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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心安理得就是成功 

在一般人的觀念裡，所謂成功，就是要有大事業、大名
望，而且還要地位高、財產多，有許多群眾簇擁著他。這種
人，大家才認為他是成功的人。 

其實，想要獲得這樣的成功，說難很難，說容易也很容
易，表面上看起來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做到，但又好像人人都有
機會。以我為例子，我能在無線電視頻道上為大家說法，好像
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就認為我是成功的；可是，這並不表示
其他人做不到。而且這就算是成功嗎？恐怕值得深思。 

到底成功的定義是什麼呢？孔子以「立德、立功、立言」
作為成功的準則。所謂「立言」就是能提出有道理的見解，讓
大家有所依循，並獲得正面的效果。其實要想做到立言，也不
容易。他必須有思想，還要有所創、有所立，而非僅僅做個傳
聲筒而已。 

「立德」的「德」是道德、德行的意思。無論是心性、品
性，或是待人接物、處事態度，只要能對大眾有利，對社會人
群有利的，就是立德。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
子立德是樹立一種風氣、典範來影響別人，從影響一群人、一
個社會、一個國家，乃至影響世世代代的許多人。 

「立功」則是在適當的時機做出正確的事，造福大多數的
人，立下了汗馬功勞。 

這三者之間，立功是可表現的、有形的，別人很容易就可
以看到或知道。它和「德」不一樣，德是一種影響力，雖然無
形，但有力量。而立言是用言論來影響人，可以是立功，也可
以是立德。能做到這三種，都算是人生的一種成就；且不論影
響多寡或功勞大小，都是成功。 

所以如果以這三個原則來論成功，則人人都有機會成功；
相對的，目前社會上很多所謂的功成名就者，就算不上成功
了。很多有大事業的人，他不一定道德很高；名望很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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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也不一定有道理。因此不能只從金錢、地位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名望高、地位
高，權利大的人，對社會不一定有功勞，對歷史不一定有貢獻，真正的成功應該是建立
在孔子所說的這三個標準上的。 
 
對大多數人來說，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好像很難、很遙遠。其實，「立

德」只要不愧對自己的良心，遵守道德的行為，那就是「立德」成 功；「立功」就是
我們要幫助他人，如果所作所為都能夠利益他人，也就是「立功」成功；「立言」就是
在觀念上或語言上，能夠安慰鼓勵別人，甚至影響他人改過遷善，那我們就是「立言」
成功。以這樣的標準來看，人人都可以「立德、立功、立言」，人人都可以是一個成功
的人。 

 
 甚至，一個人只要真正能做到心安理得，那也是一種成功。 
 
如果一個人活了一輩子，臨命終時覺得自己白活了，或是死不瞑目，即使他活著的

時候多麼功成名就，那都稱不上真正的成功。只要覺自己這一生沒有白來、沒有白過，
那他這一生也就是成功了。不要說一輩子，只要一天沒有空過，就有一天的功德、一天
的成功；即使是一小時，也有一小時的功德、一小時的成功。 

 
成功有大成功、小成功，能夠積聚一小時、一小時的成功，一個念頭、一個念頭的

成功，小成功也可以慢慢累積成大成功，而我們的福德和智慧也會逐漸的圓滿。當福德
和智慧達到究竟的圓滿，那才是我們最大的成功，那不是金錢，也不是地位，而是功
德。    摘自《找回自己》 

 
【僧活小語】                       放過自己                                       常悅 

 
生活中，觀察到有些人常常向身邊的人訴苦，抱怨某人某日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

話，言辭中充滿委屈、不平、怨恨、憤怒的情緒。同一件事，翻來覆去，反反復復的說。
那情形，就像他被別人捅了一刀，之後自己卻撿起那把刀不斷地再插自己。其實對方往往
只說了一次、或只做了一次，但那件事、那個人、那句話卻被自己的大腦錄影、錄音下
來，存放在記憶中。是自己不時地去按一下播放鍵，反復的播給自己看，也給身邊的人
看。而每一次的重播，猶如將滿心的苦水倒出又咽下，反反復復、侵蝕自己、折磨自己，
也折磨著身邊的人，非常愚蠢又可憐。更糟糕的是，重播記憶的同時，又不自覺的再增加
一些劇情，讓自己更加相信自己就是那場苦情劇的主角，自己用那把刀把自己傷得更深，
而記憶中的那個惡人就更加面目可憎了。殊不知，即使這件事完全是別人的錯誤，但真正
傷害自己、不放過自己的是重播記憶的慣性。如何能夠打破這樣的慣性從而放過自己呢？ 

