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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瓶中養鵝 

 
問：一位叫陸宣的人問南泉禪師說：「有人在瓶子裡養了

一隻小鵝，鵝漸漸長大，出不來了。如果在不把瓶子打碎，也
不損傷鵝的情況下，你有什麼辦法讓鵝從瓶子裡出來？」南泉
禪師喚了陸宣的名字，陸宣應了一聲，南泉說：「這隻鵝不就
出來了嗎？」這個故事妙趣盎然，很想聽聽師父的看法。 

 
答：一般人常會遇到瓶頸的經驗，比如事情膠著了或者交

通滯塞了等等。陸宣是位居士，自認懂得禪，瓶中養鵝只是一
個假設，他故意來考南泉的。然而對禪師來說，根本不需要考
慮這個問題，否則就上當了，被瓶子給困住了。南泉很清楚，
陸宣把自己的念頭裝到他內心的瓶子裡了，於是喊他的名字，
陸宣一回答，他的念頭就離開瓶中鵝，出了瓶子了。 

 
陸宣是否因此而開悟？如果陸宣問這個問題之前已經用功

修行很久，心中已有這個疑情，想求個答案，此時聽到南泉
說：「鵝不是已經出了瓶了嗎？」他會放下瓶子，沒有執著而
開悟。但他也可能只是個知識分子，在觀念上有這種聰明而製
造出這個故事，此時不論南泉怎麼說，他也不會開悟，頂多承
認他輸了，終究淪為一種遊戲。因此，禪機的運用對真正用功
的人非常有用，如果只流於遊戲，這種對話毫無意義。 

 
庭前柏樹子 
 
問：有人問趙州禪師：「什麼是祖師西來意？」趙州回

答：「庭前柏樹子。」我猜想趙州和尚的用意，是以這看起來
毫不相干的回答，來點破對立的觀念。禪的真諦是「不二」，
所以黃花翠竹無非般若；只要有人問趙州和尚什麼是禪法，他
不論答什麼都可以。是不是這樣呢？ 

 
答：應該是對的。這個公案接下來還有幾句對話。有人問

趙州什麼是達摩祖師從印度帶來的禪法，趙州答以「庭前柏樹
子」，那位弟子也懂得一些道理，叫和尚不要用境界打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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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州說我沒有用境界表現給你，弟子再問一次什麼是祖師西來意，趙州還是回答「庭前
柏樹子」。弟子聽了，一定會認為這是心外的境界，因為柏樹是一個東西。然而對趙州
來說，祖師西來意也好，庭前柏樹子也好，都不是境界，而是同一種東西。有人認為祖
師帶來的是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如果用這些很抽象的哲學名詞去回答那位弟子的問
題，實在毫無意義，不如直截了當告訴他，見到什麼就是什麼。趙州告訴弟子，祖師從
西方帶來的到處現成，放眼皆是，沒有另外一個東西叫祖師西來意。這種思想跟自然主
義有一點關係。佛法本來是講心法的，結果有人把心當成一樣東西來執著，在此情況
下，只好連「心」這個名詞都不提，因此任何東西都可以是祖師西來意。這是否是哲學
上的泛神論？其實也不是。泛神論只是你對他的信仰而已，他本身並不產生任何功能。
但祖師西來意是可以體驗實證的，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是活潑的、生活化的，人人
皆可體會得到的。智慧未開時，祖師西來意即使在你面前，但對面相逢不相識，如此而
已。因此也有人說，你每晚抱著佛睡覺，每天早上又跟著佛起床，只是自己不知道罷
了。佛就像庭前柏樹那般熟悉，還有什麼好問的。不過，如果執著庭前柏樹就是祖師西
來意，這也是錯的。 

 
處處踏實處處是、處處自在處處活潑，就好了。    摘自《聖嚴說禪》 

 
【僧活小語】                    回來 LA吃 orange                         常俱 

 
回到洛杉磯道場，菩薩最常會問我的一個問題， 就是「法師您比較喜歡溫哥華還是

LA？」不過通常最後也會自己直接加上一句「我想我知道您的答案 ！」 
 
在四季常夏的熱帶國度成長，從課本上知道一年有四季，到了臺灣， 聽說吃當令的

食材最健康， 那就是多吃菜市場到處都在賣的東西就是，到了 LA，努力的在吃菩薩們帶
來的有機愛心蔬果。 去到溫哥華的第一個夏天， 一開始去藍莓園，都非常的興奮，菩薩
們說從樹上直接送到嘴裏是最有能量的， 但是一個多月下來， 卻不再想再踏進藍莓園
了， 不忍心看到掉到滿地的果實。 法會到了， 要買供果， 超市裏頭都是進口的水果， 
印象最深的， 是黃澄澄的 orange，大大的標示寫著「加州 orange」， 其他的水果也從世
界各地匯集到那裏。 

 
在溫哥華道場的菜園裏， 義工菩薩在溫室裏呵護著他好不容易培育出來的苦瓜及絲

瓜苗，冬天到來前收成三根手指頭大小的苦瓜， 絲瓜呢，連花都沒有看到 ! 在外頭日曬
又缺水的魚翅瓜， 卻收了四大箱， 主厨菩薩們絞盡腦汁讓大家認不出他的本來面目， 讓
我們吃了半年 ; 鄰居的務農高手， 非常驕傲的跟我分享， 他前一年種成了拳頭大的西
瓜 。 

 
非常感恩有這些因緣， 讓我體悟到來了 LA就盡興的吃 orange， 去到台灣的話就啖

芭樂， 返回馬來西亞就食榴蓮…我們人生何嘗不也是一樣 ， 所有的因緣都不會重複， 錯
過了就沒有了。 因緣不具足卻要求， 不只是浪費寶貴的資源， 同時也錯過了很多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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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道場歲末感恩祝福餐會                  曉亞 
 
        每年歲末農曆春節前，洛杉磯道場都會舉辦義工感恩祝福餐會，感謝一年來護持道場
的悅眾義工及常來眾。大家齊聚一堂，互相感恩彼此的關懷、支持及成就，在學佛道上相
互陪伴、鼓勵，並將祝福化為願力，在新的一年積極行願，懷抱感恩心，持續努力修學佛
法，奉獻己力，實踐自利利人的善行。今年的祝福餐會於一月二十日舉行，參與人數突破
兩百人，為歷年來最盛大踴躍，每個人歡歡喜喜回來道場，欣賞精采的音樂演出及美味可
口的素齋，喜氣洋洋充滿節慶的熱鬧氛圍，彷彿提前圍爐歡度新春。 
  
