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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世界和平     
 
美國佛教會會長仁俊長老，來自全美各地的諸山長老法師，

沈家楨長者，以及諸位居士。今天貴會發起舉行世界和平祈願大

法會，集合諸山及諸善信，虔誦《仁王護國般若經》，並要聖嚴

做一次簡短的演講。我想就以「世界和平」為題，向諸位請教。 

 

一、和平從個人做起 

 

談世界和平，並不是要像今日美國及日本的一些人士，談反

對原子戰爭，或反對核子武器的競爭等問題。《仁王護國般若

經》中所講述護國的方法，是以修持佛法來護國，以修行佛法使

我們的國家和人民都能得到利益，這才是身為佛教徒及出家人的

本職。所以我們談世界和平，並不是一定要像目前美國的反戰分

子那樣遊行示威，指責製造儲存核子或原子武器之類的事。 

 

「世界」二字的涵義，可大可小。小至個人內心世界，大至

十法界的眾生世界，乃至十方一切諸佛世界。從眾生世界來看，

有大有小，有內有外；從諸佛世界來看，有十方三世無量諸佛。

所以談和平，不能只談反對原子武器、核子武器的競爭。因此，

那些反對的人，即是製造社會紛爭的人，也可能是推動戰亂的

人。一群人反對另一群人，於是有對立的產生，而戰爭的產生實

根源於此，世界也更因此而不得和平。因此，談到和平，人人都

應當以佛法為出發點，以個人為中心點，來負起這項責任。 

 

二、內在的自心世界 

 

「世界」又可分為幾層次：個人世界，眾生世界，佛世界。

個人世界又可分為內在的自心世界，及身體所屬的業報世界。 

 

首先談內在的自心世界。佛法即心法，心法乃在鍊心；所以

談修行不能僅限於調理身體的行為。身體行為是外在的，容易發

現，而內在的心理狀態，則較不容易發現。因此，有些人從外表

看來，似乎是好人，但事實是否如此，卻值得懷疑。佛法的根本

在心，若能善治其心，那麼表現於外的行為自然相應得宜，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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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度。能治好我們的身心，則對身體所處的外在世界，便不會產生問題；身體所處的外在世

界沒有問題，則對所接觸的眾生也不會製造問題。如此便可減少一分紛爭，增加一分和平，

這是就眾生的立場而言。 

 

其次，進一步來檢討我們個人內在的自心世界，是不是和平呢？實在是既不和也不平。

因為我們的內心世界，妄念紛飛，真正與佛法相應的念頭並不多，甚至在打坐、念佛的時

候，也多半與佛法不相應，如此怎麼能和平呢？一般不曾修行、剛開始修行，或修行不得力

的人，不容易發現到這些問題，所以他們自認為是善人、好人。我常聽人家說：「何必吃素

呢？只要心好就好了嘛！心好比吃素還重要。」像這類的人既不知自己的內心大有問題，也

就不知道要修行了。唯有修行的人，才能發現自己心內的不和諧，因此，就連曾子也要一日

三省其身了！佛弟子自檢內心，稱為懺悔發露，並以誦經、禮佛、打坐、念佛、持咒來調和

自心。調心須先從自心的前念與後念間的不衝突矛盾做起；前半天及後半天也不衝突矛盾，

昨天與今天也不衝突矛盾，如此漸調而達於內心的和平。若能如此用功，才是真正修行的

人；如果個人的內心經常能處於和平的狀態，這才是大修行人。凡是與煩惱心相應的，都不

是和平，如貪、瞋、癡、慢、疑、邪見，無一不是煩惱心。「貪」包括五欲，其他諸煩惱，

多半也與貪心有關，這些煩惱結不除，我們的心便經常處在不和平的狀態而不自知。 

 

其次，談我們的身心，實際上我們的身心也是經常在衝突與不和平的狀況中。欲以我們

的心來指揮我們的身體，諸位或許認為能夠辦到，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全部做到的。因此我們

常會覺得力不從心、身不由己，心裡想多做一點，然身體卻不聽命令。雖想藉著拜佛及打坐

等修行方法來清淨自心，卻是妄念紛飛、疲勞昏沈等障礙，紛至沓來而阻礙我們用功，這也

就是身心不和平的現象。 

 

通常，沒有人真的能夠用自己的心來指揮自己的身體。生理上的衝動，如餓了想吃東

西、渴了想喝水、冷了要穿衣服、疲倦了想睡覺等，都不是我們的心所能夠輕易控制和指揮

的，所以說人的身心是不和平的。生理能達於和平便是四大調和，四大若能調和，百病便不

生，這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心理有病，身體就不能沒有病，因此，要想身心統一，就必須先