 
第一，也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是能夠如實面對與覺察，如實覺察自己在回憶、訴說這

些往事時候的身心狀態是不愉快的，警覺到自己正在被自己倒出來的苦水淹沒而受苦。如
果沒有覺察，甚至否認回憶這些事的過程是不舒服的，感覺到苦水倒出來之後內心裡暫時
的舒暢，卻不清楚訴苦的過程會加強那些痛苦的記憶，於是就會想要不斷的吐苦水、抱
怨，猶如患上強迫症，不停的按記憶的播放鍵，反復播放記憶中痛苦的錄影和錄音，輪迴
不止。知苦，才有動力想要尋找方法讓自己離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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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旦覺察到自己在回憶、訴說往事時帶來的不舒服，要練習轉念，用方法把自
己的念頭從回憶中轉移，才能有機會做自己的主人，不讓慣性牽著自己的鼻子走。哪些方
法可以幫助我們轉移念頭呢？很多，看電影、看電視、唱歌、跳舞、運動、購物、玩遊
戲、打麻將、吃東西等等都有轉念的功效。但簡單、經濟而又無副作用的轉念方法，莫如
念佛菩薩的名號、持咒、觀呼吸、拜佛、誦經、聽善知識開示、去做義工等等。 

 
我們慣性的思考和行為不是一天形成的，故改變自己的慣性，也不可能一蹴即成。不

要期待方法用一次就立即見效，需要下定決心，堅持不斷的練習，慣性的力量就會漸漸減
弱，直至消失。禪宗的祖師常常提醒修行者，「不怕念起，就怕覺遲」，每一次觀察到自
己的念頭在抓取不愉快的記憶，就是一次練習方法的機會、一個打破慣性輪迴的契機。看
著念頭起來，不需要責備自己，只需要回到方法的練習即可。祝願普天下的人都能身心平
安，健康、快樂！ 

 
       誠摯 － 在蒲團上的每一刻                   三寶弟子 

 
六月下旬在法鼓山舊金山道場參加了 Gilbert所帶領的英文禪三，因此過了一個很特別

的週末。 Gilbert 帶禪三的方式，雖與我以往參加過的禪期很不同，但我得到的體驗卻是同
樣地深刻。 
 

Gilbert一開始便強調打坐時的正知見。在學習佛法的過程中 ，正知見的確非常的重
要， Gilbert 把正知見的重要性拉到蒲團上，而且苦口婆心地告訴我們，一定要用最「誠
摯」的態度來面對在蒲團上的每一刻。他寫下禪坐時應注意的重點，分別是 Relax body 
/mind， Awareness， Present moment， Continuing uninterrupted method， Contemplation， 
Sublime， No thinking and Illumination，他懇切地提醒我們要不停地運用。這些重點的確給
了我一些新的能量，並時時提醒著我不能在禪坐的過程中繼續蹉跎光陰 。 

 
再者，他為要確保大家都能了解上課內容，所以在禪修第一天就讓大家問問題 。起初

我對這方式有些不習慣，總覺得在禪期的禁語，可以幫助我收攝身心與自己連結 。經過三
天不斷 Q & A 的問答中，我發現我的心雖是開敞著但卻不是散的，我的心像海綿一般吸收
著 Gilbert 所解釋的佛法。在他一次次的舉例和解說下，我明白了在蒲團上運用方法的迫切
性。方法對才能開始體會無常、因果，去除自我中心，並從夢中覺醒，看見自己與佛無二
的自性，才能思索著此生的目的，發願行菩薩道…等等，將修行完整串聯起來。 

 
以往在打坐昏沉與有妄念時，難免容易原諒自己。往往在引磬響起時， 很自然地告訴

自己--發願下一次，要坐炷好香，久而久之所有的自然就成了習氣！這兩天在 Gilbert的解
釋下，深一層的體會了無常觀 。頓時我捫心自問--怎麼會這麼有把握的知道自己還有福報
能有下一炷香? 我應該把當下的這炷香當成我生命中的最後一炷香呀！在 Gilbert真誠的提
點下，我的內心深深地被觸動，我能感受到他那一心想喚醒眾生的菩提心。 

 
以前，每次參加禪期後，對自己總能有更深層的連結。如果修行是希望能提昇自己的

品質，建立人間淨土，在這次的禪期裡， 確實能感受到我們都是生命共同體，我們也因此
而互相地影響著，所以更能深刻地體會到，修行的目的不再是只有自求安樂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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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次的開示中有很多英文名詞我並不是很了解，但這三天在禪堂的氛圍與老師想
要傳達的訊息卻又是如此的清晰，所以語言不是問題，老師帶的方法與以往禪期的差異也
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我如何能在當下感受到老師的心念。 

