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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萬丈高樓平地起     

 
今天有位先生從臺中慕名而來，他見了我，第一句話便告

訴我：「我修行好久了，有一次突然間發現，世界上的花紅柳

綠，紅就是紅，綠就是綠，本來沒事，本來如此，庸人自擾，

橫加分別，帶來煩惱，真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從此我就看開了。」我問他：「你現在有沒有被五顏六色的境

界所擾？」他說：「我當時覺得已經有了突破情執的感受，過

後卻還是被擾。」這位先生確實已經有了一些工夫，但仍不能

說有什麼突破，因此他在恍惚中若有所見，實則尚未能達到真

正見道的境界。「本來無事」的這種話，古人這麼說，現在的

人也這麼說，真能體驗到的並不容易。我問他：「修行多久

了？」他說：「十個月。」我又問：「釋迦佛修行多久？」他

說：「修行三大阿僧祇劫。」我便鼓勵他：「你修行幾個月，

就有這樣不受擾的感受，已不錯了，如能繼續在基礎工夫上努

力，將來必有成就。」 
 
我要他學打坐，先把心調好，不要好高騖遠，不要妄想放

下屠刀，立地成佛。屠夫能成佛是不錯的，如果先做了屠夫，

就能成佛，大家都先去做屠夫好了。放下刀子就能成佛的說法

沒有錯，但不是成了究竟的佛，而是走向成佛之道的開端。什

麼時候完成？要慢慢的來，不斷的修行。諸位不要貪便宜，求

急功，好好地用功才是根本的態度。也就是要有耐心，沒有耐

心而想得到偉大的成果，稱為不勞而獲，這對於那些經過長久

努力的修行來完成道業的祖師大德們，豈不是不公平嗎？ 

 
誰能開悟？ 

 
從修行立場來說，恆毅的修行態度才是樹的根本，修行有

了成就，就像樹開花、結果實。但在求得樹開花前，先要樹根

有營養，樹幹健康，如果根幹沒有營養和不健康，怎能開花結

果？因此，要看鮮花、要吃美果，不能光從樹枝上去尋求，應

該先從樹根上施肥、澆水、驅蟲、除草，要勤加照料。由於沒

有下工夫去除草除藤和施肥，也就沒法得到果實的豐收。同樣

的道理，你們諸位，來學了打坐的方法而不好好努力用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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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持之以恆的話，希望得到結果可能是很渺茫的。還有人看了書上說頓悟成佛，明心見

