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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煩惱是產生智慧的根源 
 

《六祖壇經》云：「煩惱闇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
至，正來煩惱除。」學佛就是要除卻煩惱、求得智慧。但是，不
要討厭煩惱。發覺當下的煩惱是煩惱時，就已不是煩惱。修行時
才能發現有煩惱，修行者隨時警覺有煩惱的暗流在心中時起時
滅，而注意不為煩惱所轉。 

 

有人向我說：「打坐時，頭腦裡，時常有妄念，妄念中，時
常有壞念頭出現，而在念經、念佛時也會產生妄念及壞念頭，這
樣子，罪過豈不是越大了？」我對他說：「你的業正在消，你的
煩惱正在減少，你的智慧漸漸增長，所以你能在念經、念佛中，
發現起了妄想。」 

 

有清淨的正念，才能發現自己有煩惱的邪念。修行的人，不
要怕有煩惱、妄念或邪念。當自己發現有邪念時，這邪念已不存
在。煩惱，必定有對象，不是「你」就是「他」，不論「你」、
「他」是物或人，如果沒有「你」、「他」，便不可能有煩惱。
因此，當自己發現起煩惱時，要感謝使你產生煩惱的人、事、
物，因為，他們是在幫助你修行。 

 

沒有分別心，即是禪 
 

所謂「煩惱即是禪」，是就已經在修行或已經產生智慧者而
言。因智慧而知有煩惱，便是禪。如果沒有修行，不知有煩惱，
智慧不生，則煩惱依然是煩惱。 

 

《六祖壇經》云：「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自
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這是悟後的境
界。若是以世間禪定的工夫，修行到身心統一、內外統一的無
「你、我、他」的分別，這是屬於世間定的境界。雖然，煩惱心
不現前，可是「我」仍存在於「有」與「無」之間。當感覺
「無」時，事實上，在「無」之外，還有「有」；當感覺全體統
一時，在「我」之外，還有一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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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禪悟與世間的禪定不同，對於「你、我、他」了然於心，而不是視而不見。但
是，沒有相對的執著心。 

 

求智慧或除煩惱，是增加煩惱的原因，因為有一個「我」要求智慧，有一個「我」要
除煩惱。禪宗的方法，就是將這個「我」通底打得乾淨，才是智慧顯現。所以，不論起清
淨心或煩惱心，皆是妄心。 

 

因此，修行的人，不要討厭煩惱心，煩惱心便會漸漸減少。「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
槃」一句，是教示修行的人，不要追求菩提，也不要討厭煩惱，知道有煩惱即是正在修
行，煩惱本身是產生菩提的原因。--摘自《禪與悟》  

 
【僧活小語】        

                《如是我執》                                  常俱 
 
第一次到北美某分會的會所，用過藥石後準備要洗碗，看到水槽旁有黃色及藍色的海

綿，便問菩薩「盛菜打菜的器皿及容器（公器）及個人用餐用的碗筷（私器），會用不同
色的海綿來洗嗎? 」菩薩回說都可以，心裡就在嘀咕，怎麼可以不分呢？在總本山為了照
顧公共衛生，被訓練成公器及私器一定要分清楚，不可以混在一起洗，洗的工具也要分清
楚。在 LA道場有分，那體系其他據點或道場應該也比照辦理 。一個非常單純的情境，卻
因為太多的自我意識、想法和經驗，讓自己那麼忙碌。 

 
最近菩薩也跟我分享，在作場佈的時候觀察到每個人思考模式及做事方法都不一樣，

以擺方墊，蒲團及毛巾來說，五個人有五個人不同的做法。有人先把蒲團放在方墊旁，有
人依擺放的順序直接先擺好方墊毛巾再去拿蒲團；有人會先把所有要用到的東西數量分
好，再開始擺放。但是不管用那個方法，最後呈現的都是一樣的，只看到成果的人，不會
知道那有趣的過程。不過我們在跟其他人共事時，卻常常堅持要大家用我們那個「最好的
方法」做事，卻不知道我們那個「最好的方法」常常是夥伴們的絆腳石。 

 
我發現自己有一個習慣，很多事情決定後，在執行的過程中常常變來變去。除了是心

念的無常，真正的「黑手」是控制別人的欲望，為了滿足自己「呼風喚雨」的欲望，為自
己設一個很重要的位子，讓這個世界沒有我雖然不至於停止運轉，但速度可能會慢一點！ 

 
還在努力尋覓煩惱的根源，練習運用對治自己的習氣及欲望的觀念及方法，希望能夠

藉每一個因緣，與大家一起參與，藉事鍊心，藉事顯理，菩提道上，共同成長。 

 
                   修行的根本－常於晝夜， 至心誦念                   三寶弟子 
 
在聽常悅法師導讀《佛說八大人覺經》之前， 我雖聽過此經，但從未讀誦過經文， 始

料未及的是上完三堂課後，我與此經居然結下不解之緣。 
 
短短的 372個字的經文涵蓋了佛所覺悟的內容，也是眾生該如何修持八項聖道而成為

大覺悟者。這八大人覺的「覺」是指覺察與覺悟，要先覺察到自己由於執著而產生煩惱的
過程後，才能截斷煩惱，從痛苦出離。進而以大智慧突破自我，而從被自我中心的蒙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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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來。但我們不應只安於自己的醒悟，重要的是需要幫助眾生覺悟。法師也解說了修行的
覺悟次第，如何從自覺、覺他，到覺滿的境界。所謂自覺是親證無我的智慧，覺他的是善
巧的度化眾生，而終究達到覺行圓滿。  

 
在第一堂結束前，法師給大家出了功課，其中之一是要大家早晚讀誦一遍此經。說來 

短短的經文，讀誦一遍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當下我覺得這個功課還算簡單。但一週下
來，我連這句看似簡單的 「常於晝夜」居然都做不到，零零落落的有時兩天才誦一遍。在
這一週裡，每天都看得到自己想要誦經的念頭，但也不知怎麼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想到
應該要誦經時，就告訴自己等一下再誦， 往往那個「等一下」的時刻來臨時，就已經是躺
在被窩裡了，就這樣眼睜睜的任由自己的懶散來去自如的過了一週。上第二堂課時， 法師
一開始就檢查作業，真正做到的，也沒幾人，當下我只有慚愧心起。 

 
接著法師花了不少時間解釋 「至心誦念」這四個字。所謂至心是指心不散亂，意不放

逸，無論有空或沒空都要心繫此經。 而至心有四個層次，從懇切心到專心，進而到勇猛
心，最後到深心。初學者應以有所願求的懇切心讀誦，背誦，專心諳誦，進而以勇猛心來
憶誦，最後是深心憶念。聽到法師說到這裡我覺得很感動，但也很慚愧。感動的是聽到了
我們誦經時應該有的態度與心念，慚愧的是我回想自己以往誦經的過程，是否有字字專心? 
是否能夠日日不間斷的，並保有那種不顧生命的，想要一門深入的心念? 我是否能將經文
裡的佛法與生命緊密地結合? 

  
回想當年女兒小時候學鋼琴，我跟她們說不需要一天練習多久時間，但每天至少要彈

一遍，就像是天天要吃飯一樣。所謂的「像吃飯一樣」這麼平常簡單的事，是要有多大的
毅力與堅持呀! 要不是法師出的功課，我還真看不到自己每天如何在習氣的流轉中輪迴與懈
怠!   

 

現在每天「常於晝夜，至心誦念」此經已經是我出門上班前，與就寢前的功課。常於
晝夜是培養我的恆常心，而至心誦念是練習我的專注力，其實這和在蒲團上打坐練習方法
的過程是一樣的。雖說這三堂導讀課只講到第一覺悟，卻讓我明白此生能誦到一本經書是
多麼的不容易，而每一部經不論長短都有這麼深的涵義。現在每次誦經時都讓我不禁提起
感恩心，慶幸有歷代祖師大德們，能將佛陀所留下來的法寶，用我看的懂的文字保留下
來，也讓我學習到該用甚麼樣的心來誦經，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自己今生能有的學佛因
緣! 