         活動開始，播放法鼓山大家庭及洛杉磯道場2018年大事回顧影片，讓大家重溫過去
一年在學佛路上走過的足跡，提醒自己莫忘初衷，在未來一年提起願心精進修學。接著，
Sonia師姐及 Emily師姐分享學佛因緣及法鼓山擔任義工、自我成長的歷程。Sonia師姐感
恩能有機會投入知客義工行列，從中學習到很多。她曾向同修詢問自己這段期間是否有所
進步，同修回以：「我不告訴你，因為怕你會太驕傲！」簡短話語揭露 Sonia師姐短短一
年時間從奉獻自我中學習放下身段包容同理他人的豐碩成長。 
 
         Emily師姐是插花組的義工菩薩，去年參加了菩薩戒，成為新戒菩薩，她向大家分享
受戒菩薩心得及因病接觸佛法後自心的轉變。她感謝插花班及讀書會的師兄姐們對她的關
懷及鼓勵，「因為你們的關心與祝福，使我的人生得到了改變，勇敢面對生死，瞭解人生
的無常與無奈，並且珍惜當下每天的生活。」她表示會繼續努力修行，將學佛的好處分享
給別人， 
 
        接著是一連串音樂饗宴，包括由一群沒有音樂背景的銀髮長者組成的「爾灣銀髮族口
琴樂團」帶來的口琴合奏，由太虛大師作詞、弘一法師作曲的《三寶歌》，讚美生命的懷
念老歌《生命如花籃》，鍾希寅師兄獨奏優美動聽的「綠島小夜曲」。還有目前為帕沙迪
那學院音樂系學生的 Eric Pan精彩的小提琴演奏，就讀初中八年級的 Hugo Pan薩克斯風
獨奏，可愛的小菩薩 Brenda、Sophie、Austin令人笑開懷的歌舞表演。此外，尚有遠從千
橡城而來的四位小朋友 Audrey、 Evan、芮安及 Rick合作無間的小提琴合奏。 
 
        當天最特別的演出是道場長期義工 Don師兄的古箏表演，雖然是金髮碧眼的老外，
Don卻潛心學佛，多年來參與道場大大小小活動。近幾年，他加入香積組行列，時常見到
他在大寮為大家準備可口美味料理的身影。他的兩首古箏樂曲博得滿堂喝采，很難相信一
位西方眾竟然會對中國古典樂器產生莫大興趣進而發心學習，令人讚嘆不已。 
 
         感恩祝福餐會另一項高潮是由淑良等多位師姐及師兄所彈奏演唱的校園民歌組曲，
輕快的旋律，耳熟能詳的曲調，讓人不禁開口跟著輕輕哼唱，在溫馨歡樂的歌聲中喚起了
每個人青春歲月的共同回憶。 
 
        節目接近尾聲時，播放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迎接嶄新一年對大眾的祝福及鼓勵。法鼓山
每年都提出祝福主題，從一份祝福，連結眾多人的祝福，就會變成我們大家共同的願力。「透
過許願、行願，來轉自己的好運，也轉家庭、社會及全世界的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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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由六位可愛的小朋友分別向六位法師獻上芳香美麗的花朵，感恩法師們接引
眾生、為道場法務推動及佛法的宏揚盡心盡力毫無保留的付出。法師們也各以一句吉祥鼓
勵的話語送給大家，獻上新春的祝福。 
 
       為了今天的聯誼餐會，香積組菩薩們花費了許多心思擬菜單、採買食材，當日一大早
便開始準備料理、烹煮，讓每個人在欣賞精采表演節目時，同時能大快朵頤，享受音樂與
美食所帶來的盛宴。 
 
         最後，由監院果見法師與常俱、常統、常義、常禪、演皎法師分別發送包括春節賀
卡、掛曆、桌曆、環保用具及福袋等豐富的祝福結緣禮給與會大眾，每個人歡喜接納來自
佛法與法師們的祝福，滿載而歸。 
 
        此次活動居中聯繫協調的 Sandra師姐表示：「感恩祝福聯誼會的圓滿完成不是偶
然，而是許多人同心合力共同達成。」包括勇敢接下主持棒的 Tim 及Marty，Johnson、
Francis、Hugo 及 Gary 師兄的場佈與音響控制，香積組Mori、Tina 、Jessica 師姐籌畫的
美味佳餚，Serena、Li 師姐製作的海報及攝影工作，以及 Ivan、Carey、淑良、Ashley、
Sherry、Melissa...等眾多師兄姐的協助幫忙，才能成就一場熱鬧溫馨充滿團圓歡樂氣氛的
歲末感恩聯誼活動。 
 
        依舊微寒的冬日，陽光和煦地照在每張笑臉上。無論是牙牙學語的稚兒，或是古稀之
年的長者，每個人帶著滿滿的祝福離去。期許未來一年，將這份祝福的感恩心，化為一股
利他的願心，像漣漪般散播出去。如同方丈果暉法師所說，「願」是菩薩道最重要的內
涵，以利他為第一，把個人的我放在其次，即是菩薩願；愈是幫助他人，就愈能夠放下自
己，從而得到真正的快樂。 
 

        
 

                                     
 

 

【歲末感恩聯誼會 - 義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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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之一   高菁黛      在法鼓山當義工與自我成長                          
 
「願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這是我來到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一年多來的心情寫

照，更是我這段期間不斷成長的動力。 
 

我隨我的同修在 2017年下半年派到洛杉磯工作，在來到這裡之前我的同修曾問過
我，有沒有想去的國家、想去的地方，當時的我想了一下，念頭裡冒出「法鼓山」，於是
我說：「我想到有法鼓山道場的地方，讓我延續和法鼓山的緣分」，於是乎，我來到了洛
杉磯。 

 

還記得第一次到洛杉磯道場的那一天，我和同修一早先到車商那兒興沖沖地領了新
車，還記得那是十月底的一個週六，一向艷陽高照的洛杉磯沒有絲毫的秋意，我們用
Google Map設定了道場的住址，就直接開車前來。停好車、禮了佛，除了「如願以
償」，還有回家的感覺。 

 

即便在有了車子的前幾個月，為了來到這心靈的家，我嘗試過不同的公車路線，最終
找到了地鐵與公車的最佳路線組合，儘管所需的時間是開車的三倍，我仍甘之如飴。有時
候師兄、師姐讓我搭便車來道場，當他們聽聞我搭公車來時，常給我這樣的答案：「我來
這裡幾十年，從未搭過公車（地鐵）」、「在洛杉磯不會開車等於沒有腿，哪裡都去不
了」、「如果可以，下次教我怎麼搭大眾運輸好嗎？」於是，在 2018年的四月，我決定
放下自己的膽怯，學習在異鄉開車。縱然在學習的最初遇到挫折，也曾失望流淚過，但想
到能夠更親近道場、能夠有自己的腿自由地奔跑，這一切的阻力都變成了動力。「逆增上
緣」，不就是這個體現嗎？ 