性的話，自己就修鍊起來了。諸位不要上當，凡是寫書的人，不可能把方法完完整整地

寫出來，那不是為了留一手，而是各人身體狀況不一樣，心理情形也不一樣，所以方法

的原則和基礎的理論可以寫，多變的實際問題，一定要有經驗的人來個別指導。種樹需

要專門的技術和培植的工夫，修行當然不能例外。就是從根本上、基礎上老老實實地繼

續努力下去，工夫夠了的時候，一花一木乃至一個動作、一句話，都能觸發靈機，使你

明心見性。有人問我：「學打坐要多久才能開悟？」我說：「我不開店，不能出保證

書，也沒有開悟這東西可以出售；我僅教人方法，為人指出開悟的方向。至於誰能開

悟？一定是那些從根本上下工夫的人。」 
 

從平常生活一直到最高境界，都能用上本與末的原則來處理。諸位有沒有聽過，要

使天下太平，最好是皇帝沒有事而大臣們很忙，這是「君逸臣勞」，大臣們宜各盡其

職，為君者宜垂拱而治天下。垂拱，就是將兩隻手放下來，不要老是打躬作揖地拜託、

拜託，要人做事，或者東征西討的戎馬干戈；皇帝有舒服日子好過，天下也就太平無事

了。這是古代的政治理想，天下沒有作亂、饑荒、疫癘等事，皇帝還有什麼事需要做

的？世界的歷史上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不去管它，但在修行的態度上可以用到這個

原則。心為君，身體和環境為臣民，安定調心，努力調身，便能調伏身心所處的環境

了。在佛法來講，根本是原則，枝葉是細節；根本牢固，枝葉必定繁茂。戒律是細節，

定慧是根本；定慧若成，戒行必淨。佛教的戒律是很嚴謹的，目的是對初入佛門，不善

調心的人，先從外表的生活上立一軌範，作為修行定慧的準備。禪定的方法是開發智慧

的工具，修行禪定的先決條件是持戒；好像從遠處看到的樹木，是它的枝葉，到了樹下

或樹旁之 時，才見根幹。當你在掌握到根幹之後，便可專注於心的鍛鍊，也就是只求

心正心直及心的明淨安定，不拘外表的枝末小節；然其收放自如的灑脫心境，絕不是放

浪形骸。 
 

殺活自在 
 
因此禪宗有句話說：「能殺能活，殺活自在。」大慧宗杲說：「殺人自有殺人刀，

活人自有活人劍。有殺人刀無活人劍，一切死人活不得；有活人劍無殺人刀，一切活人

死不得。死得活人，活得死人，便能刮龜毛於鐵牛背上，截兔角於石女腰邊。」（《大

慧語錄》卷七）殺，不是殺人，是殺煩惱。煩惱有各種等級，有的是因爭功諉過而生的

煩惱，有的是為追求自己成名、成器、成大事業、得大成就而生的煩惱。唯在剛進佛門

的人，有心了生死，有願成佛做祖，乃是當有的志抱，否則，學佛而不為成佛，又做什

麼呢？然而進入佛門後，正在勇猛精進修行的人，便不應老被追求開悟成佛的念頭所困

擾，所以要殺一切的煩惱心。活是活的智慧心，大修行者斷除一分煩惱，即長養一分智

慧，再用智慧斷煩惱，這是自修的過程。在自斷煩惱的同時，也用智慧廣度眾生；以智

慧度眾生的表現，則可利用煩惱相，如果大修行人不能隨機應現煩惱相，便不能做大佛

事。諸位聽過 「金剛怒目」的話了，那是以憤怒的威武相，來攝伏剛強頑劣的眾生，

便是煩惱相。此與眾生不同者，雖然外現煩惱相，內在卻是智慧心。例如觀世音等大菩

薩現鬼王相，密教的不動明王現憤怒相。當然「菩薩低眉」的慈悲相，讓人一看，就有

清淨智慧的安全感。 
 
事實上，佛與菩薩，也常現煩惱的眾生相，甚至修行層次越高，煩惱斷得越清淨，

能現的眾生相越多，被度的眾生也越廣。地藏菩薩被叫作幽冥教主，又被稱作冥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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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陽是我們人間，冥是陰間鬼道，地藏菩薩發願：地獄未空誓不成佛，他在人間度眾

生，也到鬼道及地獄中度眾生。我們從畫像中看，地藏菩薩到地獄中，仍是頭戴天冠、

手執錫杖的比丘相；事實上，地藏菩薩到地獄度眾生時，也可能示現地獄眾生的樣子。

這很簡單，菩薩的四攝法中，有一法叫同事攝，也就是要度哪一類惡行惡業的人，先把

自己變成與他們同行同業的人，然後再把他們化導出來，離開惡業惡道。所以到哪一

道，就可能變成哪一道的樣子。佛菩薩一次又一次地在天上、人間、畜生、鬼道及地獄

中度眾生；在天上就像天人，在人間就像人，在異類傍生乃至地獄中，也會以各種不同

的形相出現。我們從這觀點與人相處，如果見到別人有煩惱相，便應設想這是因為我有

煩惱，所以佛菩薩現煩惱相來度我的話，自己就不會因此而起煩惱了。 
 
老是在煩惱中打滾的人是凡夫；僅僅殺斷煩惱，而不能以智慧心現煩惱相的是小乘

人，能度的眾生不會多。修行人要掌握原則，便是內心不起煩惱，煩惱起時，立即曉得

自己還待努力修行。見人有煩惱時，自己不要有煩惱；自己沒有煩惱時，表示自己正在

修行得力。如外表現起煩惱相，內心也真的有煩惱的念頭在動，那是凡夫的隨波逐流，

不是佛菩薩的殺活自在。 
 
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也要掌握根本原則。如果事情是對的，對眾生、對大家無

害，而且是有益的話，不管對我個人如何，我就盡心盡力地去做。把自我中心的得失心

看得越淡，客觀化的成分越多，成功的機會也越多。我們若時時保持有一個旁觀者的心

境，就能超越於自我中心的煩惱之外。如感覺煩惱，一定是自我中心的得失在作祟，把

自己放開，煩惱就會解除。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目標是為利益對方，為利益眾人，雖然