 

    「快樂學佛人」課程心得分享     
 

張維甄 
 

從小跟隨父母逢年過節都會祭拜祖先，因此也就養成了逢香必拿、逢廟必拜的習慣，
但實際上從沒有機會去了解何謂佛教。4月 13日有幸參加了「快樂學佛人」的課程，說實
話第一天早上去上課時，心中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想如果聽不下去就溜吧！但當我進入佛
堂時看著四周簡單卻莊嚴的布置，望著祥和的菩薩不由自主合十膜拜，我的內心充滿了一
片沉靜平和，在師姐親切的帶領下，我們恭迎法師為我們展開了奇妙快樂的學佛之旅。 

 
        我從沒有想過學佛，是可以這麼的簡單、輕鬆的融入日常生活中，我也從沒有看過法
師們可以用那麼親切活潑生動的教授方式，讓我們在快樂又沒有壓力的氣氛中，了解有關
佛法、法鼓山、聖嚴師父及其一生的奉獻，讓我從內心深深的感動並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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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認自己的個性及修養上有很多的缺失，在以前的工作中當碰到困難時，也是會提
醒自己一定要勇敢的面對它，用自己的經驗去處理它，結果不論好壞都要接受它，但是最
困難做到的就是放下它。在此之前我並不曾聽過何謂「四它」而我竟然能在課堂中學到如
何釋放這一生最困擾我的問題，當下真讓我心生感恩。 

 
這三天中的課程豐富、生動並循序漸進地帶領我們了解佛法的概念，並糾正了我從前

對佛教錯誤的認知，也很慶幸在此之前我對佛教的不了解，讓現在的自己像一個初入學校
的新生，接受了最好的觀念及教育，也啟發了潛藏在內心的真善美及學習如何去釋放自己
內心的貪瞋癡，用一個全新的慈悲的態度和智慧的方法，去對待我身邊的每一個人事物。 
 
最後在我滿心歡喜中，接受了法鼓山的三皈五戒儀式，簡短卻莊嚴隆重的過程中，看

著聖嚴師父對皈依弟子的期許及叮嚀，數度眼眶泛紅，內心激動自己終於因緣俱足而找到
了方向。 我並沒有很大的願望，只期許自己朝著「解行並重」，以學習正信的觀念糾正以
往錯誤行為的同時，以自身的力量去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眾生。阿彌陀佛! 
                          
羅家珠 

  

我是個才剛剛開始學佛的人。當初是自己看書，上 YouTube 看不同的法師演講。對佛
法處於似懂非懂的狀態。曾擔心自己會因理解錯誤而迷信。但上課後，好像找到一張地
圖。加上常義法師在休息時間中，很有耐心的解惑，用詞簡單明瞭。還有小組長 Joanna熱
心和溫暖的笑容引導團體討論分享。讓我覺得學佛是一步一腳印的事。不是那麼困難但是
要發心地走。快樂學佛人的課程令我受益良多。感恩! 
 
張演持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快樂學佛人」，我第一次參加快樂學佛人是在 2017年，相隔兩年
後重新再上這門課，希望藉此機會溫故知新並重新找回初心，也再一次認識法鼓山這個大
家庭。在學佛的路上總會遇上許多的人和事讓自己忘失初心，我經歷了找工作、尋找同修
伴侶和面對生活上種種問題。但能否用四它去處理這些境況? 說倒是簡單，人人都會說，
但要做到放下它真的很難。我放不下他，彷彿只要還沒把他放下，我就一直無限輪迴下
去，那種情感不斷回到自己身上困擾著我。在小組討論時，答案往往是從組長和組員的口
中找到; 當我把想法說出來，組長和組員就會與我互相交流他們所經歷過的事和如何應用這
些心法，以不同角度去分析讓我參考，但最終還是要我自己用四它去把問題解決。上完這
三堂課，我重新學習四它、四要、心五四及心六倫; 其實這些心法的目的，是用來改變自己
的心態從而逐漸改善自己的行為和態度，所謂修行就是如此，一切唯心造。 

 
邵立葳 

 

在為期三天的學習當中，有幸能與諸位師兄師姐們相處，得到關懷員及志工們的照
顧，感到非常的溫暖。更要感謝法師們的殷勤教誨，使我了解到法鼓山當年建立的不易，
和聖嚴法師如何一生為傳揚佛法辛苦奔波，使佛教更深入民間，讓大眾了解到佛教不是消
極的，它是更積極的修正自己的行為，發現人生的真理，讓身口意三方面能做到五戒十善
而遠離貪瞋癡，正確的踏上學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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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Huang                                    做一正信快樂的佛教徒    
 
 「生命的真我、要在哪裏找？」修行的人常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卻做不來。於

是因緣際會下、我參加了 LA法鼓山道場的「快樂學佛人」，認真的聽了法師們三個星期
六的整天課程。法師們把高深的佛法用平易能懂的方法上課，真是辛苦了。課程的設計是
成功的、不少菩薩們在聽完「如何做一個佛教徒：身、口、意、關懷篇」後、都加入了受
三皈依和五戒的儀式。 

 
 課程內容非常的豐富，對法鼓山和聖嚴師父的介紹，讓我起了一個念頭，想把自己已

有多年聖嚴師父的書好好讀完。除此之外，從課程中學到許多，很有收穫。 
 
 法師說：煩惱皆由無始貪、瞋、痴所來、其中「不瞋」是不容易做到的。想想人生的

煩惱和一切的痛苦就一念、一起心動念、被打擊後、只要火冒三丈、什麼毛病都顯現了。
要做到「不瞋」、需要修行啊！我們沒辦法做到像釋迦牟尼佛「被割截身體後，對歌利王
不起一絲瞋心」，但希望自己能修持忍辱不瞋，並讓自己降低起煩惱心的機會。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都是這三天課程的重點。能捨掉、改變自己而

參加皈依三寶受持五戒就是很好的開始。正如法師說的：「法鼓山的淨土和禪定的修行之
法、是最完善的。我們要珍惜這佛緣！」上個月，法鼓山總本山首辦了禪九十、這讓我這
個僅參加過禪一的修行者有了一個好目標。 

 
 課程結束前的心靈處方籤「四它」、「四要」和「四福」讓我印象很深刻，也覺得受

用。「四它」：在起心動念後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四要」：是要自己
所「需要」的、而當自己「想要」時、就想一想「需要嗎？」，「能要」和「該要」則考
驗著自己「貪」的心。法師說：「貪睡也是貪念之一使我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認知。   

 
 最後一堂課提到「四福」：「知福」、「惜福」、「培福」和「種福」。在最後受持

時，法師說我們大家種了善緣。法師教我們：「如何做一個快樂的學佛人？」要從身、
口、意上著手，修自己的智慧福德。這讓我想起經文中常念到的「皈依佛兩足尊」，兩足
即智慧足、福德足。亦云：「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
靈山塔下修。」最後的心得是願自己「正信」，信自己的心，信一切眾生皆會成佛，心即
是佛，佛即是心。阿彌陀佛！ 

 

                                           浴佛法會                                                   林淑玲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在五月十二日舉辦浴佛法會，代理監院常悅法師帶領四位法師及

120多位與會大眾，一起以虔誠清淨的心來慶祝佛誕日並感恩佛陀留給後世尊貴的佛法。 
 
常悅法師開示中提醒大眾，要學習釋迦牟尼佛離苦得樂的究竟方法，就是要讓自己不

在貪瞋癡裏輪迴，在恭敬舀起三瓢水浴佛時，也要提醒自己在戒定慧三學中勤勉精進。在
拜願懺悔身口意三業時，要發願學習佛陀畢竟成佛的決心。而佛前大供的供燈意義是代表
光明，點燃心燈，清楚看見無明煩惱，練習用佛法安頓身心。 

 
浴佛法會恰逢母親節，許多信眾是全家人一起來參加法會，有的是帶著媽媽來浴佛供

燈，也有的是奶奶抱著小孫女，扶著小手，祖孫一起浴佛，還有一位七歲的小女孩 Isa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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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的跟法師說她很喜歡來。在這特別節日裏，藉著浴佛的同時，洗滌沈澱自己的紛亂身
心，當我們循著佛陀所教導的佛法，來修正自己人格品行並建立正知見，就是獻給媽媽最
好的母親節禮物。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同證如來淨法身」，浴佛、

遇佛，在紀念佛誕日時，感恩父母給予的生命，感恩聖嚴師父盡形壽獻生命讓佛法永續傳
承。「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珍惜因緣俱足才能修學佛法，身心安定，心念清淨自能與佛
的慈悲智慧相應。 

 