 

開始自己開車到道場後，我開始了另一項對自我的新挑戰，就是學習當知客。生性害
羞、木訥的我，常不知該如何與人應對，但種種因緣巧合卻讓我開始學習當知客，可以說
我從當知客之後才開始學習怎麼當知客。三十多年以來，我的母親不論颳風下雨，每天早
上四點多一定起床到老家附近的佛寺做早課，有時母親做完早課或義工回家，會在聊天時
透露出佛寺中的一些人際紛擾，我常給她的回答是：「如果不喜歡，就別再去了！」母親
總是說「修是修自己的，無需在意別人」。當時的我其實不明白讓我母親一直去佛寺的動
力是什麼，直到我當了知客以後。身為知客，要面對各式各樣的人、處理不同的問題，更
重要的是學習培養一顆安定的心。這門功課我花了一段時間才瞭解，成果在去年底回台灣
時獲得了驗證，因為當母親再度聊到佛寺中的一些紛擾時，我的回答是：「只要妳喜歡，
就繼續去吧」，母親驚訝於我的轉變，而我則微笑地看著我成長的內心。 

 

我的成長和大家分享，而這一切都源自於一個願。許個好願，讓它實現，你將會發現
生命是美好的，即便有阻礙，只要用心體會，也能成為讓你繼續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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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之二   劉美智                                                           
 
謝謝 Sandra師姊邀請我來歲末感恩聯誼會做分享，我很訝異，為什麼會找我呢？其

實在幾年前已與法鼓山結緣，是曉亞師姊介紹的。那時道場在 Telstar Avenue上， 我去了
2次練習禪修。我婆婆在 2012年往生之前，我走進現在的道場，聽果乘法師開示。我婆
婆往生時，是 Sherry 師姊及蓮友們助念的，使我非常的感謝及感動，但是當時菩提心還
沒有發芽，時間也好像還沒有到。 

 
 2009年我的乳癌第二期有控制住。到了 2015年底復發了，轉移到骨頭，成為乳癌第

四期。因為是在治療的過程中，身體還是痛的，而且心情是亂的。曉亞師姊知道我的身心
需要幫忙，帶我去見常宗法師，也認識了果見法師及常俱法師。他們的開導，改善了我的
心情。 
在 2016年的 3月，我報名了插花課，是王秀華老師帶領的。她不僅是教插花，她課

程裏的作品都與佛法結合。上了四期的插花課，讓我的學佛之心慢慢的發芽成長。在這期
間還上了快樂學佛人，由常義法師帶領的初級禪修班，也參加了常統法師帶領的讀書會，
並且皈歸依成為佛弟子，並在去年的 5月受了菩薩戒。我非常感謝曉亞師姊沒有放棄我，
帶領我來法鼓山。謝謝秀華老師教的插花課程及四位法師們的開示。在菩薩戒期間，我的
身體感到很不舒服，很痛，受到女純師姊、菁黛師姊、茹瑩師姊、Linda師姊及 Jessica 師
姊的照顧，還有其他師姊及師兄們對我的關心及關懷，我才得以完成菩薩戒。 

 
我心中有太多人要感謝了，包括插花班及讀書會的師兄師姊們，沒有辦法一一念出名

字。因為你們的關心及祝福，使我的人生得到了改變，勇敢地去面對生死。讓我對生死有
所領悟，瞭解人生的無常及無奈，去珍惜當下每天的生活。 

 
看師父的書覺得很感動，而且會改變自己不好的地方，尤其是自己的心態及想法。在

讀書會有法師的教導，還有大家分享生活經驗，可以互相學習。我知道修行的過程，不是
很容易，再加上身體的痛，會讓我分心，但是有你們的鼓勵與支持，我會努力地的去學
習、修行及與人分享學佛的好處。 
 

       

 
       好願在人間                                       源源 
 
農曆新春的大年初一，是中華民族傳統節慶裏最重要的節日之一。在這一天，是每個

家庭舉家同慶，辭舊迎新的日子。在中國民間，有貼春聯，掛燈籠，放炮竹的習俗，北方
的人包餃子，南方的人蒸年糕，而在美國洛杉磯的我們，在 2019大年初一這天，一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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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法鼓山道場，我們心中永恆的家，喜迎春節。師父的墨寶「好願在人間」是我們的新
春賀辭，承載著法鼓人來年的美好心願；道場平安燈莊嚴著明淨的殿堂，帶給我們喜悅與
平安；而法器梵唄的妙音替代了喧囂的炮竹聲，在歲首之際寓示著祥瑞與和樂。 
 
      在法師們的帶領下，法親道友們在大殿以一場《金剛經》的恭敬諷誦，揭開了新年伊
始的嶄新篇章。在大乘佛教裏，《金剛經》是一部舉足輕重的經典，不僅是因為漢傳佛教
史上的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因耳聞一偈而開悟，更重要的是《金剛經》本身就是一部大乘佛
教教理的完整縮影，對以體證空性和實踐菩薩道作為根本修行準則的大乘菩薩們無疑是一
份最好的新年饋贈。 
 
      新年「心」計畫，2019年法鼓山年度主題『好願在人間』的行動目標是：許個好願，
讓它實現；積極行願，造福人間。師父曾說：「今生做不完的事，願在未來的無量生中繼
續推動；個人無法完成的事，勸請大家來共同推動。」師父的願中雖沒有「我」，但我的
願中永不忘師恩。人間是師父好願成就的地方，即是我們應積極響應努力耕耘的田地，以
待師父報身再來。空性的體證是師父指引我們的修行目標，也是我們應緊緊追隨不斷努力
達到的目的地，以期未來生中能與師父再會。 

 
      有了法財的新年是最富足的，有了智慧的人生是最受用的，有了佛法的道路是最光明
的，有了善知識的旅途是最不寂寞的，有了師父盡未來際的大願是最感恩和無畏的。師父
還說過，弟子準備好了，師父就會來了。我們準備好了麼，你我的好願已經許下了麼？ 
 