對方反對，眾人批評，也不要改變，不要難過。 
 
用這種只顧耕耘不問收穫的態度來修行，來過日常生活，便是從本到末；本末兼

顧，便能使你時時在愉快的情形下，向前程邁進，向高處昇華。   摘自《禪的生活》 

 
【僧活小語】             常義 

 
生轉熟    熟轉生 
境轉心    心轉境 
身調和    心安住 
眾有相    入無相 
活在當下 無住當下 
不來不去 随缘自在 
借假修真 見真如 

            

                                   「禪觀人生」演講 心得分享 
 

林淑玲 
 

      星期日上午趕著去聽果光法師的演講，來的有點遲，前後停車場全滿了，只得停在路

邊。光看這停車盛況，可想像大殿裏大概也一位難求。進大殿時，法師已經帶領大家靜坐

放鬆。待坐下後，目光開始穿過一排一排的人群去搜尋法師身影，但竟然看不到，可以想

像大家坐的有多密集，找不到一絲空隙可以看到法師。此刻，法師可能已經察覺到現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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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片頭向上仰 45 度角的情況，於是法師很慈悲的就站了起來，這一站就是從開始到結束

的兩小時。哇！終於看到法師了。 
 
      法師們千里迢迢的來這裡，要告訴我們的，絕不只是法師生命中的故事。在這兩小時

後，我只是用讚嘆的心情來說法師講得真好，或是慶幸自己有福報能聽法師開示，然後就

像參加了一場盛會般離去？法師說要覺察自己生命歷程中的種種關聯，這個提醒，讓自己

更明白生命中許多重要時刻，在身邊出現的人或所聽到的話，都不是偶然出現，是因緣和

合才現前的。 
 
      願大家有個璀璨的禪觀人生， 這是法師給大家的祝福。但要如何璀璨？就是自己的功

課。要感謝在生命中幫助過自己的人、事、物不難，但要去珍惜及感謝一點都不想要的困

境磨練，或是身邊跟自己頻率（八字）不合的人，那是更難的功課。如同法師所說的，要

放下自己的某些堅持與執著，還要穿越重重障礙而不覺得是障礙，這境界真是路迢迢啊！ 
 
      在心情愉快中開車回到了家，一進門同修看著我說「趕快看看聽完演講的你，有什麼不

一樣？」（真想白他一眼），我回答「沒變成仙女，還得回來煮飯。」 經常被同修測試自

己學佛之後，是否有點不同並考驗自己的耐心，此時還得感謝身旁人的提醒。「家」不也

就是最實實在在的道場，家中的老老少少都是隱藏在生命中的寶石，彼此的關係融洽圓

滿，他們就都是我們生命的亮點。果光法師談到她的沒有方向感，但法師早早就確定她生

命中的方向：將自己奉獻給三寶，給眾生。也是東南西北搞不清方向的自己，在兩年多前

才走進法鼓山洛杉磯道場 ， 感恩當時沒拒絕我遲到報名的師姐， 所以才能與佛法相遇。

感恩法師們的到來，讓在洛杉磯的我們也能分享到法師璀璨的禪觀人生。 

 
洪祖祺                                            

 

一直以來，曾嚐試各種方法，想更進一步了解「深般若禪」的真義，今逢法鼓 LA 道
場，舉辦「禪觀人生」演講會，當然，二話不說，立即報名，取消所有已訂好的事情，向

太座准假，滿懷期待的和法鼓「橙縣讀書會」同修們，共乘一車直奔盛會了。 
 
     風麈樸樸、遠道而來的果光法師，在二小時的開示中間沒有休息，其體力、毅力，

「果」然「光」耀，不同凡響！法師又瘦又高，看似弱不禁風，卻能夠修身養性而體健。

不禁令這個更瘦的自己，滋生不少繼續努力進修的信心，這可是我此行的意外收穫。 

 

     原本筆記本早已備好，滿心期待會有「禪修和人生」的深度分析，誰知洗耳恭聽了五

十幾分鐘，法師還在繞著他小時候如何、父母細節、求學過程、又如何會出家、如何執著

於改名 之種種看似與今天的主題不相干的小事，心中有些納悶，不是十二時就要結束了

嗎？怎麼還不進入主題？ 

 

     二小時過後，我乍然覺醒：原來高明的法師，是在以身示現：「深禪修的真義」, 不
是藏在茂盛不見出路的迷霧森林中，而是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以簡單直心、化繁為簡，