有和平的內心世界。 

 

三、處身的環境 

 

再由個人世界向外擴展為身心所居處的外在自然世界。外在世界有我們喜歡與不喜歡的

人、事與物；我們所處的外在世界，就佛法言，都是從自身業報所顯現而有的。業報又可分

為正報與依報，正報是我們自己的身心，依報則是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的世界既然是自己

所帶來的，那麼我們所愛著、崇拜、追求及憎惡、厭棄的，都是自己原有的；既是自己原有

的，則又有什麼可貪愛、執著與不滿意的呢？又有什麼不能和平相處的呢？ 

 

眾生心理之所以有不和平的產生，歸結其原因不外：1.不知道因果業報；2.即使知道因

果業報，自己卻無法切身的體會它，那是因為修行不夠的關係。我們自己的修持與對佛法的

體認是相應的，如果內在工夫與外在知識不相應，就會產生矛盾、不安。 

 

四、眾生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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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來談人和人所處的世界，以及其他的眾生世界。人類為眾生之一，眾生包括十法

界：天、人、阿修羅、餓鬼、畜生、地獄的六凡法界，加上聲聞、緣覺、菩薩、佛的四聖法

界。此十法界是不是和平呢？可以說僅佛法界是真正和平的。《仁王護國般若經》卷上說：

「三賢十聖忍中行，雖佛一人能盡原。」又說：「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淨土。」因

此，在十地菩薩以前的眾生，所居處的國土都會有界限，都不在究竟的淨土中，所以也只是

相對比較的和平。淨土有許多類別層次，《仁王護國般若經》中的淨土，乃指究竟的法性身

土，是唯佛與佛乃能相知的淨土；除此之外，其他九法界的眾生世界，無一是真正處於絕對

和平的究竟淨土。 
 

異類與異類之間的有認同感是不可想像的，即使同為人類的人與人之間的認同也不容

易，人類之中有外來民族及原住民、男女、尊卑、貴賤、貧富等的區別，既有如此的分類就

不算是和平。一個真正清淨、對佛法研究透徹的人，是不會有看不起與看得起等分別心的。

人與人應當和平相處，而且要能與眾生和平相待。雖然要與眾生和平相處，實際上是很難做

到的，如方才所說，唯佛一人住淨土，所以要修至佛的境界，才能獲得真正的和平。但我們

信佛學佛，當以佛理的和平作為努力的目標，所以我們也當以此自勉勉人，努力以赴。 

 

五、和平始於方寸 
 

總而言之，談和平不要將眼光先投向外在可見的世界，應始於個人的方寸之內，其次

才及個人的身心世界，再推展至身心所處的外在世界。然後再及於十法界的眾生世界及十

方三世的諸佛世界。個人若不起煩惱，才能不影響其他眾生；若每一眾生均能不以自己的

煩惱去觸惱其他眾生，無盡的煩惱便可斷盡了。故欲成佛，還是須先從調伏我們的內心世

界做起。 摘自《禪的世界》 

 
【僧活小語】                     出家‧出枷‧如來家                           常統 

 
記得在僧大二年級時，曾經向輔導法師提過:「法師，我好想家喔!」，法師回應我:「想家

喔?那怎麼辦呢?」當輔導法師把問題拋回給我時，內心仔細觀察，我的想家，並不是想回

俗家的那個家，而只是心中那份對「家」的定義，也就是「安全、舒適、放心、安心…」

的感覺，產生了外在以為「想家」的心理反應。但此段對話卻成為我內心對生命探尋的話

頭。 
 

    一般人對於「家」的定義，可以分為有形及無形；有形的是，外在的建築物，可以遮

風避雨；無形的是，一家人在這共同組成家庭的那份親情、溫暖，流動在一家人之間的

愛，像是一個內心的避風港，可以停靠、讓人感到安心。這兩個家的定義，皆是從世間的

角度來說明，那究竟真正的家是在哪裡呢? 