                                                 惜福                                                       陳演昧 
 
今年的農曆新年落在星期二。道場安排了初一誦金剛經、初二誦藥師經、初五誦普門

品三場法會。如此殊勝機緣，怎能錯過！於是請了幾小時的假，參加了初一和初二的法
會。初一誦經，心念不夠集中，誦完了沒感覺。初二進入大殿先禮佛再靜坐把心安下，然
後才拿起這本久違了的《藥師經》。剛開始誦經，念起來雖然感覺生澀，卻勾起了一連串
的回憶，讓我覺得它不曾離開過我。幾年前，大三的兒子有突發的 anxiety attack，憂鬱症
接踵而來。面對半夜來電哽咽顫抖的聲音，我無言以對，感覺是個失敗又無力的媽媽。咨
詢了一位學佛多年的朋友，他建議以焚香和誦《藥師經》的方式來安頓小兒子的身心和住
宿環境。為人父母在子女遭遇困難或出現危機時，那股莫名的力量和清晰的條理好像是與
生俱來的，我和同修毅然地連夜趕去兒子的住所焚香誦經。《藥師經》不只安頓了兒子的
心，也幫助做父母的我們穩住了陣腳，對此經的信心也由此而生。久別多時再次拾起這曾
經伴我度過那些徬徨失措夜晚的經，我的心滿溢著說不出的酸甜苦辣。我噙著眼淚偷偷地
瞄了左右這排的師姐們，心裏吶喊著，我們是何其有福報，今生今世，此時此地能共同擁
有這麼殊勝的因緣齊聲誦經！佛菩薩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啊！當我需要的時候，是迫不及
待的拿著它臨時抱佛腳，事過境遷也就放回書架。今天再次拾起，才知道不管我是如何辜
負佛菩薩，佛菩薩卻是對我不棄不捨的! 

 
我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從小跟著媽媽去眷村的聚會所做禮拜。詩篇 23 篇「耶和華是

我的牧者」，背得滾瓜爛熟，為的也不過是做完禮拜發給每個小朋友的一顆糖或兩片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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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我未曾質疑過耶穌為世人做的犧牲，受極大的苦，最後付出生命。但是我始終無法接
近主宰整個宇宙人類的這麼一位高不可攀的神。長大後，漸漸疏離教會。結婚後，跟著同
修的民間宗教信仰，對佛菩薩充滿迷信和敬畏，一直是個門外漢。直到兒子的憂鬱症的牽
引，我走進了法鼓山。這之前的五十多年，隨業、隨習、隨貪瞋痴，造的大小諸惡不勝枚
舉。雖然走了這麼大一圈的外道，仍然受到佛菩薩的垂憐庇佑。今天，有此福報和眾多善
男子善女人在大年初二齊誦《藥師經》，思及此，眼淚再也忍不住奔流而下。師兄師姐
們，我們今生都要珍惜這份福報！佛菩薩是不會放棄我們，佛法也不會遠離我們。 

 
      Thoughts on the Chinese New Year ceremonies         Brian Lee                            
 
From February 5 to 9, 2019, I participated in three ceremonie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These ceremonies were the Diamond Sutra 
Chanting Ceremony, the Medicine Buddha Dharma Ceremony and the Guanyin Blessing 
Ceremony.  

 
I am a newcomer to Chinese Buddhism and to Chan, having started on this path in the 

autumn of 2017.  Also, I am a third-generation Chinese-American who does not speak Mandarin 
and does not read or write Chinese.  In the past year, I have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ceremonies, 
including the Diamond Sutra and Medicine Buddha, at another Chinese Buddhist Center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 now wanted to experience the ceremonies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The first ceremony was the Diamond Sutra Chanting Ceremony.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o 

enter the Great Hall for a ceremony and one of the volunteers guided me to a seat at one of the 
tables.  At the start, Chang Ju Fashi spoke to the participants and allowed everyone to take a few 
moments to relax before commencing the ceremony.   

 
I knew that the liturgy would be in Chinese with no Hanyu Pinyin romanization to help me 

pronounce and speak the words of the sutra.  Consequently I had borrowed a liturgy from 
another source and was able to chant with the other participants although I did at times fail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chanting.   

 
After the chanting of the sutra had concluded, Chang Ju Fashi engaged the participants in a 

brief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asking everyone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sutra.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an excellent method of giving the participants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At this time, 
Gloria came over to sit behind me and the other two English-speaking participants, and she very 
generously translated Chang Ju Fashi’s comments for us. 

 
After Chang Ju Fashi concluded her remarks, we filed out of the Great Hall in orderly 

fashion.  After a few minutes, the Great Offering to the Buddha took place with participants 
making flower offerings and lamp offerings.  As I observed the people making the offerings I 
could feel their sincere and heartfelt gratitude. 

 
After the offerings concluded, the chanting of the Blessing Service and the Memorial 

Service commenced.  I asked Elaine, one of the volunteers, if there was a liturgy with Pinyin 
romanization.  She said that there regrettably was none available but she then gave m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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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advice to “listen to the chanting with my hear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one 
gave me this advice and I found it to be very helpful. 

 
The following day I participated in the Medicine Buddha Dharma Ceremony, again 

borrowing a liturgy with Pinyin from another source.  After the lunch, Gloria came to speak with 
me, graciously inviting me to come on Saturday for the Guanyin Blessing Ceremony, as they 
would have liturgies in Pinyin and they would also set up the translation equipment so that I 
would have headphones for listening to Gloria’s translation of Chang Ju Fashi’s spoken words. 

 
To conclude, I found the three ceremonies to be very profound and moving.  I was 

impressed by the solemnity of each ceremony and by 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shown by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Also, the volunteers at each of the ceremonies were very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Gloria was great with the translations and Sarah, Sherry, Elaine and the others 
whose names I do not yet know were very kind and helpful.  I am very happy that causes and 
conditions have led me to Dharma Drum Mountain and to the teachings of Master Sheng Yen. 