實用活用，親自去體驗、去破一切錯誤的執著。這是活菩薩在當面敎我呀！我不禁慚愧。 

 

     首先，法師展示了一張有趣的相片，左邊是慈悲的觀世音菩薩，右邊是怪獣大學

(Monster) 嚴格苛刻的校長，因為法師也當過僧伽大學 ( Monastic University)的副校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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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人士都是瘦瘦、長脖子的様子，想想法師像哪一位？或是二者兼具？時而慈祥，但必

要時是嚴格的？ 

 

     我想也有不少人會在意自己的名字，一不如意，常怪名字不好，而不斷的改名及小

名、別名等等。其實由法師的一路改名看來，冥冥中一切早有定律，因緣早已在其中，試

看從俗名直到最後才止於出家後的法名「果光」不是早已暗示法師這一生中，「果」將努

力實現「光」輝的「直心行中行直心，如來藏中藏如來」嗎？ 

 

     六祖惠能禪師（亦名慧能）開示的直心如來「行住坐臥、常直心是」，和四祖道信禪

師（大醫禪師）強調的念佛「一行三昧」，似乎正示現於專心聆聽、寂靜無聲的我們眼

前。如果我們能以緣起性空的觀念，逐漸去除執著煩惱，直指己心，則「見性」（找回本

具的佛性）或許不是夢呢。 
 

       許多事情需要「臨門一腳」之因緣，就如同法師的名字有其隱喻在其中。她回想出家

時慈父對她說「為什麼到現在，妳才終於知道自己要做什麼？」於出國、碩士、博士皆已

圓夢，最後猶豫要不要真正放下一切、上山出家之刻，聖嚴師父的給了臨門一腳，最重要

一句話「妳都這麼老了，怎麼還不出家？」 
 

最後，我們另一位可敬高明的果見法師，「果」然明「見」的進一步、清晰總結今天

的演講，她勉勵大家：一生要以正知見、正思惟為主幹，而以禪法去一枝一葉般的開展自

己的人生。我們學佛後，再 Review 回顧自己一路辛苦走來的大半輩子之後，會有不同的看

法，不同的詮釋。然後再 Reconstruction 重建自己，「果」然發「光」產生燦爛無比的新生

命。最後，期望能 Reveal 呈現出一片光明、清淨、寂滅的結果。想一想三個 R : Review - 
Reconstruction- Reveal , 「回顧」反省過往、「重建」正確積極思維、「呈現」圓滿人生。

珍惜殊勝因緣，全新出發，共成無漏、無碍之生命，共勉之。 

 
                                                暑假禪趣                                       蔣兆凱 

 
有幸參加了七月的禪三和八月果光法師的禪修分享，尤其是對果光法師的演講, 看到法

師如何將禪修的觀念與方法，應用在自己身上，提昇自己的僧命和帶領執事的品質，不僅

令人讚嘆並想要學習。  
 
禪三是由聖嚴師父的西方法子之ㄧ Gilbert Gutierrez 指導。Gilbert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讓我深刻體會到放鬆、覺察、和放捨三者間的良性循環。當自己身心放鬆時，覺察的清晰

度會隨著提昇，能夠更提早觀察到妄念的生起，然後練習放下妄念。當妄念對自己的影響

減輕，身心會變得柔軟而更容易放鬆。 
 
另一個深刻的體會是被 Gilbert 分享自己禪修的過程和講授歷代祖師無不用盡畢生力

量，去體會去體證佛法，然後無私的指導和傳承禪法的故事所憾動。在開示中，Gilbert 要
求所有人盡可能的提起心力專注在自己的方法上，絲毫都不要鬆懈。當下我的反應是

「好，這很重要，我要盡力去做到 Gilbert 的要求」。但是當自己被妄念帶走，無法立刻覺

察的時候，也只是輕輕的放過自己，安慰自己已經盡力了。Gilbert 還提到，歷代祖師因為 
體解開悟見性所帶來的好處，所以才能放下自我的執著，全力奉獻自己給佛法和禪修的傳

承與指導。Gilbert 真切的神情，讓我直接感受到這是一位親自體驗到禪法好處的人，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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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腑的真話，而這些話語有一股強大的感染力，讓我不斷提醒自己，在每次的禪修中，那