         

    在接連著與台灣來支援的法師們，一次一次的活動結束道別，從第一次的與法師們道

別，因想家(法鼓山) 而升起的感傷中，讓我再度反思「什麼是真正的家?」，我是否僅從

世俗的家來到出世的家，彷彿是從一個家跳到了另一個家，似乎只是形式上的改變，而非

契合出家的真義:「出離煩惱的家(枷)鎖」。但從另一個角度看來，正因為形式上的改變，

讓我們有機緣練習逐漸出離煩惱的家(枷)鎖。於是在接連的道別中，ㄧ次一次的看清楚自

己的心，一次一次地練習，慢慢從對家定義的黏著抽離出來，也學習著逐漸從枷鎖中出

離，當真正從枷鎖出離時，那麼那才是真正回到了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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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兩次風格迴異的禪三                 鍾希寅 
 
2017 年七月底及十月中，很好的機緣得以參加了兩次禪三；較特別的是，全程都以英

文進行。七月的是由師父的西方法子 Gilbert Gutierrez 帶領；十月份是由象岡道場住持果元

法師指導。印象中我是唯一有緣兩次禪三都參與的學員，是以為記。 
 

十月 360◦禪三 
 

先說十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 360◦禪三。感謝 Amy 及 Ashley 師姐的推薦，在最後一周

接獲通知錄取；欣喜可以不用遠涉象岡，便可體驗果元法師帶領，常義法師為監香的禪

三。由於是透過推薦及甄選，這次學員較少，只有 23 人，但三天直接、間接參與内護、外

護的總人數幾乎超過 60 人。可想我們的飲食起居被照顧得無微不至；且只有午齋後的一次

出坡。（最後一天建議及感言時，有數位都表示此次禪修像住進了五星級飯店呢!） 
 
課程進行方式，據据說是比照以前師父在縂本山的菁英禪修營。每天早、中、晚多是

先看師父早期菁英禪修營的實況錄影（中文發音，配英文字幕。据個人觀察，不懂中文的

學員至少八位）。前兩天，每天有五段錄影開示，果元法師再延伸影片内容，要點提示。

猜想多數學員沒有實際禪修經驗；也有些人是首次接觸到法鼓山系統；所以第一天便由佛

法的輪迴、緣起觀開始，再漸進入禪修的觀念及打坐的要領；如各種坐姿、單盤、雙盤、

七支坐法等等。一直到如何放鬆、數息、念佛、拜佛的方法。雖然我已參加橙縣每月三次

的禪坐共修，而且也儘量保持每週至少四次打坐的習慣；這次不僅讓我很詳細的總複習，

也學到平常忽略的小地方。像如何放鬆眼球的要領、感覺等。 
 
法師也在第一天告訴我們：「禪修的目標，在增長智慧和慈悲心，得以達到成佛的境

界。」師父開示影片，覺得有一主題較突出：「如何做到無我的層面，以達到佛法的空

性？」師父以「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消融」三個階段來教導。這主題用了兩個單元

（每個單元約 45 分左右）；最重要也是最難的自我消融，要從(1）理論觀念「慧」，(2）

禪定修行「定」，(3）生活實踐「戒」三階段來實行。影片中有實例擧證，跟我們一般認

知的「戒定慧」三學順序相反，或許是知易行難的道理。這兩個單元跨過兩天，沒能一氣

呵成，是有點可惜。 
 
另外一項最特別的體驗, 觀想一組磬鉢的迴聲。法師用六個大小不等的磬鉢，輪番敲

打，此起比落，產生共鳴迴聲, 同時要我們閉眼打坐，用耳朵觀想。這是一次很奇妙的聲

響，記得大家分享時, 都說很悅耳，有的覺得像禪悅歌聲，像念佛音聲等，甚至有人感動得

痛哭流涕。我感到一線亮光閃爍，同排 Steve 也有類似感覺。 
 
最後一天下午，法師解說三皈依，四弘誓願，受五戒的意義。接著學員一起練習皈依

儀式，感覺甚為莊嚴；想著如果是真實皈依儀式多好。最後一項活動是在齋堂，邊享用點

心，同時心得分享。結束前，果元法師問那些人今天願意皈依？我遲疑了三、四秒，緩慢

擧起手來。結果當天就我一個人，由果元法師為代說皈依師，在齋堂觀音菩薩前，眾多師

兄姐、禪修學員陪伴下完成簡單的儀式。在頂禮完，法師為我掛上金色佛牌時，想到自己

終於註冊了，邁出進入佛門的第一步，眼淚不禁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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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英文禪三 
      