 

                   
 

           

 
                                     2019己亥年新春活動                                倪果總 

 
從來沒有過像這樣子時時關注天氣的動向！新春活動前的幾天，手機的群組上一直交

換著因應天氣改變所做的應變措施，及更新可能下雨的時辰；儘管天公不作美，我們還是
圓滿了一場新春的祝福。 

 
呼應今年的主題 「好願在人間」，活動小組規劃要造一棵讓大家能在樹下盤好坐、

發好願的菩提樹。統籌製作的 Sandra師姐原本沒有把握在他返台前能如期完成，但是在
大家共同發願，群策群力之下，相繼地以裝蛋殼的紙盒，回收的紙箱，在短短不到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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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之內，造出一棵幾可亂真的樹！過程中除了感謝法師的指點，活動組的接力製作，
還有好幾位素未謀面的師姐們幫忙才得以大功告成。 

 
2月 10日活動當天在各攤位開始佈置之初，還能看到點藍天白雲，接著烏雲就在空

中逐漸堆積，彷彿他們才是要來參加活動的來賓；但是我們一點兒都不擔心，因為常俱法
師帶領大家在活動開始前發願跟迴向，正是那份從容與感動化成了正能量，安住大家的身
心。只見大家臉帶微笑，手腳並用的張羅起新春園遊會。 

 

無限地感恩參與這次活動的義工菩薩們！大家辛苦了！特別感謝Mandy、Amy、 
Clement和 OC的善友們風雨無阻地照顧著惜福市場；Jill、Melissa、Su多聲帶地解說

著三佛二菩薩的大願；Sherry、Joyce、Sarah陪同大家一起快樂地翻轉人生；Richard、
Kevin兩位師兄搭起圍兜兜之後，就滾動油墨地轉運拓印；Linda和 Ken則拿出了禪修功
夫引導大家從耳根去體驗音聲帶來的感受；在禪心揮毫攤位上，秀媚師姐及友人 Irene及
淑良師姐更是手執毛筆寫下一張張吉祥字與大眾結緣；小 Sandra與Marian則是在攤位上
透過遊戲回收大家的煩惱；臨危受命的 Joe, Don, 還有 Bob非常用心地照顧著托水缽攤
位，讓參與者都能有禪的初體驗；Judy師姐也是本著「需要人的地方，我來吧」的精神
和 Tim一起協力「彗星撞地球」的遊戲；Emily在聽到媽媽在知客處值台之後，就一馬當
先的和 Joy管理起「臘梅吹雪」的攤位，讓大家發現了自己原來也有藝術的潛實力；
Diatie不但擔起佈置「敲鐘祈福」攤位的責任，也和彥伶師姐一身喜氣地迎來新春敲鐘祈
福的人群；僅僅因為參加大年初一的金剛經法會而深受感動的Wing 和 Samantha也非常
熱心的協助大家寫祈願卡。還要感謝三位遠從台灣來的表妹，很有福報的把兩天美國行假
期佈施給道場，其中一位在菩提樹前和Wendy不停地為掛上祈願卡的信眾拍照，另外兩
位則跟著Mori師姐隨時地為大家補給能量。 

 

整天活動的亮點之一在咚咚搶來，咚咚搶去的舞獅！謝謝 Ashley策劃的團拜，在
Mandy 和 David兩位煞費體力的舞獅，還有 Jill咚咚的擊鼓聲中，串起了銀髮族和幼幼族
向法師團拜的歡笑與喜悅！ 

 

任何活動能夠圓滿，都有諸多眾緣來成就。願將籌辦活動的功德迴向給十方法界、道
場、指導的法師們，以及盡心盡力的義工菩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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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亮在心中 永續不滅               
                                緬懷師恩 洛杉磯道場傳燈日活動圓滿                                曉亞 

         
        洛杉磯今年冬日陰雨綿綿，2月16日這天，在連續數日濕冷天氣之後，春陽燦爛，天
清氣朗，彷彿象徵傳法的光明照耀大地，帶來和煦的溫暖與希望。 
 
        為了紀念聖嚴師父，每年法鼓山海內外僧俗四眾在師父圓寂日前後的周末都會舉辦
「傳燈法會」，緬懷他的教澤，將這把傳法火炬延續下去，燈燈相傳，願願相續。今年是
第十週年，意義特別深遠。許多平日忙於工作鮮少露面的信眾，也在這一日，帶著歡喜與
感恩的心，回來道場，共同參與傳燈法會，重溫師父的殷殷教誨與盡形壽獻生命令人感動
的身影。藉由莊嚴的傳燈儀式，重拾初發心，接下傳燈火焰，發願將佛法的光亮由自身傳
遞給所有需要的人，以佛法的光和熱為他人照路，帶來溫暖、安定的力量。 
 
        法會一開始，由常俱法師帶領大眾放鬆身心，在師父「阿彌陀佛」念佛聲中，收攝身
心，專注於聲聲佛號裏，以至誠的心誦唸一炷香並靜坐五分鐘。接著觀看《師父三願》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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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影片，師父的三個願：一願佛菩薩力量的加持，能將佛法的好分享給所有人；二求弟子
要發恆常心的大悲願，以佛法助人，自利利他；三求難調難伏娑婆世界眾生能夠接受佛
法。「不為己、不為名利而求，要為眾生利益而求。」「只要發大願，便會產生力量。」 
 
        師父的色身雖然不在，法身、教誨依舊透過文字、音聲、影像及各種媒介，對弟子們
殷殷叮嚀。報師恩最好的方法便是實踐佛法，提昇自我的品格，共創安定祥和的人間淨
土。 
 

      《如是我願》影片中有師父對大家的鼓勵與期許，希望人人以願開路，將佛法的種子
傳遍各地。我們緬懷師父所立下的願實踐了嗎？師父的法鼓山已建好，我們心中的法鼓山
還要繼續努力，一磚一瓦、腳踏實地把它建設完成。 
 
        傳燈即是傳法。當一個人心裡有了智慧與光明，便應把自己擁有的這種光明，輾轉地
傳播出去，傳給一切的人，禪宗《維摩詰經》稱之為傳燈，是傳智慧與慈悲的心燈。 
 
        接下來，於《傳法偈》：「永傳無盡燈，紹佛大悲行；宗奉嚴師教，風宣法鼓聲。」
唱誦聲中，由主法常俱法師將象徵正法的燈火，輾轉相傳給常住法師們，點燃每一位與會
信眾手中燈缽火炬。今年的燈缽非常特別，雪白燈缽上鐫刻著《菩薩行》偈言，裝著燈缽
的淡墨綠棉質袋，以法鼓山山徽形狀為扣子，設計樸實雅致。點燃火苗的燈缽恍若半透
明，缽體上《菩薩行》字字分明閃耀著光芒。每一個人捧著燈缽，以虔誠的心發願、迴
向，希望手中象徵光明佛法的燈火，能從自身手中傳揚散播出去，接法傳燈，大悲心起，
讓自己與眾生脫離煩惱，更多的人能夠點亮心燈。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於開示影片中提到，每個人都有一盞菩提心燈，要堅定對師父、三
寶的信心，永續佛陀、師父度眾生的願心，同時祈求眾生人人大悲心起。他勉勵大家要有
信心、願心與大悲心，並且效法師父發下大悲願的精神，如同今年年度主題「好願在人
間」，期許大眾共同來發願、祈願、許願、行願與還願。方丈和尚也分享他個人發願：
「身心常放鬆，逢人面帶笑」及「募人、募心、募款及募僧」的心願：募人來學習佛法，
募心來修行佛法，募款來護持佛法，募僧以住持佛法，建設對社會有所貢獻的僧團。「勸
請僧俗四眾能如鴻雁共行，願願相續聖嚴師父的信心、願心、悲心，共同來學法、弘法、
護法。」 
         