股清楚的覺察，一定要時時提起心力維持，不可以再隨意鬆懈。這也讓我深刻感受到禪修

是六度法門中布施的實踐：禪修時，我們布施自己的身心給禪修，並不斷修正自己的身口

意，讓行為更加與慈悲和智慧相應。 
 
果光法師的講座題目是「禪觀人生」。法師分享他如何應用禪修反觀生命中所經歷的

各種境界，並藉由覺察，回顧反思自己的經歷，進而提升自己的生命和奉獻的初心。 
 
分享由法師俗家名字中的「悳(ㄉㄜˊ)」字開始。當初父親所挑選的這個字，讓日後法

師在法鼓山授課禪宗相關典籍時發現，悳原來是直心的合體字。以「直心」為主軸，法師

講解了「直心」的特質，連結「直心」與禪宗修行的關係，「直心」與培養智慧和慈悲的

關係，並更進一步的解釋如何以直心修行「一行三味」並達到見性。當修行者保持「直

心」狀態時，沒有自我的執著，因此能夠本著無限的智慧和平等，以恰當的慈悲與人們及

環境互動。這便是「行直心，於一切法無執著，名一行三味」。 
 
法師還分享總本山祈願觀音殿匾額安排的巧思。由外而內，祈願觀音殿的三個匾額分

別是「觀世自在」、「大悲心起」與「入流亡所」，而這三個匾額分別代表修學佛法的過

程中，藉由修行達到「入流亡所」境界，以提昇自己的智慧。在智慧的引領下，用平等方

式回應環境與幫助他人離苦得樂便是「大悲心起」。用大智慧和大慈悲處理所面對的環境

而自在沒有障礙，就與觀音菩薩的「觀世自在」相應。 
 
法師更以聖嚴師父在「高僧行誼」課程中，提到的六個高僧特質來勉勵大家：「絕斷

俗情、堅持一行、不求名聞、發大悲願、耐得孤獨、隨緣度化」，因為這些都是歷代祖師

修學智慧，與實踐慈悲的方法與展現。 
 
  法師接著回顧自己出家時聖嚴師父給她取的法名：果光這個法名後來也發現和禪

宗法脈有很深厚的淵源。法脈可以追溯到宋代曹洞宗開創默照禪法的宏智正覺禪師。宏智

禪師在他的語錄中記錄了他修習默照禪的悟境，其中使用了「光」來描述當默與照並存

時，活潑流暢的智慧，例如「空無痕跡，照非情塵。光透靜深，杳絕瑕垢，能恁麼自知，

恁麼自了」，又如「曠遠無畛，清淨發光，其靈而無所礙，其明而無所照，可謂虛而自

明，其明自淨，超因緣離能所」。 
 
最後，法師將自己的禪觀帶到自己執事的工作上，思考如何把修行與自己的工作結

合，讓法鼓山的法務和運作能夠更適合現代及未來的發展，將漢傳禪佛法傳承下去。 
 
法師運用默照的方法，來觀整個法鼓山團體，開創為「修行型」的組織，所有法師及

信眾菩薩們都在修行。法師依照觀音法門，作為大家菩薩道的實踐。規劃法鼓山未來的方

向為「關懷」及「教育」，「心靈環保」為主軸。並舉例以四個環保、心六倫來修

「戒」，以禪修來修「定」，以心五四來修「慧」。法師鼓勵大家本著禪宗的特色：1. 化
繁為簡，破執著生智慧，2. 實用活用，發大用長慈悲，走出璀璨的人生！ 

 
聽了法師的分享，很感恩自己有這福報，能夠在這麼ㄧ個正信的法鼓山團體中修學，

也祈願有更多的有緣人，ㄧ起來法鼓山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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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光法師 

     