                                     浴佛法會的分享                            李演希 
 
我是越南華僑，從小就體弱多病，父母時常帶著我去這裡拜拜、去那裡拜拜，還喝了

不知多少把符咒燒成灰加在水裡用以驅病魔的符咒水。記得小時候有人叫我是巫婆，因為
我不笑，常常罵人還打人，是個毛躁又直言直語討人厭的小孩。奇怪的是當我聽到法會的
念佛聲時，整個人就安靜下來，心裡有疑問為什麼沒有人對我講解經文。自己把準提咒都
背了起來，每當看到車禍發生，心很不安時，就會馬上念準提咒一直念到平靜為止。越南
在一九七五年解放，後來又移民到美國已經有三十年完全遠離佛法，只是每年春節去廟裡
祈福，求全家安康，事業有成，心想事成⋯都是為自己求，從來不知道迴向眾生。 在三年
前因為家人、同事、自己也受不了這種惡劣的脾氣，才有因緣促使我回到佛陀本懷，接觸
到 LA法鼓山道場，來學習禪修念佛。 

 
浴佛法會和母親節是同一天，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而有意義的日子。早上八點多我和

媽媽來法鼓山，為浴佛法會準備上供飯菜，我視為是一件非常法喜的修行。假如我不願意
來接觸法鼓山，哪有那麼多的福田給我去耕耘。萬分感激法師們、同修們協助我，今生有
福報來修行佛法，往後的日子我會做得更好更精進。浴佛節是紀念釋迦牟尼佛的誕生，感
恩佛陀如同我們的母親，為了眾生成佛，增長我們的慧命，以佛法淨化我們的心，清淨我
們的身口意。真是慚愧，佛法是那麼的好，我知道的卻是那麼少。非常感恩三寶，讓我覺
照到自己的貪瞋癡，也非常幸運有佛法來修正自己的惡劣習氣。願生生世世可以修行佛
法，願眾生回歸佛陀的本懷，推動世界淨化。感恩所有的善知識，及好或壞的因緣，來成
就今日的我，阿彌陀佛！ 

 

                                                     最後的禪一                                              鉛筆 
 
如同買錯車票搭錯船般的慘烈， 有人竟然一上座就直奔深度昏沉的境地。法師在提

醒有些人的身體已經歪成義大利的比薩斜塔，而我是被自己的頭險些就敲打在地板上而
嚇醒過來。菩薩，這可是禪一剛開始的頭柱香喲 ! 怎麼會這樣呢? 不是很多人都誇我有進
步了嗎？不是把無常觀提升到視這次禪一為生命中最後一個禪一的高度了嗎? 問題到底出
在哪裡啦? 

 
理論上， 禪修是讓心能夠不受任何事情干擾的修鍊。由於禪法是一種鍊心的方法， 

而心又從來都是深藏不露的隱君子， 因此判斷禪修者是否真的領會到方法的精要，是件
極其有難度的事。雖然指導者一再提醒要有覺察的能力，然而哪一個迷路的孩子，一開
始就能意識到自己走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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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進大殿看到清一色的新人，我就分了心，因為突然想到別人都去打禪七、禪
四十九、甚至禪九十，而自己還在原地踏步跟剛上完初級禪訓課的新人一起，那份莫名
的急火冉冉升起。因為新人太多，法師真的像是在帶幼兒園大班，以無比的耐心與熱誠
在做八式動禪和基本引導練習。其實法師說什麼我已經聽不進去了，只想趕快坐下來抓
緊用功一天。法師還在不慌不忙反覆的叮囑大家要不斷的去揣摩方法時，我內心是如坐
針氈的在高聲吶喊: 法師啊，怎麼還在揣摩方法? 看看都幾點了? 趕快打坐吧。 

 
       第二柱香嚴格的說就只是半柱香，因為午齋的時間到了，這意味著什麼都還沒做， 
禪一的一半就已經蒸發了。在引磬被敲響的那一刻，我的心當即滑至谷底後又落入冰
窖。完啦、完啦、完啦 … 完全不記得之後自己是如何走出大殿的。就在從大殿走到齋堂
短短幾十步的路上，我做了一個死馬必須當活馬醫的重大決定: 不管結果如何，下午半天
的時間，分分秒秒，實實在在的，我一定要如法修行一回，別無選擇，當成我生命中最
後的一個禪一。因為要將每一次的機緣都當成是最後一次的態度，來培養自己的無常觀。 

 
午齋時， 我第一次真正的全程做到動作在哪裡，心就在哪裡：動手夾食物時就不動

口吃，動口吃時就不動手夾食物。為了避免下午繼續昏沉， 我只吃到三分飽。 
 
依照慣例，午齋過後每位禪眾都被分派到一項出坡工作， 當天我是要配合拖地的菩

薩，先把齋堂的地掃乾淨。 以前自己出坡的心態是儘快做完，然後去大殿找個地方休
息;  這次的想法變成要認真的完成每一個動作，希望能消耗掉一些導致餐後昏沉的精力和
能量。  說來慚愧，雖然用過多年的齋，自己從來沒有一個人掃過齋堂的地。 

 
出坡時間是有限的，而齋堂基本上是要在大家都用完午齋後，才可順暢的開始打

掃，這項工作極有次第。整排凳子都被放上桌面之後才能掃地，整個程序必須是要相續
不斷的進行，一旦中斷，身後那位拿著拖把如監香般認真的菩薩，就會站在那裡等你。
為了提高效率， 左右手各拿一張凳子同時放到桌上。顯然這活兒比打坐的難度要高， 因
為每一個動作有沒有不專心，在凳子與桌面接觸的那個當下就有了結論。只有真是由心
恭恭敬敬的把凳子護送上桌時，桌子才會讓凳子靜靜的安住其上，不然稍一個恍神慣性
的操作，桌面就會毫不留情的雷聲大作。不時有法師穿梭進出於齋堂，那一大片的桌子
凳子如果七零八落總是有聲響，那它所傳遞出的訊息是不言而喻的。面對眼前的桌子和
身後的菩薩，我不得不用心的去揣摩，每一次拿起、放下凳子的速度，呼吸和心態。 

 
慢慢的， 一桌子，一桌子， 一排又一排， 最後這成片的齋堂出坡任務就在悄然無聲

息中圓滿了。按耐住心中的喜悅，我安靜且小心翼翼的走向大殿，融入到早已經開始的
午間大休息裡。躺在涼爽潔淨的地板上，透過幽暗而柔和的燈光，望著大殿那高深寬廣
的天花板，我心中暗喜。法師是對的，方法真是需要去揣摩和實證。第一次體會到，如
果不經實證，名相永遠就只是名相，而與我相逢不相識。下午果然沒有再昏沉，可能中
午出坡的後作力過猛，一時間很難剎車的緣故吧，自己還興奮於出坡中的那份專注的感
覺裡。這次我沒有再著急上火啦，相反地清楚那妄念都是有生滅的。 

 
最後一柱香結束後， 法師坐在高高的凳上開示時， 輕鬆且愉快的關懷著大家: 「感

覺還算滿意嗎? 腿有痛、有麻、有坐不住或是腰酸背痛嗎? 」。經過一天的禁語，禪眾終
於可以講話了，於是就迫不及待的分享著他們的法喜和委屈。「如是因，如是果，大家
每天都有在家打坐嗎? 有培養自己的恒常心嗎?」， 法師簡簡單單的幾句就把台下禪眾變
得鴉雀無聲。對法師稍稍有點瞭解的人就會知道， 法師對我們的每一項要求都不是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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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的。法師們為什麼都那麼的酷? 那麼的受到愛戴和尊敬? 那是因為法師們能當自己的
主人，能做到依教奉行，而我們卻總是頑強不屈、持之以恆的走在這條被習性所主導的
生死輪迴大道上，還毫無覺察。 

 
禪修已經過去兩週，心中隱約的開始擔心禪一的法喜是不是屬於瞎貓懈逅死老鼠， 

而並非真正的掌握到方法？經過數次忐忑的測試顯示，好像此貓非彼貓啦。真希望這次
的掃地體驗，就有如學會騎自行車那樣，永遠會了。現在明白為什麼以前古代叢林修
行，都崇尚從粗重的體力活動開始了！難道點、線、面的禪修道理，就是出自於掃地的
基本原理? 那麼下次我要向法師申請一個舂米的活兒來做吧。 

 
         禪一心得                              周全 
 
在我進入大殿坐下甚至不到五分鐘的時候，我不禁感歎智者大師真乃得道高僧！因

為他清楚地明白想要修行止觀法門，絕不是「坐下來、盤腿、閉眼」這麼簡單的一件
事，而是需要很多條件來配合，才有可能真正地修行止觀。智者大師在其著作《修習止
觀坐禪法要》一共十個章節中的第六章節提到「正修行」，論述禪坐的具體方法，也是
他著墨最多描述修行前需要做好的事項。 