法會接近尾聲，常俱法師向大眾表示，師父的色身雖已不在人間，法身卻是超越時

空，無所不在，他的教法行誼在書籍、視頻、四眾佛子心田，在世上每個角落放光說法。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追隨師父的腳步，做他千手千眼的手與眼，燃燒自己，為眾生照亮
前路。」 
 
        道場悅眾義工友梅師姐當天在知客處值班，無法進大殿全程參與傳燈儀式，然而看見
每位因事進來知客處的師姐眼眶和鼻頭都是紅紅的，也回想起自己當年與法鼓山的因緣，
師父為傳法和弘化的艱辛歷程，令人萬分感動。「等到我們進去點燈的時候，看到常統法
師笑瞇瞇的拿著燈在佛前等著我們，鼻子一酸眼淚又上來了。」她說她沒有師父如此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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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毅力和決心，又吃不了苦，但願能將最基本的正知正見傳遞給周遭的人，破除常人對佛
教的誤解。 
 
        傳燈儀式結束後，法師以僧團為大家準備的師父《六祖壇經無相頌》墨寶複刻、今年
祝福主題書 《好願在人間》及聖嚴師父《動靜皆自在》英文版著作〈Liberated in Stillness 
and Motion〉與大眾結緣。 另外還有一張菩提葉許願卡，許下一個願，一起追隨聖嚴師父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的大悲願心，願願相續。師父曾說不要我們感謝他、感激他，只
希望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是一盞燈，在不同的地方散發光與熱，為身邊的人照路，給身邊的
人溫暖，這便是報師恩、報佛恩最好的方法。 
 

           師父手書複刻墨寶「無相頌」，端正秀雅的字體寫著：「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雪白燈缽中火焰明亮閃爍，美麗無比，眾生的每一顆佛心也
都是明亮閃爍，光華無暇。點起一盞心燈，燈燈相傳，無盡延伸，讓光亮在世間、在心中，永
續不滅...。 

 

我願安住-參加傳燈法會有感                           高演傑 
 
不曾想過渺小的自己，竟然有機會傳承聖嚴師父的善法，在參加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

場舉行的傳燈法會後，我才瞭解到，只要「許個好願，讓它實現，積極行願」每個人在各
自的領域裡努力，改變自己、影響他人，哪怕只是一點點，都可以讓「建立人間淨土」的
宏願逐漸實現。 

 
來到洛杉磯剛滿一年半，第一次有機會參加傳燈法會。今年自年初以來，洛杉磯一反

往常地有較多的雨水，而法會當日許久未見的暖陽露面，看著來到道場的上百信眾，不禁
讚嘆龍天護法的護持。 

 
今年的傳燈法會有特殊的意涵，因為適逢聖嚴師父圓寂十週年，有上萬人回到法鼓山

總本山傳燈，海外各分支道場也同步以一燈燃百千燈，讓佛法的燈相續不滅。我有幸在法
會中擔任引禮，和在場信眾一同分享這份殊勝。法會中播放了「如是我願」影片，令我感
動不已，尤其當聖嚴師父提及，在他過世以後十年，或許大家已經將他淡忘，但只要在道
心及人生的方向上，走的是法鼓山的方向就好了。 

 
而如何讓佛法的燈相續? 師父期勉我們以至誠心發大悲願，藉由利他的願，給他人溫

暖。師父也提到他的三願。一願，求佛菩薩，成就利人的願心； 二願，求弟子們，發恆常
心利人利己； 三願，求眾生們，精進學佛解脫煩惱。 

 
看到師父這三願的當下，其實我被震攝住，這麼宏大的願，豈是我這樣的凡人所能承

擔？但之後，方丈果暉法師的影片給了我解答。當方丈說他許下的願是 「練習微笑」時，
讓我小小地驚訝了一下，這對許多人來說習以為常的事，怎麼會是一個「願」？果暉方丈
接著說，願的大小不是關鍵，重要的是許一個能夠執行的願，而微笑正是他想學的一門功
課，透過練習他已能從 60分進步到了 80分。是啊，方丈的一番話讓我從驚訝中醒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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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淨土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而是透過不斷的練習與累積，從改變自身做起，利人利己，
讓善與美的能量盈滿人間，終將成就人間淨土。 

 
由於擔任引禮，直至法會結束後，法師才用手中的蠟燭為我們點燃燈缽。現場仍有多

位大眾留在現場禪坐，我也加入了他們。在一片靜謐中，我看著燈缽上師父的題字: 
 
如何成佛道 菩提心為先 何謂菩提心 利他為第一 
為利眾生故 不畏諸苦難 若眾生離苦 自苦即安樂 
發心學佛者 即名為菩薩 菩薩最勝行 悲智度眾生 
 
我發願做建立人間淨土的一顆小螺絲釘，以己為舟，度己度人。 

 
傳燈日捧缽坐兩柱香感言                                         常增 

 
心捧白玉缽， 幻光淚漣漣。 
口誦度人師， 身坐大佛前。 
念念恩未報， 日日求懺悔。 
觀想師慈顏， 修行利他覺。 
世世菩薩道， 無盡生死迴。 
音繞心中殿， 相續傳師願。 
 

        2019年法鼓山傳燈日紀念聖嚴師父圓寂十週年－緬懷佛恩師恩，佛前點燈發願： 
菩提心燈永不滅，生生誓行菩薩道。 

 
                                    無盡的願願相續                                                演覺 
 
2月 16日是我第一次有因緣參加法鼓傳燈法會。傳燈法會在我心裡的定義是與師父相

約，就像是在佛陀涅槃處誦著佛遺教經的感覺。 
 
為了收攝身心，提早走進大殿，螢幕上播放 「他的身影」紀錄片，依舊讓我看了動

容。傳燈法會一開始，我們隨著師父一起念佛。當師父帶領我們念佛時，我感覺自己在熟
悉的佛號聲中，不自覺地加快了速度，但過程中師父穩定的佛號聲也不斷地提醒我回到規
律的步調裡。這讓我不禁想起自己平時在為人處世的過程中，有時太過急躁，就像是在修
行的過程中偏離了軌道。與師父一起念佛， 提醒著我要時時檢視自己不斷地練習安住在當
下的每個腳步， 這個來來回回調整的過程，彷彿是師父在帶領我學習如何行菩薩道。 

 
在師父的開示中， 師父說明為何要發願? 應該如何發願?  並且要大家發恆常心的願!  

