒的影片、懺摩、授幽冥戒、菩薩戒正授，最後以誦戒終結。對於傳授在家菩薩戒的整個

過程，其感受實難用詞句來形容，只能以感恩和慚愧的心來領受。隨然如此，尚有兩點較

深刻的感受可與大家分享，那就是殊勝的菩薩戒及小心謹慎護持我們的法師們。 
 
在受戒後，覺受到身心的輕安與平靜，並充滿法喜，使我深深感受到師父的慈悲。要

不是師父經過三十多年，研讀古人的著作及經論原典，汲取漢傳及他系的菩薩戒內容，配

合現代人的需求，編成這人人容易受持的菩薩淨戒。使得我們有戒可受，一旦受了菩薩戒

後，就與諸佛國土中的菩薩成為同學伴侶。在戒期中看了十部師父講解菩薩戒的影片，得

知法鼓山傳授的『「菩薩戒」』，是以「四弘誓願」及「三聚淨戒」為基礎，並以淨化身

口意的「十善法」為準則。四弘誓願在受三皈依時已受過也知其意，但對「三聚淨戒」較

陌生，依師父解釋，其包括「攝律儀戒、攝善法戒、利益眾生戒」，它亦涵蓋全部大乘佛

法的精神「止一切惡、修一切善、度一切眾生」。師父提到菩薩戒，是一受永受，也是

「盡未來際」受持，所以不必擔心受戒後會犯戒，雖然犯了戒還是菩薩，由此可領受到受

菩薩戒的殊勝。師父比喻剛受了菩薩戒者是一嬰兒行的菩薩，受戒者還是會犯戒，就如同

嬰兒學走路，在跌跌撞撞的情況下努力向上。同樣道理一位出發心菩薩，若在犯戒後能懺

悔改過，在這犯戒、懺悔改過的過程中，會漸漸地愈來愈清淨。這讓我覺得踏實，不會為

了怕犯戒而常起煩惱心，因為知道自身的習氣不是三年五載就能清淨得了。 
 
護戒的法師們對我們的照顧，真是無微不至。從上山的第一天就下著雨，這四天中幾

乎是天天下雨，氣溫大約在攝氏 12 到 14 度之間。當我們報到、安單後，聚集在大殿進行

灑淨時，首先法師叮嚀大家要穿夠衣服，確保身體處在良好的情況而能圓滿受戒，並要大

家觀想雨水，是在幫助我們洗滌心靈及滌除業障，善巧地將擾人煩的雨水變成助緣，如此

一來戒子們的身心被安頓在大殿裡。時不時會提醒大家隨時要倒空一切，從零開始。，剛

聽到時不覺得怎樣，當聽到師父的開示，從中得到一些新的認知及瞭解，這時才瞭解為何

法師要我們倒空從零開始了，其目的是希望我們裝新知見和感受。因為一個裝滿水的杯

子，就是只想加一滴水都無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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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用齋時，法師們沒有與大家一起坐下用齋，而是讓大家先進食。這讓我覺得法師

們照顧我們，就像父母照顧子女那樣，確定其子女得到他們所需的，然後才想到自己。沒

想到這梯次的維那，竟是常宗法師，這真是一個不可思議的因緣。在前段緣起已提起，我

是在常宗法師鼓勵下報名 2015 的菩薩戒，但因因緣不具足沒被錄取。常宗法師亦在去年十

月初返回總本山領執，基於這些因緣，而有今天共聚一堂，來圓滿此次殊勝的受戒儀式。

這讓自己對因果、因緣又多了一分體認。 
 
受戒儀式在最後一天早上 8:30 舉行，當「菩薩衣」搭在身上時，內心深感激動。因為

從此刻起。我是一個初發心菩薩，會像嬰兒學走路，在跌跌撞撞的情況下努力向上，終成

無上菩提心菩薩。2017 法鼓山的『在家菩薩戒』，在誦完「法鼓山菩薩戒會誦戒」後圓滿

結束。在此感恩所有參與的法師及義工菩薩們，讓我們有一安靜祥和的環境，得受此殊勝

的菩薩戒。感恩! 