 
初讀該書時，產生了一個疑問：有必要提及這麼多的注意事項嗎？我從大殿的眾生

百態中找到了這個問題答案。我感受到了自己前夜休息不佳導致的疲憊，看見了許多雙
昏昏欲睡的眼睛，甚至聽見了某些道友的肚子，因早起而沒吃早餐發出的咕咕聲。 

 
試問，這種精神和身體狀態能修行止觀嗎？所以，那些前提條件全是關鍵。唯有擁

有了「具緣、呵欲、棄蓋、調和、方便行」這五個先決條件之後，才是進入「正修行」
的時候。只有當我們睡眠充足，有了適當的飲食，（至少暫時地）忘掉雜七雜八的欲
望，把各種雜事解決處理好了之後，才可以真正的禪坐修行。如果連準備工作都做不充
分，就想要追求定慧或者入定的境界，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我在此向想學習有效的止觀法門的諸位道友，推薦我提到的該書，也就是著名的

《天臺小止觀》。 
 
諸位切記，智者大師絕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水準和提高入門門檻，才設置了這麼多

先決條件。因為真正的佛法就是高深莫測，知難而退者絕對成就不了無上佛道！ 
 
如智者大師所說「止觀豈非泥洹大果之要門」，如果你想要成就泥洹（即涅槃），

必須得修行止觀，必須得做好付出一切的準備和擁有一顆堅定不移的道心。 
 
總結，我的第一點心得，就是修行前的準備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它們也是幫助我們

進入禪定的有效方法。 
 
我的第二點心得，來自於修行中。我在禪坐中用的方法是數呼吸。我的問題在於總

是數著數著，就從數呼出變成了數吸入。 我深深地明白，這就是我的貪心欲望在作怪！
總是貪多，想去數很多很多而不散亂，總是有所期待。數息數成了數鈔票，學佛學成了
學會計，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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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剛學會禪坐兩個月不到，經常練習，但是我的這一難關，總是過不去。我翻閱
了許多書籍和聽聞了許多大師的開示，終於藉著法鼓山的「禪一」，突破了一些。我在
最後兩柱香時，放棄了數數字，而是全然地感受呼吸。刹那間，發現自己的狀態和節奏
不再迷茫，不再雜亂。 

 
這時，我恍然明白，心理作用和牛頓力學簡直如出一轍！你越是用力，它就越是反

彈。譬如捏拳，你捏得越緊，你就覺得越痛，而當你放開拳頭、卸掉力量的時候，你的
痛楚消失了，你也就「解脫」了。 

 
所以，越想把念頭壓下去，它越要起來！佛陀教我們不妄想，而我們想求得定、想

求靜下來、想求空就是個大妄想。況且，真正的止，絕不是把所有念頭壓下去。 
 
如果人沒有念頭，和草木石頭有何區別？和死人有何區別？學佛不是學草木，學石

頭；成佛更不是成死人。真空妙有，看一切清清楚楚，觀萬物緣起緣滅，卻又不執著於
其中。這才是真正的定力。 

 
           禪悅的人生 
           洛杉磯道場悅眾成長營                                         曉亞 
     

 法鼓山護法總會副總會長許仁壽於 5月 25、 26日兩天，為洛杉磯道場悅眾義工舉
辦「悅眾成長營」，課程內容以「禪悅的人生」為主題，分別從人生三大事：「生活要
快樂」、「生命有意義」、「生死皆自在」三個面向層次，闡述如何將佛法的智慧實際
應用於生活當中、成長自己利益他人的課題  。 

 
 退居方丈果東法師開營勉勵與會學員，要一點一滴去除無明煩惱，隨時回到佛法，

不斷慚愧、懺悔、修行。珍惜當下所結的好緣，學習轉念，以智慧處理問題，以慈悲對
待所有眾生。 

 
 許副總會長於 1993年皈依聖嚴師父，他認為今生能夠學佛是很難得的機緣，機率的

微渺如佛經所言「盲龜穿孔」，鼓勵大家要珍惜如此善緣，努力修行。「有很多人把佛
法當一件事，工作當一件事，修行當一件事，如果不能結合佛法與生活，方向會有偏
差，盲目跟隨生命河流往下走，陷入輪迴之中。」 

 
 課程一開始，許副總會長破題：「如何衡量你的一生？」以哈佛大學教授克雷頓‧

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曾於課堂上向學生提出三個問題：如何樂在工作？如
何才能擁有圓滿人生？做選擇時如何秉持誠正原則(正直的人生觀)？對於這些問題的答
案，大部分人都是模糊懵懂的，如果能把時間軸往前拉，不要等到退休，從當下開始檢
視自己，將所修學的佛法落實在工作、生活上，每天不斷薰習，往那個方向走，抱持主
動積極、實事求是的正向態度，自然能活得快樂、過得有意義。  

  
「我在六十歲時決定做兩件事，做為送給自己一甲子的禮物。一個是「打坐」，一

個是觀「人生三大事。」許副總會長開始「一日不坐，一日不食」，他開玩笑：「許仁
壽恐嚇許仁壽，不打坐就不給飯吃。」藉由每日的打坐鍊心，慢慢學習做心的主人，
「鍊心比練腿功夫更重要！」他鼓勵學員：「從今天開始送自己一個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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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人生三大事：生活要快樂、生命有意義，生死皆自在。如何能做到，要誠實
地問自己：這一生結束後想去哪裡？要如何做？就像衛星導航系統需先設定前往的目
標，才能決定路線、往哪個方向走。「佛經是佛陀留給眾生的處方籤，要觀照自己是生
什麼種病，才能對症下藥。及早學習生命這堂課，才能有改變的機會。」，「了生死，
生命就有意義，生活就會快樂。」 

 
 「生活要快樂」的部分，一般世間的快樂不外是：1.設定目標、達成後的快樂；2.家

人朋友相聚精神愉悅的快樂；3.做公益助人自我滿足的快樂。然而帶來這些快樂的人事物
皆是外境，外境為因緣所生，是無常、無我，當因緣轉變後，快樂的因子便消失，「自
己是做不了主的」，如果不能如實接受因緣的變化無常，而想要控制、擁有，這便是生
活不快樂的原因。「學習面對世間現象，漸漸放下，不斷練習，明瞭快樂所建築的事物
是因緣所生，如果永遠在攀外境的緣，是不會快樂的。」，「我們要認清誰是主，誰是
客。不要為記憶、外境所主宰影響，跟隨習性流轉。」 

 
許副總會長提出這些問題的調處，包括：1.四聖諦 2.心五四 3.三無漏學 4.萬般皆是

業，半點不由人。 
 
其中「持戒」即是開始鍊心，明瞭許多事情是自己做不了主的，要把握當下因緣，

盡心盡力即好。「如實面對外在依報環境乃因緣所生，如果快樂依賴在這些變幻無常的
外境，那麼人生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快樂的，一半是彩色，另一半是黑白。」 

 
「生命有意義」的部分，許副總會長說藉由工作來修行，他舉例 2003至 2006這三

年擔任中華郵政董事長職位，受到非專業、空降的質疑，他運用師父的教法，抱持廣種
福田的心態，用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的四攝法同理傾聽大家的問題，共同尋求解決
方法。當時中華郵政有兩萬六千名員工，以一家四口的規模計算便有十萬個人，「如果
我能有這個因緣，運用信仰的佛法，將影響十萬個人的企業經營好，等於安頓十萬個人
的家庭，這何嘗不是廣種福田的一種方式。」用這種轉念的態度、寓修行於工作，讓他
在短短三年時間將原先的質疑化為認同。這種種的挑戰都是觀照、學習的機會，讓我們
能夠產生智慧來做轉變。 

 
師父開示生命的意義是「受報」與「還願」，依據個人因果來受報，藉境鍊心，增

長智慧與慈悲，用佛法感化自己，以身語意感動他人。唯有提昇自己的品質，身體力行
佛陀教誨，才能影響別人，進而建設人間淨土。「禍福由因，改變在緣」，藉由戒定慧
修學，廣結善緣，用方法改變緣的部分，讓它不會形成不好的果。不論現前的是順境或
逆境，將其視為修行的契機、逆增上緣，一心往回家的路走。所有的功德、福德皆不重
要，執著功德將會增長傲慢心，不僅對修行沒有益處反而生起更大的煩惱心。「來法鼓
山親近道場，是幫助你修這期生命的學分，要感恩有這個道場，有鍊心的機會，加緊用
功，不要等到退休以後才開始，這樣你不會知道問題究竟在哪裡，或要從何處用功。」   