也再次提醒我們出離心與厭離心的差別。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讓我反省自己在忙
碌的生活中，每當忘了提起方法時， 偶而會有想出走的念頭， 此時會忘了初發心， 忘了
自己的責任與義務。 但我明白如果我自己不能時時調整身心， 無論出走到哪裡去， 還是
會有同樣的問題發生， 業力與習氣只會緊緊地跟著我， 而 一次次的輪迴只會讓身心更疲
憊， 無處可去。師父提醒著我們要時時保有出離心才能安住於任何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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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父用他的一生現身說法，我們是否有智慧能看到其中的重大意義? 因緣真是不可思
議， 20幾年前我獨自繞了大半個地球來到 LA，怎樣也想不到自己今生能夠有此福報在異
鄉接觸到師父的法， 這裡是師父當年胼手胝足推行佛法的國家， 我能在這裡與法鼓山結
緣，身上自然是應該承擔著一份如來家業。 

 
發願是給自己訂個目標，進而有個方向前進。 對我而言，願沒有大小的分別。人與人

之間的小願，在各自時間與空間相續的串連中自然能成大願。 建設人間淨土是師父的願， 
就算我們每人發的是個人自我品質提升的小願，然而就在你我努力提升人品時，當下所處
的環境，無形中，ㄧ方的淨土，也已在建設中。 

         
傳燈法會雖然結束了， 但仍然深深地記著師父殷切的叮嚀與囑咐。如是我願 : 盼佛陀

的大願，師父的悲願，您我的好願，都能無盡的串連相續，直至圓滿。 

 
2019 傳燈法會有感     倪果總  

 
一見燈缽，淚眼婆娑，師父諄諄叮嚀，盡在點點燭火， 
接過燈缽，心起愧疚，曾經發下誓願，信心不足蹉跎， 
高舉燈缽，言語默默，再乞三寶加持，堅定道心不墮；   
手持燈缽，法語參透，浮雲朝露人生，行菩薩願不休。 

 
傳燈節感言                                                      演德 

 
As I reflected on this year's theme: 許個好願, 讓它實現; 積極行願, 造福人間, I made a wish for this 

new year to help me fortify my vow to help others alleviate their suffering (度眾生) in this lifetime as well 
as the next. 
 
As I knelt on the meditation mat in the Grand Hall today, I made a wish to read m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Buddha’s teachings better and deepen my Buddhist practice, so as to adhere to my vow that my wisdom 
and compassion can be as expansive as the ocean. 
 
My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y Buddhist practice have been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with their 
common emphasis on compassion for others. Today I also told myself: If I could do well in my profession, 
what’s to stop me from doing the same in my bodhisattva path as well? 
 
As I walked outside the Hall after the ceremony, a strong wind gust suddenly extinguished the candle I held 
in my hand. I then recalled 果見法師's words at the same 傳燈日 ceremony 2 years ago: The candle flame 
symbolizes the Bodhi spirit in all of us that 師父 had hoped we will carry on and inspire others.  
 
Just like the candle flame, this spirit can be extinguished by the environment around us at any time. Our 
minds are also prone to vexations that can lead us astray and cast a cloud over the Bodhi spirit inside us. It 
is therefore incumbent on me to always mindfully protect my inner flame, my Bodhi spirit, any time and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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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期待 大年初一                                         演禪 

  
在這次印度朝聖的途中，我一直有很強烈的使命感，覺得一定要把此行的收穫一字不

漏的跟道場菩薩們分享。 回來後發現完全不知道該從哪里分享起，畢竟很多的事情只有經
歷過的才有體會。終於有一天從道場新春活動表的「新春《金剛經》誦念法會」找到自己
要分享的內容。 
  
很多人與《金剛經》的緣起是從六祖慧能大師因為經中的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而開悟的傳奇故事開始的。相信很多人也因此去誦過《金剛經》， 結果和我一樣， 由於一
直沒有開？悟？的跡象而遺憾的放下，放下時基本上就沒想過還會再拿起經本。 
 
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法會上我聽到法師讀誦《金剛經》後，才知道原來誦經還能誦到

如此的有攝受力，於是乎迫不及待的又開始拿起《金剛經》。可惜好景不長，很快的再度
放下，原因是自己根本就達不到法師的境界。 
 
這次朝聖，常興法師分享他的出家因緣時，提到他是因為誦《金剛經》而出家的。這

讓我很受刺激，為什麼同樣是誦經，結果卻截然不同？於是我下決心這次無論如何，一定
要跟法師取到誦經的真金， 以下是法師的開示:  
「專注在字和誦出來的聲音上，去感覺字和誦出來的聲音是一樣的」。  
我問法師誦的時候，會不會去想字的意思，法師說: 要趕緊回到經文來，誦時不要去想字
義，單純的看、單純的誦。慢慢的誦，只是誦，誦久了自然會懂。 
 
現在我又開始在誦《金剛經》了，慢慢的實踐法師所傳授的方法。希望有一天能達到

法師誦經的境界，讓誦經的聲音也能具有攝受力，尤其是能領悟到經中的智慧。 
 

印度導遊與我們分享了印度人的一個觀念， 他們認為新年第一天，你做了什麼， 那這一
整年就會做什麼。無限期待農曆初一的新春《金剛經》誦念法會，按照印度人的邏輯，新
年第一天有佛法薰習，那麼這一整年都能得到佛法的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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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出生地及涅槃處的朝聖心得                     三寶弟子 
 

2018年 12月 23日的行程是從佛陀的出生地藍毗尼(Lumbini)到涅槃處拘尸那羅
(Kushinagar)，雖然ㄧ天內，兩地之間讓我很容易憶念著佛陀的生與死，但佛陀八十年的生
命中所留下來的法，卻是我生生世世的功課。 

 
  在「大涅槃寺」外，大家一起隨著三位法師頌《佛遺教經》，這是佛陀在入滅前對弟

子們所做的最後開示。當我再次念此經時，感受到佛陀最後的諄諄教誨，宛如慈父般對孩
子的再三叮嚀與囑咐。即使到最後一刻，身體已很虛弱，仍要再三確定我們都能明白法
義，都能如法修行。 