接著回顧七月二十八日開始的英文禪三，也是一個很特殊的體驗，因為是由師父直傳

的西方法子 Gilbert 帶領，常義法師監香。學員 35 人左右，非華人約 8 位。學員分散四縣

區，好幾位遠從 Riverside 來。我是橙縣唯一代表，有點自許。 
 
因絕大部分學員都有禪坐的經驗，第一天簡短解說禪堂守則便馬上進入第一支香。大

致上是上午打坐兩支香，下午兩支香，晚上一支香。白天的一支香較長，有時感覺上 45 分

鐘。又下坐按摩舒展時間偏低，因而較會感到疲憊或痠疼。不過老師會不時的給我們鼓勵

的訊號，提示的重點是「注意身心當下；全身放鬆；持續用方法」。所以我還能堅持到引

磬響起。對於痠疼或疲憊坐不住的人，他不贊成改為坐椅子，而以拜佛或經行來取代。 
 
雖然 Gilbert 並未特地講解如何放鬆，也未指定任何的方法；只要每人延續用自己熟悉

的方法便可。他沒有用師父錄影作開示，而是以自身經歴，或師父帶禪修的實例來引導我

們。加上每段有一些討論時間，學員可當時發問，不用等寫字條；我覺得蠻有效。其中一

實例，很有禪的啓發。是他們在山道中經行，一隻蚊子繞著走在他前面一位年青的學員，

嗡嗡個不停。那學員忍不住去拍蚊子，不但沒拍著，卻引來更多的蚊子。師父的禪示：

「蚊子就像是人的雜念，越去注意，越想去排除，越會引來更多的雜念」。 
 
晚齋後是先說約一小時的典故，講解明代（1600 時）歴代禪宗祖師開悟的典故，及明

心見性帶來的影響。許多很有意思的祖師，但礙于英譯名，不確定是那些禪宗祖師了。他

取材于 The Chan Whip Anthology：A Companion to Zen Practice一書， Hugo 師兄說有中文譯

本《禪宗解析》。最後一支香就都在半小時以内結束，可輕鬆就寢。 
 

結語 
 
最大的意外收獲是我在十月十五日皈依，法名演智。套方丈之言，這是我在法鼓山的

生日；猜想我是當天唯一在美國的新生兒，蠻辛運的。願日後努力禪修行菩薩道，期能達

到師父所言「一顆菩提心，照亮千萬心」。最後感恩有緣與六十餘位菩薩共同學習，更感

恩兩次禪修營所有的師父，及所有的義工師兄師姐的護持, 讓禪修充實圓滿, 不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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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他州戶外禪心得分享 
 
演慧          自然的畫廊 
 

十月金秋，先經王錦鴻師兄聯絡安排，由三位法師帶領， 我們一共四十二人，參加猶

他州五個國家公園的體驗營。猶他州地大人少，以摩門教民為眾。全州著名的國家公園確

實令人嚮往。我們在巴士上一起做早課，聽法師開示「觀照、學習、內化、實踐」，享受

大自然的美景，學習戶外禪的方法。中午我們來到拉斯維加斯，吃了素食午餐。傍晚在內

華達州的 Mesquite 小城休息。 
 
次早大巴直奔錫安（Zion）國家公園。十月秋涼，葉子黃了，在峽谷的步道上行走，

只見兩旁巍峨的紅色山脈，配上藍天白雲，路旁溪水伴奏，空氣清新涼快。後來去看一座

錐形的棋盤山，被一格格切割而成的屏圖，自然是如何造物的？ 
 
下午我們去布萊斯（Bryce）國家公園。此處屬高原地帶，海拔七八千呎。松濤如浪

聲，頭髮全被風吹起。路畔孤立的松樹，老根堅固深入岩隙，如如不動。我們沿著峽谷旁

的步道漫步。美景如畫卷，奇石滿谷，猶如自然久遠的雕塑：有一座座雄偉的希臘神殿，

有一間間的教堂。一個個矗立的千變萬化的石林(Hoodoos)，遠看像外星人，天使，菩薩，

士兵，也有像獅子牛馬等等。自然的鬼斧神工，千變萬化。石林是石灰岩（limestone）中

含碳酸鈣，雨水滲入縫隙，結冰，膨脹，千百萬年的重複運作而成。 
 
次天一早，導遊帶我們下谷去， 他警告說下山容易上山難，個人量力而為。果然不失

所望，眾多的石林一下子近在身邊，被放大如一根根大樑柱。它們在朝陽映照下，呈現紅

黃金橘等色。如走進天宮，金碧輝煌。一塊屏風橫在面前，一轉彎，又是另一石柱。我們

不斷聽到前頭的人驚喜呼叫，大家像小孩般的開心。在高處往下望時，人小如螞蟻。到了

谷底抬頭看，一個個的石林，如矗立的衛士，又如大樑柱。山脊上其中一個塑像，有人說

像耶穌，有人說像佛。慢慢上坡回到山上，感謝大自然給我們的饗宴。 
 
國會礁（Capital Reef）： 

聽說是因為很多岩石形狀像國會山莊的圓頂。總共參觀兩個景點：天上的島嶼（Island in 
the Sky），在科羅拉都河與綠河的交叉口。也去了綠河觀景平台，感受無限的寧靜。 