 
禪期結束時 Warren 師兄說希望我們能寫下此次禪修的心得，這是對於 Gilbert 最好的

回饋，我想除此之外，如果我還能做些甚麼來表達我的感恩之意，那就是把這次他所給我
們的方法與觀念，持續的信受奉行！在此要再一次的謝謝 Gilbert 老師，謝謝舊金山道場常
源法師與每位義工菩薩們的護持與照顧，也感謝這個週末同在禪堂共修的每位菩薩，我們
因為彼此的相伴而圓滿，阿彌陀佛！ 

 
             紐約象岡佛七心得    
 

茱莉林 
 

      懷著一顆虔誠、恭敬、興奮、期待的心情，踏入象岡道場的那一剎那，第一眼見到的景
象著實令人驚喜，這真是人間仙境啊！ 
 
      何其幸運能在這一片莊嚴、清淨的道場念佛，每天晨曦微亮時，走在通往禪堂的彎曲小
道上，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綠色的草地，遠處的樹林，像是七寶成行。耳朵聽到的是早起鳥
兒的吱吱叫聲，「聞是音己，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感覺好像置身極樂世界。參加佛
七的 80幾位同修，就像西方極樂世界的諸上善人，諸位法師就像是諸大菩薩。 
 
      學佛、念佛數十年，曾參加過很多不同的道場的念佛、佛七，但這是一次特別殊勝的經
驗，從來沒有如此深刻的體悟和感動。聖嚴師父的開示，念佛的三大功能，自心淨土、人
間淨土、佛國淨土。一句阿彌陀佛清淨自心，創造人間淨土，直達佛國淨土，更堅定了我
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心及決心。監香果慨法師的開示，使我受益良多。她提醒我們每天
張開眼睛第一件事，皈敬三寶、發願、懺悔，也一再告誡我們將心繫在阿彌陀佛上，時時
刻刻、在在處處，無論吃飯、走路、出坡、刷牙、洗臉時，心裡只有一句佛號。 
 
      這次佛七對我來說最大的亮點是地鐘三，7月 1日 佛七的第一天，第二支香坐念到地鐘
三，從未聽過如此飛快的木魚速度，一面跟著木魚的速度念佛，又要提醒自己身體放鬆。
當木魚速度快到佛號與佛號之間，妄念完全無法插入。不知道過了多久，突然之間，一念
生起，這不就是「淨念相繼」嗎？當這一「妄念」生起，剎那間喜極而泣，熱淚盈眶，不
能自己。 
        
        感恩聖嚴師父的慈悲，為了成就眾生，成就了象岡淨土，讓弟子們有這麼清淨莊嚴的
道場修習佛法，感謝果慨法師及所有參與佛七的法師們辛苦帶領，感謝所有內護、外護的
菩薩們，尤其是大寮香積的菩薩們，辛苦您們了，還有安和分院的菩薩們愛心的製作鳳梨
酥、素鬆酥分享。 
 
       佛七圓滿結束，帶著滿滿的感恩及不捨離開，當謹記佛七中所學的方法，並鞭策自己
加緊用功，甚勿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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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常利  
 

這次有機緣到象岡參加 7月 1日開始的七日念佛禪，要感謝太多因緣成就。同修最近
因病往生，師兄師姐們怕我走不出來，且佛七功德殊勝。由於大家全力幫忙才能臨時報名
成行，感恩！ 

 
佛七剛開始的那二天非常不得力，前面坐著的都是老參師兄姐，一支香坐上一個多小

時不動如佛、專注用功，好像只有自己腰酸背痛腿麻，心想真不量力。直到第二天晚上做
驚心的夢，一團黃光由窗外躍入，碰到門出不去，好像很焦慮彈到床上。我剎時驚醒，幸
好象岡是一人一房，馬上開燈、開門、坐下念佛才又睡下。第二天早晨仍心無法安定，到
下午第三支香之前，突然有個念頭，我是來修行的，無論夢中出現的是同修還是眾生，應
是須要幫助，為何反而是自己顛倒恐懼呢？應用慈悲心祈福迴向，只有自己無畏才能無畏
布施！轉念後，接下來幾天，就開始攝心，虔誠跟著大家一支香、一支香專注念佛，直到
最後，也才稍明白師父說的心繫一處，原來是這樣的感覺。 