 
                                  《占察善惡業報經》心得分享 
 

曾慧怡 
 

      去年夏天聽完果見法師講的《地藏十輪經》後，知道法師今年會再講《占察善惡業 
  報經》，心中就產生期望，因為這部經分為上下卷，上卷我比較熟悉，下卷就比較難理

解，希望透過法師的講解，能幫助我領會含義，運用到實修中。 
 
        8 月 26 日我懷著愉悅的心情聽這場佛學講座。法師條理清晰的解說了此經的脈絡，

上卷闡述事，下卷闡述理。本經是堅淨信菩薩請地藏菩薩説法，屬於地藏三經之一。由於

時間關係，法師將下卷留到十一月水陸法會時講，由於我屆時不能參加，不免有些遺憾。 
 
       法師指出此經，不僅是教人用木輪法來占卜明察自己及他人的業報，主要是教導我們

如何去做而能淨化自己，引導自己去體悟究竟的實相，得以度脫不斷在三界中輪迴之苦。 
這讓我明白了學習這部經的意義是把握因緣，做好對治，種下善的種子，預防未來不好的

果報。 法師引經據典把推廣本經有關的大師一一列出，包括蕅益大師、蓮池大師、弘一

大師、夢參老和尚及聖嚴師父。雖然此經流通不廣，對我們在學佛的修行上，有能觀之

法，所觀之境，透過占察與拜懺，能起到預防勝於治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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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見法師以圖片來介紹木輪法的木珠及用法。休息時間有位師姐給大家看她的木輪，

共 19 個木珠，刻了或是紅色或黑色的、或粗或細、或長或短的字及代表數目的刻痕，小

巧可愛還可以起到占察善惡業報的作用，覺得不可思議。 
 
       經文所說「亦當如上修懺悔法，令其至心，得身、口、意善相已，即應可受。」必須

先禮佛拜懺，獲得清淨身心，以專注懇切的深心，擲出木珠，才能與其占察相應。本人淺

見，此經未能在現世間廣為流傳，是因為對凡夫俗子來說，要身心清淨不容易做到；而身

心已是清淨相的佛子，智慧已開，也就不需要占察自己的業報了。 
 
       感謝果見法師的解說此經，不但讓我更進一步的了解，也更堅定我學佛的信心，下決

心堅持修持地藏法門。 

 
梁照亮     風定池蓮自在香  

 

進入農曆七月，自然會想到兩手分持如意珠及錫杖，慈悲救度、冥陽救苦的地藏菩

薩。 今年很幸運，能在法鼓山 LA 道場聆聽果見法師講述《占察善惡業報經》及參加地藏

法會，是印象深刻的初體驗! 
 

《地藏三經》是以闡揚地藏菩薩法門為主的三部經典，除了大家熟悉的《地藏菩薩本

願經》外，其他兩部經:《大乘大集地藏十輪經》及《占察善惡業報經》，相對陌生，或許

壓根沒聽過。  而《占察善惡業報經》似乎又多了些神秘的色彩。 
 
講經之前，法師先預告，因為這部經有上下兩卷，上卷的部分講「事」，今天講上

卷。下卷的部分講「理」，待水陸共修拜梁皇寶懺時，11/26 大壇說法時再繼續說，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原本還在想，法師要如何將這部經濃縮在兩小時內講完? 如今法

師將事、理劃分，先讓大家認識內容梗概，之後再講述其中義理。真是高招!   
 
首先介紹地藏菩薩的稱號,  《十輪經》云:「安忍不動如大地, 靜慮深密如秘藏 」，菩

薩無量劫來發的廣大如虛空的弘願:「地獄不空, 誓不成佛」，令人動容，感恩浩瀚!   
 
法師問:  佛法裡也教人占卜嗎？多數人接觸此經時，看到經名，或多或少有這樣的疑

惑。關於占卜，許多人並不陌生，民間信仰有著許多求籤， 擲筊問事的方式，甚至西洋占

星術，塔羅牌，靈術學，也在占卜的範圍內。 但正信的佛教不是要破除這些迷執嗎？怎麼

以「占察」為名呢？占察二字，其實有其深意。  
蕅益大師：占以瞻視為義，察以詳審為義。夢參老和尚: 占就是占卜、占視之意。 
蕅益大師的《占察善惡業報經玄義》：察是評審、仔細推察、 審察。事者，依於大士所示

三種輪相，至誠擲視，名之為占。審諦觀其相應與否，名之為察，或自除疑，或除他疑，

但當學習此法，不得隨逐世間卜筮法也。所以，不是不能占卜，但要用什麼心去占，自己

身口意方面又要如何審察改進? 而這裡的占卜，是有別於占相咒術，及占卜諸邪命事；而

是在反求諸己，審諦懺悔，增長四正斷方面的功夫：1.已生惡令永斷 (令不續)  2.未生惡令

不生 3.未生善令生 4.已生善令增長 (令廣大) 。 
 

知道我們對此經不熟悉，法師進一步提到致力弘揚地藏三經的高僧大德: 明代的蕅益智

旭大師，近代還有蓮池大師，弘一大師及現代的夢參老和尚。其中蕅益智旭大師曾為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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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疏，推崇此經，不遺餘力。法師告訴我們，聖嚴法師當初的博士論文，便是研究蕅益智

旭大師。這份殊勝的因緣，讓大家對此經，平添幾分親切感，更加珍惜! 
  