 
峽谷地（Canyon Lands）： 

東西長度一百哩，只有一條公路進出，右邊的景色令人不斷驚艷。顏色有紅褐黃白灰綠等

等，在下午陽光映照下，我們面對一副巨大的油畫。配上秋天的黃葉，滿地沙沙的枯葉，

如詩如畫。 
 
拱橋（Arches） 國家公園： 

面積七萬三千多畝地，公園內有二千多個拱形石橋。大巴先開去雙重拱橋（Double 
Arches）。非走近不會感受到大自然的神奇，頭頂的巨石結構如十字交叉。足下的紅岩屬

同一塊石頭，不過是中心被掏空了。我們站在拱橋底下，仰頭看藍天白雲，涼風從洞口徐

來，感嘆自然的不可思議。 
 
後來我們去 Delicate Arch，石頭為什麼要用脆弱灯來形容呢？原來自然界的地水火風

運作不斷。今天的拱橋，經過若干年後，石頭會裂，拱橋會斷，石柱會倒。我們從停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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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走步道來回三哩，從小路往上走，走過一塊平臺般的大石板，走走停停，終於到

了。哇！大家同聲吶喊。登高望遠，拱橋的半個弧形孤立在平臺上，遠看站在拱橋底下的

人不過是一個個小黑點。 
 
五大國家公園的景色各顯千秋，同中有異。它們的年齡以億年計算，千萬年一單位，

我們看到不同顏色的砂岩或石灰岩，石林，巨峰，山脈。科羅拉都河，綠河，處女河等

等， 經過億萬年的千變萬化，滄海桑田，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李倩明        猶他的戶外禪 
 

猶他國家公園的五天戶外禪，我和媽媽都參加了。這五天的行程，令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親自目睹兩件不可思議的事情發生, 後來都是有驚無險, 全體平安，阿彌陀佛! 
 
第二天，我們抵達一個有山有水的錫安（Zion）國家公園遊覽。有人在溪邊的大石頭

打坐，有人在拍照，也有在聊天的。當大家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時，我背後的右邊，有一

位女士從上面的斜坡，她帶跑的朝著曽師兄的方向衝了過去，大概只差一公尺的距離，她

就跪在曾師兄的後面。那時我心想可能她扭傷腳，曾師兄把她扶起來， 幸好只是擦傷了

皮，真是有驚無險。 
 

第四天，導遊先生說明，拱橋（Arches）國家公園大型遊覽巴士有固定的停車場，不

能停在裡面。故司機先生兩點半放下我們，五點會回頭來接我們。可是當司機開著巴士來

停車場接我們時，剛好遇到一位公園管理員(Ranger)，要求他把巴士開出去停在路旁。我們

從山路下來後，遠遠看到巴士，大家都很焦慮的等待。曾師兄二話不說，立刻過去跟

Ranger 溝通。過了十幾分鐘，果見法師也從山路下來了，便跟導遊先生一起過去跟 Ranger 
進一步了解狀況，沒想到不到五分鐘那位 Ranger 把車子開走了。原來在果見法師跟 Ranger
溝通的那一剎那，他正好接到一個緊急電話，就開車走了，這又是一次不可思議的事情，

三寶加持，讓我們全體都能平安無事，阿彌陀佛！      
 
布穀鳥    國家公園之旅 
 

猶他州五大公園遊，在歡聲笑語中完美結束。因緣際會，感謝三位法師在這一趟旅程

的同行及護持。在早課和晚課中讓我們體驗佛法機緣，感觸頗深。感謝曾師兄為我們提供

的旅遊信息和小組連繫的工作。此次行程頗具特色，有資深導遊同行，價廉質優，每個主

要景點都給足兩個小時觀賞，輕鬆愉快。 

 

朋友是人生旅途中的一道道風景，不斷遇見不斷擦身而過，人生就是動態向前，不會

停留在昨天。與朋友一齊同行的時候，彼此互相善待，就此別過結束的時候不必慽慽，隨

緣無掛。 

 
馬演福    神奇的自然與人生      

 

巧斧神工之奇景，讓此次所到之人嘆為觀止，從大自然景觀中才領悟出人類的渺小。

我們只不過駐足地球上幾十年光陰，而岩石層卻有上千上億年。 

 

    從山底爬到山上，一路不論擦肩而過，或是短暫互相伴隨，彼此間的互相提醒，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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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下的步伐，並加油打氣。就如同人生的旅途中所遇到的摯友、貴人，讓前方的路途更清

楚好走。 

 