 
其實今天的行程, 我並沒有很哀傷，反而是出奇的平靜，在繞佛、繞塔、稱念佛號時，

我知道佛陀仍舊與我同在，此刻也正殷切地囑咐著，並指導我未來的修行方向與身上背負
的責任。 

 
今天做早課時，唱誦到「四弘誓願」時，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愚痴的我到今天才

明白為何這四句的第一句是「眾生無邊誓願度」，最後一句才是「佛道無上誓願成」。這
是多麼有智慧的大悲願啊！ 這幾天在印度，有好幾個問題讓我不停地思索。為何在兩千六
百多年前的印度是佛教的源起國，但現在在此處卻看不到佛教？我來此的目的是什麼？我
身上有什麼責任與義務？ 

 
 我不知道何時會找到答案，但當我今天在臥佛殿繞佛時，我和佛陀已經有了自今生到

佛生的約定﹗ 
 

                                        踏上玄奘法師取經的目的地                             演福 
 
2018年年初聽聞舊金山道場將在年底舉辦「佛國聖跡巡禮之旅」，雖然心動但總覺得

放不下的事情太多，想著可能要等到退休後方可成行。八月中與友人共餐，其中一人分享
剛從印度歸來，參訪佛國聖地內心的激勵感動和刻骨銘心，甚至發願從此學習佛法更要加
倍的精進用功。當下的我有如醍醐灌頂，心想此時不去更待何時？在剩餘名額不多及時間
緊迫下，師兄師姊們極力地協助完成簽証手續、和行前準備事項，終於順利地在 12月 18
日啟程前往目的地。 

 
從第一天由勒克瑙出發到舍衞國，展開了朝聖行程，常惺法師很用心的請師兄播放

「玄奘之旅」的影片，在乘坐旅遊巴士途中，不但同時觀賞也連接到當日行經的聖地，讓
大家有更深的體會及記憶，不由得使我追憶起十年前的往事。 

 
那年為了推廣「西域記風塵」紀錄攝影展，南加州洛杉磯頗具知名的佛教團體在一間

書局舉辦了為期三天的展覽活動，其目的是希望接引更多的信眾，認識佛教，同時廣邀中
文學校的師生們前來參觀。我為了擔任導覽員一職，曾經用了大半年時間，認真研讀玄奘
大師的取經路線及期中發生的事蹟。如今不由得思考真是因緣不可思議，再次連結到玄奘
大師，並親身實地步上他的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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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5日心情異常激動地來到位於王舍城北方七英里處的「那爛陀寺」，當地稱為
「那爛陀大學」。我們一行人進門前需要購買門票，走進大學經過一處樹林小徑才會抵達
那爛陀遺跡。 

 
印度導遊詳細解說，在西元五至 12世紀這裡曾是佛學聖地，規模很大有八座大型寺

院，四座中型寺院和 1小型寺院，寺院遺址達 100公頃。大學建校至今經歷了一千多年，
目前尚未完全開挖完成，出土的遺跡評估不到原本的十分之一，現有的遺跡有僧侶住房、
講堂、食堂。大學遺跡多為紅色土磚。它應該是史上最早的綜合性的大學，除了在此分為
瑜伽、中觀、真言密教等各派的研究學習，另有哲學、醫學、天文、邏輯、教育、數學等
等。在鼎盛時期僧人、學子達萬餘人，經書九百萬卷，教師上千人。這裡也是最早的國際
學府，包括中國、韓國、日本、斯里蘭卡、印尼等僧侶、學者都前來留學進修，盛況非
凡。 

 
最感動的是演柱法師為加深大家的記憶，做了行前的補充說明，告知那爛陀成立的因

緣及期間發生的典故，並解釋佛教學府在當時的印度有著崇高的地位，是學術研究中心和
僧侶學者雲集之地。這裡也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舍利弗尊者的出生及圓寂處，有舍利弗舍
利塔。 
玄奘大師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了那爛陀大學，不但在此地留學五年，並拜戒賢法師為其

指導教授。而後又請經書回中原翻譯，不僅名留千古更是功德無量。如今印度與亞洲國家
攜手合作準備重建那爛陀大學光華，繼續傳承發揚佛陀偉大的教導。 

 
接著來到了一座中式建築的「玄奘紀念堂」，從寬敞的園區大門入內，首先映入眼簾

的是由印度政府製作的玄奘法師雕像，中年行腳僧的形象，身後背著放有經卷的經架，一
手持經卷、一手持佛塵，經架上方有一盞孤燈、照明前路。往裡走進紀念堂，正中有玄奘
大師的銅像，此銅像是中國政府仿照西安大慈恩寺所鑄造的。牆上展示玄奘印度取經路線
以及在印度學習、遊歷的故事壁畫等等。 

 
駐立在玄奘法師的銅像前，以虔誠的心、雙手合十，向大師致上最高的敬意。心中默

禱著：感恩玄奘大師用生命取得法寶、用數十年的時間翻譯經文流傳至今，影響之深無遠
弗屆，慶幸自己是華人得以學習到漢傳佛教。 

 
今日踏著玄奘大師及聖嚴師父的足跡來到了聖地，並在法師們帶領下和同參道友共同

擁有一期一會的朝聖機緣，除了如願以償，更是法喜充滿。在佛恩師恩的照拂下，發願將
所學有關玄奘大師的生平，其堅不退轉的「初發心」以及不畏艱難的勇氣與精神等事蹟，
有機會就與人分享，助其瞭解經書來歷之不易，要更加珍惜佛教經典及聽聞經文的寶貴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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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4月活動預告    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戶外禪 3/16  (六)    9am - 3pm 請先上網報名 

快樂學佛人 4/13 (六)、4/20 (六)、4/27 (六) 
9am - 4:30pm 

請先上網報名 

六祖壇經講要 - 生命觀照的智慧 3/10 (日)  10am - 12pm     常統法師    
 

請先上網報名 

培福增慧 - 金剛經的生活 3/17 (日)  10am - 12pm     常俱法師    
 

請先上網報名 

五蘊皆空觀自在 - 心經要解 3/24 (日)  10am - 12pm     常統法師    請先上網報名 

清明佛ㄧ 
 

4/7   (日)    9am - 9pm       請先上網報名 

 

平日共修活動  
 

禪坐共修 週一 (新) 
週四 

早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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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查閱當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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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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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世》 讀書會 

隔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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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查行事曆) 
 

橙縣   
心靈環保讀書會 
(今年共修自 4/4開始) 

 

第一週的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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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dmbala.org/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ba.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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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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戒籌備、戒期正授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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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mailto:ddmbal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