 
「生死皆自在」部分，許副總會長談論了佛教的生死觀及隨願往生。 
 
佛教生死觀為三世因果、輪迴，隨重、隨習、隨念、隨願往生。關懷臨終者時，鼓

勵其提起善念，放下罣礙之事，回想一生之中做了哪些善事，留下甚麼美好回憶。縱使
無法隨願往生，至少能做到隨念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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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願往生包含：乘願再來及往生西方淨土世界。許副總會長推薦學員閱讀《聖嚴法
師教淨土法門》及《生死 50問》兩本書。修行的基本功課是立足於五戒十善，修解脫 
道，行菩薩道。我們需要不斷學習為人處世道理，即立足於五戒十善，解行並重，教觀
並重。聖嚴師父的《三十七道品講記》是他推薦的另一本書，三十七道品共分七個階
段：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以及八正道，闡述的都是佛法
的基礎修行方法，是修行著手處，若能依此三十七法循序修習有成，即可淡化煩惱，獲
得解脫。「教理要懂才能生活有快樂，生命有意義。」「讓自己減少煩惱是修解脫道；
讓他人減少煩惱是修菩薩道。」  
   
課程中也介紹了《阿彌陀經》的往生條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持名念佛；《無量

壽經》的往生條件：發心出家為沙門、發無上菩提心、修一切功德、一心專念阿彌陀
佛；《觀無量壽經》的往生條件：三種福業及九品蓮花。此外，發願往生西方淨土世界
必需有恭敬心及至誠懇切的心，最重要的是：信、願、行。要以百分之百的信心，相信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我們，平日以虔誠恭敬的心觀想、觀像念佛，深植八識田中，修
清淨心，與諸佛磁場相應，自然在人生最後時刻能夠與佛感應隨願往生，無論是乘願再
來或是往生佛國淨土。 

 
道理知道以後，該如何做到？關鍵是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努力修行，理觀與事修並

重。懂得教理之後，便要依循方法（如禪修、觀音法門）一點一滴踏實精進學習。並且
以終為始，把終點做為目標，反思今天的我應該如何達成目標？如何前進？目標確立後
即義無反顧全力以赴。 

 
在Ｑ＆Ａ時間，有學員問道佛法如何看待財務投資，許副總會長回答正當投資是 ok

的，但投資存在不確定性，需做好危機管理。三十餘年證券金融職業生涯，他從未開戶
交易股票，並非害怕虧損，而是利益迴避。把自己框住，這是一種紀律，如同修戒，對
於修行也有助益。 

 
許副總會長以風趣幽默的方式、淺顯易懂的講述，讓悅眾學員經過兩天的課程，明

白生活要快樂、生命有意義、生死皆自在皆要從當下做起，親近善知識。具足往生淨土
的資糧，必需立足人天善法，修解脫道，行菩薩道，將佛法的智慧融入生活當中，減
輕、淡化自己與他人的煩惱。「兩天的課程內容大部分我都希望自己能做到，不管是已
經做的或是將來會做的。」他也以此勉勵大家， 把握今生殊勝學佛因緣，精進用功修
學，設定目標之後，堅定往前邁進。 

 
剛從外地參加孩子畢業典禮回來的 Sarah師姐， 聽了許副總會長的分享，覺得這次

講座也適合給所有剛畢業的學生，特別是談到「生活要快樂」跟「生命有意義」這兩部
分。有義工菩薩說這次的講座非常接地氣，許副總會長不是來探討佛法的深奧經論， 而
是以最簡單的語言文字告訴我們，觀察生活中的因果循環而不再種下另一個惡因，就是
佛法智慧的產生。佛法是活用在生活裡， 修學佛法是用來改變自己、提昇自己， 而不是
用來說教改變別人。深受許副總會長誠懇謙虛的將佛法一步一腳印落實在生活中所感
動， 相信經過這兩天的課程，我們能漸漸學習監院果見法師期許義工的「轉變、轉型、
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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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悅眾成長營，許副總會長也於 5月 24日(星期五)晚上進行《紅塵好修行》公開
演講，吸引了許多信眾前來聆聽。他以在金融界服務的經歷，分享如何運用佛法做到理
財不理債，將禪修與實務工作融合，學習如何在紅塵中依舊保有一顆清淨心，以內化的 
宗教信仰帶給自己與他人福慧盈滿的禪悅人生。 

 
許副總會長曾任台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富邦綜合證券董事長、法鼓山法行會會 

長，並曾於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研究所學程任教，人生歷練豐富，修學佛法多
年，從生活中體會醞釀出來的智慧與慈悲，讓他於授課中能以更貼近聽者的心與立場，
化繁為簡，次第分明傳達實用的佛陀教誨。如能依教奉行，以佛法感化自己，以身語意
感動他人，便能生活有快樂、生命有意義、生死皆自在。 
 

 
   
 

     5月 24日 許仁壽菩薩在道場第一場演講的內容片段摘要       鄭靜                   
 
- 要改變自己的習慣性 
不是每天一定要這樣子: 早餐、中餐、晚餐 . . .明天繼續重複這樣這樣的過日子。 如果日子
是這樣過的話， 坦白說那天等我們的坑是什麼樣的，老早就挖好啦，只是等你跳下去而
已。 基本上就是不想去跳那個坑， 但因為你順著那個軌道下去，註定就是那個坑。 我們
好不容易探頭看，知道那是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反轉，那你就必須先有願景，再來想
想怎麼去做， 我們拿出一輩子在異國他鄉打拼的精神，那你就有機會 好好往這條路走。 
這個思維真的很重要。 
 
 - To be, How to do, to have: 
 問問自己這一生結束了， 你要去哪裡？ 你先要有願景，再去思考要怎麼做以及有些什麼
資源。 想好願景，才最能夠朝改變我們習慣性的方向進展。 
 
 - 我們傳統在工作上的思維則是: 
老闆給幾個人(To have 的資源), 然後去做 ( To do ), 再然後 To be 來什麼就逆來順受。 如果
你生命也是這樣子的， 那你下輩子是怎麼樣， 劇本早已經寫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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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慚愧，懺悔。 
 如果你從來不懂得跟相處的人說感恩感謝，也從來不能夠拉下臉跟最親密的家人說抱歉，
我真的做錯了等等 . . . 如果是這個樣子還想要進一步的學習，那你是在給自己不斷的建起
更高障礙的牆。 
 
 - 學佛是要改變自己，感化他人，而不是整天張嘴就跟別人用佛說什麼什麼，師父說什麼
什麼來教育別人。 
 
 - 我們必須要培養自己有看清事情真相的本事，在你去做決策以前。 
 
當晚菩薩的演講內容十分浩瀚，由於個人能力有限實在沒法完全截取，只能說說其中一個
在講到體驗去我執重要性時舉的有趣例子: 
 
在公園裡，當你遠遠的看到兩個玩耍的孩子產生不愉快甚至有衝突時，您一定會以一種很
平靜客觀公正甚至是觀賞的心態在看而已，並知道這一是件很正常的生滅現象。 
 
 可是如果其中一個小孩是你家的孫子，請問您還能保持同樣的心態嗎？ 不會的，肯定錯都
是別人而不是你家孫子，並會全身心的投入專注，完全不可能有旁觀者的冷靜。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透過第三件事(這裡是指盡可能減少我執)，不斷訓練我們的心，你才有
觀照事情真相的能力。維持一顆冷靜的心， 維持一個比較好的價值觀⋯⋯ 你才能有一個正
確的觀點指導你的行為。 

  

           紅麈好修行                                                林博文     
 
最近加州 LA道場邀請，現任法鼓山護法總會副總會長許仁壽師兄，擧行「紅麈好修

行」公開演講及主持兩天的「悅眾成長營」。 
 
其實這是許師兄第二次蒞臨 LA分會。因為 2001年師父最後一次到 LA時，碰巧在當時

師父住的 DoubleTree Hotel遇到過他，當時也曾邀他到共修處與大家見面 、講話。 沒想到
將近 18年後才有機會再相見。 

 
這次的演講相當 unique ，是一場很難會遇到的「個人學佛心得分享」。最不尋常的

是，當時他好像只是證券公司的主管， 過幾年卻擔任中華郵政的董事長，然後是臺灣證券
交易所總經理，富邦證券董事長等職位，五年前、60歲退休，現在卻是法鼓山的護法總會
副總會長。 