 
 李晴涵     
 

2014 法鼓山在橙縣成立讀書會，讓我有機會認識和親近法鼓山。每次上完讀書會，心

靈就得到充電，這兩年來為我們建立起佛法的基本觀念，和重要正確的知見，也因此讓我

有了親近洛杉磯道場的念頭。 
 

自從 2015 開始參加道場的法會以來，感恩法師們在每次法會前後的開示，對於從未參

加過法會和對佛經不暸解的我非常有助益，也因此能在法會中有所攝受和感動。 
 
在去年底第一次參與「水陸法會」，而得知授「幽冥戒」是佛法慈悲，讓一切有緣眾

生也能受幽冥菩薩戒。之後受到法師鼓勵，今年年初回台過年，我幸運地報上名，參加了

在台灣總本山舉辦的菩薩戒。發現共有來自各地近一千一百多人報名受戒，兩個梯次在開

放二十分鐘左右就滿額了。為了成就這樣的盛事，每一梯次動員了非常多的法師及上千名

的義工菩薩來共同努力護持，實在很令人讚歎和感動！ 
 
以往我一直覺得如果有越多人加入善的循環，則世界就會更美好，在英文也有所謂的

pay it forward，期許自己永遠要成為善的循環的一個小螺絲。後來發現這與菩薩戒的總綱

「行一切善，止一切悪，利益一切眾生」的律儀相應。這樣的理念不是人人都應該也都能

接受的嗎！ 聖嚴師父說「戒」的功能，在清淨與精進；「律」的作用，在和樂與無諍，以

平等的慈悲，接納一切眾生。受戒是守護我們的身口意的保護網，並且藉由受戒來發願，

讓自己永遠存以懺悔心、感恩心、恭敬心、慚愧心，產生不傷害和保護眾生的心，讓自己

不斷有所成長，對他人有所貢獻而自利利他，這是受「菩薩戒」的意義。 
自己這樣一個散漫愚癡的凡俗女子，今生竟有此機緣，聽聞佛法，接受法師的教導，

有幸成為佛子。自知資質魯鈍，願盡未來際在九倒十起的情況下，努力學習，由小而大，

修善止悪，由近及遠與人為善。 
 
這兩年來認同法鼓山所推行的「生活佛法」、「建設人間淨土」的教育理念，非常敬

佩法師們遠道重洋來到西方弘揚佛法，既要主持各種禪修活動和法會，又辛苦的親自帶領

義工們，處理道場日常大小事務。平日親切溫暖地對待義工和信眾，循循善誘。講經說法

時辯才無礙，清晰地傳達佛法和理念。以此種種，我雖然沒有早些認識和親近師父的因

緣，但透過每位法師的身教言教上，看到了聖嚴師父的身影，感受到師父的慈悲與智慧。

未來希望盡自已一份小小的力量，幫助更多的有緣人受菩薩戒，發菩提心，共行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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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桂英         護戒及受戒感言 
 