善惡業報，此經指出的是十善十惡。 十惡是身三 (殺、盜、 淫)，口四 (妄語、惡口、

兩舌、 綺語)，意三 (貪、瞋、癡)，不作十惡並翻轉，即為十善。 佛法裡重視改過遷善，

《地藏本願經》中光目女之母，犯下不赦惡行，累墮地獄，所受之苦，百千萬劫，訴說不

盡。 後有光目為母發下大願，加上其母自身的悔過，後來成為解脫菩薩，廣度人天。可見

得彌天大罪，至誠懺悔可消。改過勤懺悔，是重要的修行，也是此經教導法門的要領。 
 
至於法門所適用的對象，《占察善惡業報經  卷上》中寫道：若佛滅後，惡世之中，諸

有比丘、比丘尼、優婆塞、優婆夷，於世間、出世間因果法，未得決定信，不能修學無常

想、苦想、無我想、不淨想，成就現前；不能勤觀四聖諦法及十二因緣法；亦不勤觀真

如、實際、無生無滅等法。以不勤觀如是法故，不能畢竟不作十惡根本過罪。於三寶功德

種種境界，不能專信。於三乘中，皆無定向。如是等人，若有種種諸障礙事，增長憂慮，

或疑或悔，於一切處心不明了。多求多惱，眾事牽纏，所作不定，思想擾亂，廢修道業。

有如是等障難事者，當用木輪相法，占察善惡宿世之業、現在苦樂吉凶等事。 
 
法師提到「不定種性」，讓我捏了一把冷汗，可不是嗎? 我就是經文中所提的「於三

寶功德種種境界，不能專信。於三乘中，皆無定向。」這類「眾事牽纏，所作不定，思想

擾亂，廢修道業。」的小根器人。 看到經文的描述，慚愧心頓起，就是這般為善無志，不

能改過向善，才會煩勞地藏菩薩，久經劫數，殷勤度脫。 所幸值遇地藏菩薩方便法門，願

讓自己在求學大乘佛法上，勇猛精進，不再怯弱! 在心中暗暗許諾。 
 
秦少游有句詩：風定池蓮自在香。當外邊的種種干擾止息時，內在本具的智慧光現，

猶如花朵芬芳，自然散發! 兩個小時講經，果見法師娓娓道來，循序漸進，帶領大家淺嚐經

典的奧妙，時間飛逝，個中欣喜，難以言傳。借用詩句中的愜意自在，聊表對三寶的依歸

及感恩! 

 

   
                                                        果見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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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27 地藏法會                                佛前大供 

 

            
      

 

 

  
  2017年 10-12月活動預告                      請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週日講經《華嚴經》 
 

9/17, 9/24, 10/1, 10/8, 10/22, 11/5, 
11/12, 11/12, 11/19, 12/10, 12/17  (日)   
早 10 – 12 
〈十地品〉/果見法師主講 
 

免報名，歡迎隨時到

場聆聽 

 

初級禪訓密集班 11/4,11 (二次週六） 9:30 am–5 pm 請事先上網報名 

 

水陸法會（網路共修） 

 
11/26 - 12/3 
 

請事先上網報名 

 

義工默照禪十(兩梯次禪五) 第ㄧ梯    12/23 (六）- 12/27 (三） 
第二梯    12/28 (四）- 1/1 (一） 

果醒法師帶領 
請事先上網報名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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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共修活動 
 
禪坐共修 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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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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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午 2-4:30  
 
 

 

念佛共修內容有念

佛、繞佛、坐念、

拜佛/拜懺、法師開

示等 
 

＊週日念佛共修日期

請查閱當月行事曆 
 
＊法會期間可為新近

往生親友迴向 
 

週日 
 

午 2-4:30 大悲懺    
  

請查閱當月行事曆 
 

法會 

週日 
 

午 2-5:30 菩薩戒誦戒會 請查閱當月行事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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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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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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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