當在爬山的同時，各人是何想法： 

1. 一起呼擁而上？ 

2. 想不落人後，與他人攀比？ 

3. 只想與自己喜歡的人共處？ 

從中領悟到，無論是父母、眷屬、子女、朋友都是自己人生旅途中的過客。山要自己爬、

路要自己走，要敢接受自己是孤獨的。 

 

回程時果見法師開示：「人生就如棋盤，變化莫測。如何走好、走對每一步棋，都需

深思熟慮 」。 

 

我要補充的看法是：年輕氣盛有時不免做錯決定，不論是選錯婚姻伴侶、選錯工作行

業、或衝動有了孩子，但這就像是下棋者的應有風度「起手無回大丈夫」。一個人要有勇

氣面對自己，看似一盤不太好的棋局，倘若能再深入研究，説不定峰回路轉，創造出另一

個嶄新的局面。從大自然中回歸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或家庭，無論喜歡與否，仍舊持續要扮

演好個人的角色。抱持著樂觀積極感恩的心態面對每一天，相信日日是好日、年年是好

年！ 

 

    總本山水陸法會萬行壇心得             劉駿               

 

今年己是笫三年全程參加總本山水陸法會香積组-滔湯小组。聖嚴師父説的好「大寮好

修行」，每天要和不同的主廚配合，各有各自的主張，時間壓力，如何的和眾真是一門當

下的修行課程。一不小心忽視了當下的起心動念，而沒有覺照自己，就會不知覺的結善缘

或犯戒。馬上提起正念，在因地即刻轉念，不然就得到佛菩薩前懺悔了。 

 

每次的參與都能感受到每位僧團法師的全力付出，要照顧我們這群從四面八方，各行

各業，老老少少參與悅眾的身、心、健康，真是感恩這些法師的奉獻，有水陸的因缘，才

使得我們有機會和大眾結此善缘。並感恩十方大眾的發心，使得這次水陸法会得以圓滿。

許願明年仍然有機缘參加，也願 LA 的師兄姊們一同參與這福慧雙修的盛事，阿彌陀佛! 
 

洛杉磯道場水陸贊普心得分享 
 

Emily      心連心、手牽手、莊嚴贊普淨土 
 

今年水陸的贊普，對我來說是ㄧ個很特別的ㄧ年，因插花組長秀華老師回台灣，所以

今年贊普區插花的任務就由我、Joy、Linda 、Ken 來配合贊普總負責人 Tina 師姊。其實，

老師邀請我時，剛開始我很緊張，怕自己身體不行，不能承擔此任務，後來我的心告訴

我，我願意發心承擔此任務。 
 
在贊普的前幾天，老師用 line 發照片，仔細的告訴我去哪裡訂購花材。接下來，有許

多插花組的師兄姐陪我完成所有的前置準備工作。大家不分彼此，團結ㄧ致，分工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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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贊普的插花工作完成，讓我非常感動。看到每個人在不同的角落，默默地完成各自份內

的工作，ㄧ直到共同完成最後的作品，感受到大家的心是凝聚在一起的。 
 
秀華老師雖在台灣，卻是不眠不休的把每一個作品都交代清楚。感受到老師的辛苦，

也體會到老師對我們的信任。透過網路通訊軟體，老師ㄧㄧ指示每個作品的步驟，我們依

著老師的指示，完成了這五天的全部贊普作品。在這過程，看到每ㄧ位師兄姐的初發心，

我們依著初發心及大家的團隊力量，完成了使命。不論付出的時間或長或短，我們心心相

連的分工合作，ㄧㄧ完成。很珍惜這五天共處的日子，是一段美麗的回憶。希望未來的贊

普，我們也還能再續法緣，ㄧ起為水陸而努力。 

 
依珍       贊普~當下禪、意無盡                       

 

有幸參加水陸法會，是因緣具足的福報。感恩法鼓山洛杉磯道場果見法師的慈悲與信

任，及常統法師、常義法師的幫忙，讓我們完成了五天的贊普排設。這五天與插花班同學

們通力合作，王秀華老師在台灣日夜不休的將設計圖、詳細說明電郵給我們，每晚凌晨後

收到老師的幾十頁設計，使我感動不已。老師時常鼓勵我們:用心去做就是最美! 很佩服老

師那「堅毅」的精神。也感恩 Tina 師姊總是默默地忙進忙出，在需要做決策時，這「當

下」就呈現了她的當下禪，意無盡。 

 

插花班同們的同心合力，大家依照老師的編排，依每個人的時間分工合作，從一開始

的生疏，漸漸到默契十足。這過程中，相信大家都體驗到只要有「不著相的心、感恩的

心、分享的心、開放的心、安定的心」，沒有什麼是不能接受的，任何順逆因緣皆是心的

學習。         

 

法會中無論何時何地，任何作息，都是整體法會的一部分。練習用ㄧ個開放的心，不

對立、不比較，隨時觀照自己內心的反應，清楚而不執著。願我們在廣修供養布施的同

時，練習以佛法觀念修行，自利利他，冥陽兩利。在生活中落實水陸法會的精神，圓滿一

切事，成就一切法! 