 
最難得的是，他非常的謙虛，一點架子都沒有，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刮颱風的半夜，他

自己開車去參加助念。除了沒有架子之外，其對佛教的虔誠心，更是令人欽佩。難怪這兩
天半，前來參加的人，都聽得那麼專心。 

 

以下是其演講內容之重點，根據我的體會，轉述如下。 
 

 佛教認為世間所有存在，沒有一樣是自生自滅、永遠固定不變的，有因就有果，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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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由無計其數的緣（條件）在影響其變化。因緣法及無常，加上個人無法做主，稱為無
我，合起來稱之為「空」。 

 

這次的演講中，他不斷擧例說明佛教的中心思想，因果及因緣法對修行的重要。在日
常生活裡，要時時注意的是，由以前造的業為因，而形成現在的果報時，不要讓目前的果
報造就新的惡因，譬如聽到不想聽的話，便馬上反口去激怒對方。學佛的目的就是，認識 

 

正確的觀念，改變原有的習氣，不再讓它重複出現，稱為「斷輪廻」。 
 

在這過程中，他再三强調禪修的重要。 經由打好禪修的基礎，才有能力面對境界時，
看清楚自己的念頭，而在必要時及時轉念。甚至，發願要往生淨土，也需要依靠禪修，才
能做到「一念清淨、一念佛」，而提昇蓮品。 

 
         紅塵好修行，課後小記              張淑貞 
 
       「紅塵」，繁華熱鬧之地，世俗紛擾的生活，名利追逐的競爭 ….. 在在環繞著你我，
如何在此「紅塵」之處喚醒人的自在本性，應是大家渴望的生活指南。 
許仁壽菩薩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從工作、家庭、人格、價值觀、許好願 ….. 等各面向清楚
明白的說明了可依循的準則，並依此原則運用在日常生活、不同的年齡層、人生各階段，
如實穩健的修正自己的行為，確實讓我清楚明白地學習到了一些東西。 
 

1. 快樂工作：廣結善緣、自我滿足；學習「四攝」、「四它」。  
2. 擁抱家庭、熱愛家人：用佛法感化自己，感恩、感謝、感動家人朋友。  
3. 正直的人格：培養守法、誠信、思無邪，清廉自律不貪求。  
4. 正確價值觀：培養正念、正行、正思維，修心、修慈、修智慧。  
5. 自我肯定、自我提昇、自我消融：設立目標廣種福田，修習六度服務他人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恰逢佛誕紀念月期間，再一次接受如此的薰陶也是殊勝福緣，感恩許菩薩的引導與教
誨。近日有緣同時聽聞「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整理了幾句短語提醒自己，似乎也
能呼應許菩薩的部分課程，願與菩薩們分享： 
 
想要快樂就要有慈心     
體察他人不受苦而有悲心 
內在喜悅源於正向思維、滿足感、感恩  
認識苦樂、接受苦樂，平等看待而能捨 
接受一切真實事，保持平衡破我執 
阿彌陀佛！ 

 
                             悅眾成長營心得                                    卓憲欣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悅眾成長營，果見法師很用心，請來許仁壽菩薩來幫大家上課，

兩天下來大家在心靈上都成長好多!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許仁壽菩薩提到哈佛商學院的一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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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每個學期末都會問同學「如何衡量你的一生」，你能不能在你的工作中覺得快樂，你能
不能有很好的家庭生活，並確保那是你重要快樂的來源，你 能不能過一個正直而不會去坐
牢的人生?  接下來，他提到要樂在工作，如果你不樂在你現在的工作，那應該想一想是什
麼環節出錯了，如果是技術面，例如: 技能不夠，那可以考慮繼續進修。或在不夠創新的環
境工作，那你可以轉個念，創造個創新的環境，例如: 改善現有作業模式或提出創新的點
子。他更闡述了「因、緣、果」 的關係，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現象，可能是好幾輩子前造
的「因」而產生的「果」。 雖然這些「果」已經無法改變，但「緣」是可以改變的，那未

來的「果」 也有可能會被改變。這些例子緊緊扣住生活，對於年輕學子們來說更是很受用
的觀念。 

 
        他提出「以終為始 」的概念，你想要有什麼樣的結果或終點，以那為終點去規劃今
日，如何做才能到達那終點。這觀念不只可以用在工作、商場上，更可以用在我們日常的
修行裡。如果我們想要最終往生西方極樂淨土，那我們在有生之年應該就要好好的努力修
行。套句許仁壽菩薩引用聖嚴師父的話「立足五戒十善，修解脫道，行菩薩道」，如果我

們的心中都有這樣的觀念，時時把它跟生活及生命結合，相信在往生時，你必定有此信心
可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再來，許仁壽菩薩強調持戒的重要性， 守戒律， 練習慈悲觀，練習做自己的主人。他
以吃一周素食為例，當你決定要吃素食時，常常會有很多考驗來臨，例如: 家人的疑慮、朋
友的不解及誘惑等等，都可能讓你吃一周素食的計畫破功。因此，訓練學習戒律，練習自
己的心，在眾多的外緣下，還可以做自己的主人。這一點我再贊同不過了，每當我跟別人
說我吃素，當下大家會停頓一下，雖然現在 Vegetarian / Vegan的人數已比以往多很多，但
畢竟還是比較少數的一群，大家會覺得吃肉是種享受。但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的事，光想到
牠們被殺的情景，一點慾望都沒有了。雖然有時會被別人覺得是異類，但我覺得這樣我過
得比較自在。 
 
        這兩天的課程實在是太豐富了! 好感恩法師們及許菩薩的願心，讓 LA的菩薩能如此精
進用功，悅眾成長營圓滿結束! 

 
      許仁壽菩薩演講心得                                       盧孝澤 

 
將許菩薩所傳達的訊息，印證在本人的生活經歷。 

 

經歷一： 
年初的時候有人來家裡推銷光纖網路。因原本的 Cable網路速度慢又不穩，所以馬上答

應轉過去。他又說現在有個 promotion如果手機電話轉過去，每支電話可以拿到 $250 的回
饋。一聽到有這麽好的事，貪念就起來了。馬上就開始想，如果轉三支可以換支全新的手
機或可以...... 

 
我當下就轉了。但兩個月過去，什麼都沒收到。打去投訴， 電話公司說，這是我們跟

推銷員之間的事，要直接跟他連絡。經過兩次聯絡無效，對方便拒接電話，之後就忘了此
事。但每每看到那張廣告上的名字和電話，就有一肚子的怒氣，滿腦子投訴的念頭，而且
還每一、兩個星期就會發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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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聽了許老師說，因、緣、果報的關係。如果每次都採取同樣的，不好的行動，
那就會在不好的因、緣、果報中循環。要跳出惡的循環，可以選擇其他好的方式回應。所
以回到家決定把那張廣告給扔了。選擇原諒對方，也放了我自己。 

  
經歷二： 
有師姊問了許老師說，怎麼用佛法來看投資股票這件事。 
老師回應：「如果你很厲害，每次都是賣在高點，那在你高興賺錢的時候，就是有人

難過賠錢的時刻。那最好的賣點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你能賺到一個合理的利潤，別人也可
以賺到一些的那個點比較理想。」 

  
許老師的這番話，讓我想到大哥的一位朋友所講的親身經歷： 
  
他有次談筆生意，怎麼談都談不下來。後來找了朋友來幫忙。他這位有錢朋友是地方

上的大善人。有人請他幫忙，只要合乎情理，他一定幫。甚至有人有困難，不好意思說出
口，他也會私底下想辦法幫忙。 

  
有天大哥的朋友開車載著他的朋友一同去談這筆生意。來到了一個鄉下地方。要經過

一座單行道的橋。橋對面剛好也有一台車遠遠開過來。我大哥的朋友看自己的車離橋比較
近，正準備加速上橋通過的時候，他的朋友說了一句「留路給別人走」(用台語講非常貼
切)，於是他就耐心的讓對方先通過。 