認識聖嚴師父是從讀《福慧自在》 這本書開始， 進而在 YouTube 聽師父講經。 直到

兩年多前，才有因緣進入法鼓山洛杉磯道場。此次在台灣總本山，護戒第一梯次菩薩戒，

及受第二梯次的在家菩薩戒。不可思議的因緣不僅令我感動，更是無盡的感恩． 
 
沒有過堂、行堂的經驗是令人緊張的，但是短短一個多小時培訓，螢幕上寫著「沒有

慧根，也要會跟」。法師說：面對戒子打菜時，要本著供養佛的心。這個「供養心」是：

「歡喜心、恭敬心、平等心、感恩心」。聽到這裡不再擔心了，只要跟著學，用這樣的供

養心就好。組長明確分配每個人負責的項目，當碗筷排好，背上裝鍋的袋子，排隊等戒子

(受戒的人)進齋堂。一眼望去，整整齊齊的碗筷，好像也靜靜地在等待著要行供養。戒子們

肅穆進齋堂入座，誦莊嚴佛號聲。當「供養偈」起腔後，我們開始打菜(分配菜) ，心裡也

跟著唱，有時也會不經意地出聲，真是歡喜有因緣供養這麼多尊佛。當「結齋偈」起腔，

開始收碗筷擦桌子。我是負責最後一棒擦桌子，每次放下抹布站到自己的位子時，正好唱

到最後二句「所作皆辦，具諸佛法」總是莫名的流淚。 
 
整個行堂流程順暢，時間掌控準確，彼此互動有著無間的默契。這不僅是經驗累積，

更是因為大家的願心一致，不禁讚嘆！菩薩戒行堂義工早在水陸法會時已登記額滿，因臨

時有人不能來，才把機會留給國外回去的。很感恩這個因緣，真是上了一堂無言的教誨。 
 
得知自己求受菩薩戒是備取後，開始每天早晚持誦大悲咒 21 次，祈求觀世音菩薩加

持。做義工時，也在祈願觀音與開山觀音面前發願。護戒的第三天接到通知，去報到現

場，當天優先候補，也因當天有人不能來而順利補位。當時除了欣喜，更是感恩那位不能

來的菩薩，也祈願她能將來早日因緣具足，圓滿求受菩薩戒。 
 
報到後交出手機及手錶，只依搖鈴、打板聲隨眾作息，感覺身心已減輕了。從踏入大

殿起，提醒自己要把握這四天，看住自己的心。每天清晨在大殿隨著叩鐘聲、佛號聲，以

恭敬感恩的心禮佛。用齋正巧是坐在護戒時的第一梯次區(第二齋堂西區)，熟悉的打菜、巡

菜、添湯、加水、齋清…等等，思及所有義工菩薩們的發心，問自己何德何能受此供養？

還真的吃得不安心。 
 
恭聽師父開示，師父除了說明「菩薩戒」本質是發起無上菩提心，即四弘誓願；菩薩

戒的特色乃是三聚淨戒，再以淨化身口意三業的「十善法」為準則外．更殷殷切切一再囑

咐：不要怕犯戒，只要努力向上，自然會有善緣扶持。持戒乃種解脫因，能生清淨心，精

進辦道。以慈悲心幫助別人，行菩薩行。更要把所學的帶回家，應用在日常生活上，以身

儀感動別人。謹守口業，保持正確的觀念和心態。雖然師父是在螢幕上，但是感覺師父與

我們同在。 
  
看到內護法師們行走在大殿，都是合掌輕步行，這樣的身儀是怎樣調教的？是如何修

來的？受戒體三遍清清楚楚的觀想；授菩薩衣誦至「我今頂戴受，禮佛求懺悔」，流淚

了。感恩這份善根福德因緣，願生生世世行菩薩道。 
受了第一次戒，圓滿結束了。提著行李在大殿，依地區排隊等待接駁車，很多法師笑

容滿面地祝福這批新生的嬰兒菩薩。播放著的「南無觀世音菩薩」跟著誦，大殿洋溢著一

片法喜。不經意轉頭，排在後面的菩薩似曾相似，彼此道出名字，竟然是分別近 40 年未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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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老同事。而今再相遇，成了菩薩道的同學伴侶。很興奮，何等奇妙因緣！相約三天後

農禪寺見。 
 
戒會圓滿了，師父殷切的囑咐，得戒和尚、羯磨阿闍黎、教授阿闍黎的勉勵，言猶在

耳。感恩所有法師們及義工菩薩們的承擔．告訴自己：只有持戒、護戒、行菩薩行。學習

師父奉獻的精神，奉行法鼓山的理念，才不辜負這份福報。 
 
                        做義工？不，是做益工                  日日安 

 

孩子大了不再需要起早趕晚接送後，過了幾年較閒逸的日子。剛開始時，列了一串以前

想做卻無暇顧及的事，但時間一久，自律性又低，只是愈發懶散了。緊接著是嚴重的更年期

症狀及生活上不順心的事情，產生了對人的不信任，對式微的道德觀、與逐漸墮落的價值觀

的無奈，終於將自己鎖入了離群的角落。 

 

偶然闖入了法鼓山，一個令人好奇的領域。發現觀念是可以改變的，心境是可以轉換

的！對義工們尤其不解，是什麼力量，驅使這幾位與我年齡相仿的太太和阿嬤們，到道場來

做家事，做自己在家也必須做但是能拖就拖、能省就省的事？為了一探究竟，加入行列！道

場大殿無人時的靜謐尤顯莊嚴，禪堂的清幽好似在佛菩薩面前說知心話。義工們，開開心心

地搶著事情做，一天一晃就過去了。說不出有什麼特別的感覺，但回家途中的塞車竟然不那

麼令人不耐煩了。雖然如此，每逢義工值班日，還是有一些小掙扎。這麼大熱天，若是在家

吹著冷氣胡亂地洗衣煮飯外，還是會一身大汗。帶著些許疲憊回家，略作休息即開始為家人

準備晚餐。啊，什麼怨懟、不滿、忿忿不平？想不起來了，做義工？不，是去做自己受益、

也利益他人的工作！ 

    
   2017年 5-6月活動預告                      請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週日講經《華嚴經》 
 

5/7、5/14、6/11、6/18、6/25 果見法師主講, 免報名 

 

 
浴佛節活動 

5/21 (日)  10-11:30am 浴佛祈福法會 
11:30-12        佛前大供暨獻供 (供燈) 
12-2:30pm     隨喜浴佛暨親子趣味手作 

                  

欲參加獻供, 請事先至 
知客處辦理登記 

 
洛杉磯道場啟用 5 週年

暨洛杉磯護法會成立 25
週年系列活動 
 

5/27 (六） 
早 7:30-9  感恩朝山（內部信眾 only） 
早 10-12 「 回到初心, 有你真好」感恩慶 
                     祝會  
午 12-2:30    信眾聯誼  
5/28 (日） 
早 8:30-10    皈依典禮. 方丈和尚親授 
早 10:20-12 「 回到初心, 自護護他」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專題演講 
午 1:30-3      回到初心—茶禪心體驗          

 
除朝山活動外，餘請

事先上網報名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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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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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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接續研討 
 《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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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7 始 

 

第一週的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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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14 始   

第二週,第
三週及第四

週的週二 

晚 7-9:30 地點: 爾灣(Irvine)中文學校 
詳情詢問, 請 email:  ddmba.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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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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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mailto:ddmbal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