    
演福     熟食贊普~生命智慧的法食                 

 

有幾位讀書會的同學在離美前夕，仍舊願意前來道場完成一桌贊普任務。第二天李師

兄在機場時說：總算忙完道場及家務可以鬆口氣了，此次讀書會從大家憂心忡忡，到最後

眾師姐們眾志成城，總算完成任務完美呈現，真是感恩大家辛苦了。 

 

遠在台灣黃師姊也不斷給大家打氣，最後寫下「大家又發心，又有團隊精神，令人讚

嘆，收獲最多是自己。 真是自利利他，讀書會菩薩們值得讚嘆」。 

 

以上是舉了七天水陸法會中準備一桌贊普為例，推而廣之，不論台灣總本山及其它各

分支道場、各分會都同步一起舉辦水陸法會共修，所動用的人力、物資及整體的作業程序

相當的繁瑣及辛苦。無怪乎在總本山的水陸法會早半年前就需開始籌組安排，才能達到最

圓滿最完美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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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生前啟建水陸法會，目的除了讓大眾了解水陸法會之真正義理外，並讓參加水陸

法會所有信眾能利益過去、現在、未來所有有形無形的一切法界眾生，但所獲得利益最多

的其實還是參加者本身，讓自己找到了生命的智慧和意義。 

 

       
 

    
 

      
 

       

             

我與法鼓山的未盡之緣                   高菁黛 

 

或許因為因緣尚未俱足，我曾多次與法鼓山擦身而過。念大學時因地緣關係曾到過改

建以前的農禪寺，但因適逢法會，見場地十分擁擠，沒有進殿禮佛就離開了。之後也曾到

金山的朱銘美術館參觀，兩次經過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但當時因園區尚在整建，無

法進入山門，只好作罷而歸。沒多久，我便陪同夫婿到英國牛津受訓，繼而旅居倫敦，一

轉眼已是十年光景。 

 

真正串起我和法鼓山之間的緣分，要從三年多前，從倫敦回到台灣說起。當時的我住

在北投貴子坑，某個周末下午散步到新北投捷運站附近的「中華佛教文化館」，才想起

「農禪寺」水月道場其實就在附近，這次我告訴自己和法鼓山之間的緣份終於到了。於

是，我開始參加「農禪寺」的經典共修、法會活動。 

 

因為知道自己將再度出國，在志工朋友的鼓勵下，我和母親在 2017 年於總本山受在家

菩薩戒。同年 7 月，我和先生外派，這次我們很幸運地到了一個有法鼓山道場的地方－洛

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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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到洛杉磯參加的第一個活動是 Yard Sale，但其實同一天早上果見法師講述的《華嚴

經》〈十地品〉中的遠行地，令我印象十分深刻。雖說在台灣時曾到華梵文教基金會聽過

幾堂《華嚴經》導讀，但面對這麼大部的經典，本來還擔心漏掉前面那麼多堂課會鴨子聽

雷，但法師以科判表、經文為主，生活經驗為輔的舖陳方式，讓我體驗到佛法生活化的一

面。猶記得法師以拱門國家公園的照片，講解大自然力量所造成的生、住、異、滅現象，

也以到達拱門的陡峭山路作為菩薩行過程中的障礙，說明唯有勇敢地跨越，方能享受寬闊

的視野。就像七地菩薩一路攀爬，總算快要登頂，從無相有功用行邁向第八地的無相無功

用行；但仍需要加把勁超越極限，才能踏入沉穩不動的第八地，超於世出世間。 

 

在台期間，我曾在農禪寺小巨蛋禮拜《梁皇寶懺》，也曾到總本山參加水陸法會，但

洛杉磯分處連線大壇共修，卻是讓我感動最深的一次。第一天因為不懂得竅門，經過整天

的跪拜，大腿出現「鐵腿」的痠痛。同修問我:隔天還去嗎?，心想有師姐的溫馨接送，怎

麼可以輕易放棄!第二天開始，因監香法師的提示，我開始學習如何放鬆地禮拜，看著近在

眼前視訊布幕上的佛像，口誦外也同時聽著迴盪於壇場的誦經念佛聲，慢慢抓到禮懺的節

奏，觸到了一點點「入流亡所」的邊，愈拜身心愈清安法喜，淨土就在當下不是嗎? 