  
後來他再去談這筆生意的時候，竟然很順利的就成了。納悶的是，他的朋友並沒提及

是什麼促成的。 
  
有一次與對方碰面的時候，好奇之下，我大哥的朋友就問對方，為什麼刁難了很久，

但上次見面時卻一口答應了。對方說：「你記不記得上次你來的時候，讓了一部車先過
橋？」 

  
我大哥的朋友回說：「有啊！後面還坐了一位老太太。」 
  
對方說：「那位老太太是我的阿母，她請司機打電話回來說，等一下來談生意的兩個

人，如果是開什麼樣的車，什麼顏色的車來，這筆生意可以做。我的阿母還說，你讓她的
車先過，還會微笑打招呼，表示你是懂禮讓、重人情的人，所以可以交個朋友。」 

  
以上兩個經歷，也讓我聯想到我跟某位同事的關係。上輩子不知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

事，這位同事常常找我麻煩，扯我後腿。而我的個性又是以牙還牙，湧泉以報。所以每天
做事都要算計著如何保護好自己，同時又可以抓到對方的把柄。如此過了好幾年戰戰兢兢
的日子。 

  
聽了許菩薩說明的因、緣、果報的惡循環，又想到師父講《金剛經》時的開示：諸位

聽完之後，回去要信受奉行，也要為他人說，至少要常說「凡所有相，皆屬虛妄」；發生
任何困難，面對任何問題的時候，告訴自己：「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
相」，那還有什麼好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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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Hsu Ren Shou’s Volunteer Training               James Hong 
 
On Saturday and Sunday, May 25th and 26th, I was fortunate to attend Mr. Hsu Ren Shou’s 

volunteer training at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Mr. Hsu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Fellowship. He also held position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Taiwanese Post Office and CEO of the Taiwanese Stock Exchange. 

 

I admired Mr. Hsu’s bodhisattva dedication to service and; his warm and dignified 
humility.   The central themes in Mr. Hsu’s training included: integrating your dharma practice into 
work life; finding peace and contentment through service and from within (not from external factors); 
receiving karmic retribution and fulfilling our vows in our lifetime; and preparing for death and the 
possible states there after. 

 
As a Dharma Drum Mountain volunteer, Mr. Hsu provided solace and guidance to people in 

hospice care.  In accordance with right action and speech, he advised retreatants who volunteered in 
this capacity to emphasize the harmonious, beneficial contributions that the person in hospice has 
made to the world. 

 
Mr. Hsu Ren Shou also encouraged retreatants to act based on Buddhist principles. He shared 

how he applied this in his own career.  He was recruited from the finance industry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the Chunghwa Post Co., Ltd.  It was a difficult start for him. The position was usually 
filled from within the post office and the strong union was initially hostile towards him.  Also, he 
was now responsible for 26,000 employees. To help guide his actions, he followed Shifu Sheng 
Yen’s principle of uplifting the character of humanity and build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He 
encouraged all his subordinates to communicate openly with him. His office door was always open 
to them.  He strove to create a more harmonious working atmosphere so that not only his 26,000 
employees benefited but also the numerous families of these employees would also benefit from a 
healthy working environment. When he finally resigned to take on the role of CEO of the Taiwanese 
Stock Exchange, the post office union deeply regretted the loss of their president. 

 
Both Mr. Hsu and former Abbot President Venerable Guo Dong (who gave dharma talks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retreat), respective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wholeheartedly 
engaging in difficult work and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be an effective volunteer and bodhisattva in 
training.  These comments had a synchronistic resonance for me. I had recently read Stephen 
Covey’s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a classic personal development book) 
where he quotes E.M. Gray, “The successful person has the habit of doing the things failures don’t 
like to do.” It was a blessing to have received Mr. Hsu Ren Shou, Venerable Guo Dong, and the Los 
Angeles resident nun’s teachings and support all in the same weekend.  As if this wasn’t enough, the 
delicious catered lunches and volunteer baked goods further provided sustenance to us retreatants! 

                                     
     週四共修心得                                         Alison Liu 

To法鼓山,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a place for my mother to basically call her second home. From this 
Thursday meditation session, I was able to gain a lot of insight on what 法鼓山 teaches and how a 
lot of your life decisions depend on your mindset and perseverance. I learned that although events 
may turn out with consequenc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Aside 
from the discussion portion, this session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first times I’ve ever felt so 
comfortable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 am rather unfamiliar with. Starting with the series of 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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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Moving Meditation, I was really able to feel comfortable and allow myself to fully engage in 
the activity. The movements were able to loosen up my body, making it easier to achieve a 
peaceful state of mind when meditating. Although meditating for two sections of thirty minutes is  
definitely hard to achieve,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I was able to clear my mind and focus on my 
breathing and energy for the first thirty minutes.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is opportunity.  
I hope one day I can achieve a peaceful mind. 

 
To Mom Jessica, 

 
Every week, you go to 法鼓山 and you always come home with some new insight and a 

profound analysis of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day society. Going with you to meditation this week  
really made me understand why you go there and why are you always willing to help them. It was 
very coincidental that the discussion topic that day was something we always talk about. It was 
definitely bizarre to hear something you’ve told me since I was young to come out of someone 
else’s mouth last week. I’ve learned accept whatever has happened and improve from past 
mistakes, rather than dwell on them and deny the actions of fate. Thank you for always sharing 
what you’ve learned with me, I hope I can continue to learn from you and 法鼓山. 

  

 English Meditation & Discussion Outdoor Gathering       Brian Lee 
 
On May 18, 2019, the EMD group held an outdoor gathering at Griffith Park in Los Angeles. 

Our group assembled at a parking lot just past The Trails Cafe at 9:30 am.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Chang-Ju Fashi, Chang-Yi Fashi, James, Henry, Gary, Keith, Tif, Cathleen, Samuel and myself.  

 

James led us through the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and then Chang-Yi Fashi gave us a 
brief explanation on how to walk during the silent hike. Fashi said that each step that we take is the 
first step and to focus on each step. Also, that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other hikers on 
the trail and of all the sounds that were around us, such as birds singing, people talking and sounds 
coming from the city but that we need not focus too much on any of these sounds or pay any undue 
attention to them.  

 

The first portion of the hike was a bit steep and when we came to a road, we could see that the 
road led to the Griffith Observatory. After a few minutes of rest, we continued on the trail as it 
continued to climb. Eventually, we came to another area from which we had excellent views of the 
city and of the Hollywood Sign.  

 

Continuing upwards, we hiked until we came to Dante’s View, where it was decided that we 
would continue to go to the summit of Mt. Hollywood and then come back down on the trail to 
Dante’s View and there do a brief session of sitting meditation. About 20 minutes later, we reached 
the summit of Mt. Hollywood which has an elevation of 1,625 feet. From this vantage point, we had 
a great view of the city in all directions. At this point, we took a respite from our silent hike, and 
Keith and James pointed out several topographical features to the north such as the San Gabriel 
Mountains and the Verdugo Mountains.  

 
We then descended back down to Dante’s View where we did a 15 minute session of sitting 

meditation. We each picked out a spot near a tree or a bush and did our meditation. During our 
session, we could hear other hikers approaching and walking by us. Interestingly, we could hear 
them talking with one another as they approached but as they passed by they fell silent as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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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ng our presence along the trail. After 15 minutes Fashi clapped her hands and we came out of 
our sitting.  

 
Afterwards we descended back the way we came and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From there we 

went to have our lunch at the Souplantation in Atwater Village where we ate rather heartily and had 
a good discussion on a variety of topics.  

 
This was a great experience as this hike was my first visit ever to Griffith Park. Negotiating a 

steep trail while practicing mindful walking was a challenge as well as a very beneficial learning 
experience.  

 
Our group was fortunate to include experienced hikers such as James, Keith, Henry and Gary, 

and that James, Keith and Henry had previously hiked in Griffith Park and their familiarity with the 
trails was a great asset.  

 
Thanks to EMD group for organizing our outing, and to James and Henry for coordinating the 

activity. Thanks to Tif for driving Chang-Ju Fashi and Chang-Yi Fashi.  

 
“Death is neither a celebration, nor a tragedy; it is a serious 

Buddhist ceremony.”                                                                     Yan Xin 
 
Flash back to September 2009, almost 10 years ago, I was facing the first big challenge after I 

embarked my journey of studying aboard in U.S. Soon upon arrival at the school, I learned that I 
was declined for a field placement at a local Elementary school. Forgive me for not being able to 
dive into the reasons of why and how it happened. But I did remember vividly how I felt like when 
I found out about my alternative field placement. Rather than the word “disbelief”, I think 
“anxiety” is more fitting in describing how I truly felt inside when I realized I was placed as a 
Hospice Social Work Intern.  