 

此外，每星期三的心靈環保讀書會，細讀聖嚴師父的「禪的生活」，字裡行間的智慧

搭配參與者分享的人生體驗，總能激發自己省思成長，在生活中認識及實踐佛法。感謝法

鼓山，以及同願同行善知識的溫馨接送與分享，讓我在菩提道上的學習之路不因離開台灣

而中斷。 

 

                       皈依心得                            張喬斐 

 

又是重要的日子!事實上 12 月本來就是個相對忙碌的月份，但不管怎麼忙都沒有這星

期重要，2017 年 12 月 16 日是我正式成為佛弟子的日子。  

 

問我為什麼要皈依，實在是很難用語言表達的一件事情，時間到了那就做吧!家裡老母

聽到我這決定時，從椅子上跳了起來，但還是沒能影響我的決定。家裡老爹一句話也沒

說。家裡老妹只問了「你要出家嗎? 」  

 

皈依前我做了功課，到了道場遇到常統法師，請她幫我弄清楚了我到底做怎樣的決

定。皈依前一個星期，熟識的法師要我不忘初心。我的初心 就是把自己的起心動念管好就

好。  
 

從做決定到今天皈依儀式結束，從沒有過後悔的想法。今天的儀式很簡單，問訊和禮

拜也不難，念三皈五戒誓詞時，有法師一字一句的帶，也覺得很好，沒有壓力。倒是念懺

悔文，以及聽到法師靠近我說祝福詞時，眼眶泛淚。儀式結束後，覺得很放鬆。 

  

看著我完成整個儀式的媽媽，在回家的路上也輕聲說了「恭喜你! 既然選擇了 就好好

做吧! 」現在我覺得...這樣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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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醒法師「平常心是道」演講心得          翁文玲 

 

果醒法師就心的本質與心的功能透過各種方式，藉由許多例子並運用多種道具來加以

說明，希望能幫助我們從理上建立正知見。要了解這些內容並不容易。之前也曾聽過法師

的演講，以為明白了，可是，一旦法師經由不同的方式提問，我們卻又糊塗了。可見得我

們對於理還是不通透。非常感恩有此因緣再次薰習。 

 

「平常心是道，道不用修，但莫汙染。」,「造作取相，皆是汙染」。此「平常」對於

未修證者而言，顯然是不平常。我們習慣的是生死心，造作心，因為我們不斷地以「後

念」攀緣已消逝的「前念」，不停地在創造心與外境的對立。我們對此操作模式習以為

常，遇事對境時幾乎都是無知無覺的自動回應，所以繼續增加汙染，離平常心與道也就越

來越遠。 

 

要改變這個習慣的模式，唯有透過修行。然而，「但莫汙染」卻是如此高遠的目標，

非一蹴可及。我願以造作的心努力學習「不造作」。雖然一時無法做到「不造作」，期許

自己能從減少造作入手 - 練習在生活中遇事對境時，能儘早提起正念，儘量減少造作，降

低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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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活動預告    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週日講經《華嚴

經》 
 

2/11, 25  (日)  10am~12pm 
〈十地品〉/果見法師主講 

免報名，歡迎隨時到場

聆聽 

 

除夕晚課及禮祖 2/15  3~4:30pm 
 

 

新春系列活動 

 

2/16 (初一)     
10am~12pm 金剛經誦念法會暨佛前大供  
10am~4:00pm 新春祈願暨點燈活動  
 

2/17 (初二)   

10am~12pm     藥師法會暨佛前大供   

10am~4:00pm  新春祈願暨點燈活動 

12:00~3:30pm「祥獅獻瑞迎新春」園遊會 
 

2/18 (初三) 
9:30am~12:00pm 大悲懺暨佛前大供 

12:00~3:30pm 「新春惜福市場」園遊會 

 

2/19 (初四)  

11:20am~12:00pm 佛前大供 

1:30~3pm 「新春親子旺旺來」趣味運動大會 
 

2/20 (初五)  
10am~12:00pm 新春念佛法會暨佛前大供 
 

2/16 (初一) ~ 2/20(初五) 
10am~4:00pm  新春祈願暨點燈活動 

 

 
 
 

法會請先上網報名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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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心起，願願

相續」法鼓傳燈日 
     

 

2/24   10am~3pm 

 
 

請先上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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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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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共修自 4/4 開始) 

 

第一週的 
週二 

 

晚 7-9:30 
 

《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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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共修自 3/14 開始) 

第二週,第
三週及第四

週的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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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