 
Coming from a relatively closed local culture in China, death has always seemed to be a 

taboo subject. In my memory, people avoid talking about death, as if mentioning the word “death” 
alone may jinx one’s fate. At that time, I have only been living in U.S. for one month. With no 
spiritual belief of any kind, nor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terminally ill patients, I began my 
humble journey of learning. I didn’t know where to begin. But soon enough I found out, that one 
can hardly avoid the discussion of spirituality or existential distress when death comes close.  

 
In spite the absence of spirituality, or better yet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while growing up, I somehow always believed in causality and karma. It is only after I’ve 
studied more about Buddhism, I came into the realization that may be it was from that time, I 
started to tap into the karma of my previous life. Master Sheng Yen has mentioned in his 
autobiography. “When one has done spiritual practice in a previous life, you could say that a seed 
has been planted. In this life,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the seed sprouts”. It is also through the 
learning and acceptance of causality and karma, one can then truly gain the wisdom of life. My 
own inquiry and question of spirituality began to sprout at that time.  

 
        I pondered on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n in one’s life, especially its irreplaceable meaning to 
patients who have only 6 months or less life expectancy. I studie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 death 
and dying. Yet, due to the absence of my own spirituality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focus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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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practice,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fully grasp on the role of spiritualit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hospice care, which generally include planning for end of life car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care, 
help at home, inpatient care and bereavement support. Years later after I graduated from my 
master’s program, I had another opportunity to work for a hospice care agency for 2 years. It was 
during that time, through numerous patient and family contacts, I come into acceptance of the 
peace and comfort spirituality can bring to someone who has lost faith or hope of life, and to the 
families who suffer greatly dur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dying process.  

 
With this seed secretly planted in my heart, I came to the 3/30 & 31 two day Training 

Program held by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Much to my surprise, a complete 
DDM Buddhist end-of-life care program include seven different stages, which are Buddhist  
consult and education, Care of the dying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deathbed chanting, bereavement 
support, Buddhist offering, funeral recitation ceremony and follow up spiritual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prehensive end-of-life care program intend to address fear and uncertainty 
of those who are dying, remove barrier to enter the Pure Land of those who had already departed 
and provide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It is 
completed through Buddhist chanting, recitation, Buddhist funeral ceremony, as well as Buddhism 
centered spiritual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Much of the work mentioned are done by Chanting Supporting Group (助念組) that is totally 

voluntary and self-organized, while some portion of the service can be lead by the monastics. It is 
beneficial for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chanting and recitation for the dying, as in the concept of 
“Benefit others and you benefit yourself.” One can accumulate good karma, while simultaneously 
reduce bad karma by practic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for others. Yet Ven. Chang Xue (常學法
師), presenter of the course reminded audience the correct attitude when participating in DDM 
Buddhist end-of-life care program: (1) One shall give selflessly. As a devoted Buddhist, one shall 
relieve the suffering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regardless of closeness of relationship, economic or 
social status; (2) One shall cultivate Bodhicitta and keep Bodhicitta motivation long las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chanting group is not only a respectful act towards self, family of the deceased, 
it is more so a respectful act towards the sanctity of the Pure Land.  

 
Before and after a death, chanting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is the primary key to 

helping the deceased to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During the course, Ven Chang Xue 
explained in detail how to engage properly throughout the seven stages of services, showed 
audience the correct standing position for deathbed chanting as well the order and etiquette of 
arriving and leaving during funeral recitation ceremony,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proper way to use 
Buddhist ritual instru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appropriate tune and pace of deathbed chants. Often, 
the Chanting Supporting Group will take turns in offering deathbed chanting for 8 hours, some 
may even last for 12 hours. Family members are encouraged to be participated of the chanting and 
recitation process as well. Through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Buddhist chants and vows during 
funeral ceremony, participants help the dying in completing the one last most important act of 
living, which is dying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As Master Sheng Yen said “death is neither a 
celebration, nor a tragedy, it is a serious Buddhist ceremony.” Through the video teach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death and dying process guided by Master Sheng Yen, many participants of the 
course, including me, found out death is not something to be fearful or frightened of. By being 
present for the deceased, it can remind us the uncertainty of life, as death itself is unavoidable and 
unpredictable after all. We shall cherish each living moment and live our life to the fullest. May 
the seed from this DDM Buddhist end-of-life care course continue to grow and nourish the mind 
of those who participated, like how it had with me. Amitabha. Nam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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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End-of-Life Caring Class at DDM LA Center   Janice Lee                           

 
This was my second opportunity to attend a class about how to face the last moments of life 

from a Buddhist perspective. This class focused mostly on how to help and support the person 
facing this moment have a more peaceful transition. It also helped me to deeper understand what 
the affected family members might be feeling and cultivate more compassion for them.  

 
Having lived in the U.S. from a very young age, I haven't had much exposure to this subject. 

My experience here seems to be that the idea of death is not often mentioned or discussed. Part of  
this has to do with how easy it is to isolate and separate yourself from this reality. Because 
population density is less than in Taiwan and families are more spread out, it is rarer to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is in daily life. I appreciate the openness to this topic and time spent discussing this 
natural phenomenon.  

       
For me personally, it helped to reinforce what kind of mindset and attitude we should 

maintain while attending to the deceased in the first 8 hours following the death. We also spent 
some time in class practicing chanting and the leading hand-chime (引磬） and the wooden fish 
(Buddhist instruments). It was a great chance for many of us to understand how to hold and strike 
the instrument. For many of the participants,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to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se 
instruments. Of most importance is maintaining the proper pace and mindset while in the midst of 
sending this person to the Pure Land.  

 
I feel that these classes are invaluable because we never know when it will be time will come 

to face this challenge. We need these times to practice so we are more clear-headed and calm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thers.  

 
I believe that the exposure we get to this subject also helps to show u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onstantly deepen our own daily practices. These classes are also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flect 
on our own lives and question whether we are really ready to face this last moment in our lives.  

 
In conclusion, I am very grateful that we had such an amazing Fashi come from Taiwan to 

bring us this class. Both classes I have attended leave a lasting impression in my mind. I hope we 
have more chances to approach this subject from a Buddhist perspective.  

      

         One Day Meditation                        Brian Lee 

 
On May 19, 2019, I participated in the One Day Meditation Retreat. I have some experience with 

half-day meditation retreats at another sangha group, but I had never undertaken a one day retreat and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opportunity for learning and for improving my practice.  

 
We began with the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which served to relax our body and helped in 

increasing our bodily awareness. In the morning sitting sessions I did experience some drowsiness and 
lost my focus several times, and this gave me a bit of anxiety for the afternoon sessions. I found that 
the stretching exercises done while sitting were very helpful in stretching the spine, hips and thighs.  

 
Before the lunch, Chang Yi Fashi gave us instructions on mindful eating, to focus on being aware 

of taste and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 and texture of food as we chewed. After lunch, we had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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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ed chores for cleaning which gave u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on focusing our attention 
to the task at hand.  

 
After we assembled again, we had a session of relaxation time where we lay on the floor and 

calmed our minds and relaxed our bodies.  
 
The afternoon sitting sessions were better for me as I found that I was able to focus on my breath 

for longer periods of time, although wandering thoughts did appear randomly but went away rather 
quickly. We also did more yoga exercises, this time while standing which enabled us to stretch our 
chests and backs and to improve our focus.  

 
Chang Yi Fashi gave us excellent in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day, and Chang Ju Fashi did a 

wonderful job translating. Thanks to Gary for leading us through the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and the yoga as well as coming to me every now and then to remind me to put on my headphones for 
the translation. Both Gary and Shuliang did a great job as the timekeepers. 

  
For a few days after the retreat I found myself to be a little calmer overall and to be less 

emotionally reactive to stressful situations. I am now looking forward to not only the English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sessions at DDM but also to another one-day retreat and an upcoming 
three-day retreat. 
 
 
 
2019年 7、8月活動預告    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增福增慧--金剛經的生
活」佛典講座 
 

8/3 (六)    1:30am - 3:30pm    

常俱法師主講 

地點: 9 Truman, Irvine, 2 F Auditorium 

 

法鼓山橙縣聯絡處
主辦 

無需事先報名, 座位
有限, 請準時入場 

 

報恩孝親地藏法會 

慈悲三昧水懺 
 

8/10 (六)   9:30am - 4:30pm 

8/11 (日)   9:30am - 5:30pm 

 

請先上網報名 

週日講經《華嚴經》 7/7,14,21,28;   8/4, 18, 25    

10:00am~12:00pm 

/果見法師主講 

免報名，歡迎隨時
到場聆聽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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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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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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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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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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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