 
每天早晨播放的師父開示錄影，以及晚上果慨法師的開示也都非常受用。師父說念佛

三有功德，先有自心淨土，接著是人間淨土，最後是佛國淨土。正是提昇人的品質，每人
自我先修行提昇，自然影響週邊有緣接觸到的親人朋友，人間淨土自然呈現。人人都自心
清淨，當然回歸佛國淨土。 

 
每人各有各的業，各有各的緣，也各自有不同的福報和業報，所以有生之年都該好好

修福修慧。而平常人心，如風中的蠟燭，草原的野馬，山中的野猴，海上的風浪，是很難
降伏的。只有修行後妄想煩惱才能減少，慈悲心起時，自然看到任何人都是菩薩，聽到的
都是雅音。而悲智雙運就是慈悲對待人，智慧處理事。 

 
       每日晨起、發願求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晚上拜懺隨時生慚愧心、懺悔心，
非常受益！果慨法師傳達師父的教導：念佛禪修由聲根修定，與數息禪修殊途同歸。念佛
時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清清楚楚攝心，再加上地鐘助力，妄念止息。 

 
聖嚴師父對眾生的悲心，成就了法鼓山。大智由大悲心來，身為師父弟子的我們，相

信因緣，信、願、行。但願餘生精進用功，利益眾生因為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
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阿彌陀佛！ 

 
        親子體驗營心得分享            吳小曼 
 
無庸置疑每次的營隊和活動，都是每位義工菩薩努力付出的成果。身為 7月 13日「親

子體驗營」籌備小組的一員，對於如何去衡量營隊的成功與否，我有以下的反思。 
 

第一、營隊是否達到最初所訂的目標？ 
 

反觀最初計劃的三個目標： 
 

1. 讓家庭們對佛教產生興趣和信心，而以每個家庭為一整體的參與、投入。我們接受
了 18位兒童和父母，共同參與了一個全天的營隊和活動。體驗禮敬法師，供養和用餐等禮
儀。各家庭都歡喜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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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參與家庭的親子關係，及認識佛教、家庭觀念。營隊教案結合了師父的四個環
保的理念，讓父母和孩子都能從自己的角度去體驗，以及理解對方。不論是否學到東西，
我們已在他們的識田中播下種子。而且父母全心全意陪同了孩子一整天，對於某些忙碌的
家庭，這是極難得的時光。 

 
3. 建立法青及 2016年兒童營接引來的小隊輔導員與道場的聯繫：我們帶回了幾位曾經

參與兒童營的小隊輔們，也發掘了一些新隊輔和師資。他們彼此互動都融洽互補，也從中
見到他們的成長、進步。我們也交排了後續的每月活動，希望法青、小隊輔和親子營的家
庭們能繼續回道場共結法緣。 

 
第二、這次營隊參與者及義工團隊在此次活動有獲益嗎？ 
 

親子體驗營的參與家庭，從各活動的互動中，增進對家人的彼此聆聽、理解。而籌備小組
和各組義工菩薩們也彼此諒解，接納意見，在切磋琢磨下互相增長，成就大眾。「成就」
是內心的提升，而非外在的成果。感恩有大家共事成長！ 

 
                          Reflections of  Family Fun Day Camp 
 
Alison Liu 
 

      This past weekend, I participated as a volunteer in the Family Fun Day at DDM El Monte. 
Volunteer events involving children is often one of my weaker points, as I am not often exposed to 
young children and I’m not sure how to behave. That being said, I feel like I did not use my full 
capabilities to be as hands-on as I could have been. Despite this personal struggle, I think the event 
went fairly well!  I did not see the adult-only activities, but I actively paid attention to all the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One thing I noticed that was fairly effective was the usage of arts 
and crafts for children. Coloring is often seen as therapeutic for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and having 
the children color together while also identifying emotions was extremely useful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emotional behavior. Watching them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emotions of monsters and 
applying the concepts they learned in their words and actions was extremely gratifying. I really hope 
they were able to learn from this camp as I was able to learn simply from listening to the workshops. 
Everything addressed at this camp was seemingly helpful to families especially, as there was explicit 
focus on communication and patience. With my family, I can now see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we 
had in the past and how my mother’s participation in DDM the past 7-8 years has made a huge 
difference in family dynamic. By emphasizing communication and keeping decent control of our 
emotions, the aura of my family has been lighter in recent years. I hope that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Family Fun Day Camp were able to take away the main points and continue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taught by DDM.  

 
Annika Liu 
 

       Helping out at the Family Fun Day Camp was an extremely rewarding experience. I was able 
to help out, and almost my entire family was involved in running this camp through being a camp 
assistant or cooking. I also noticed that other families were involved in running this camp too! In 
the beginning, I wonder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amp and how families can become closer 
after spending the day in the beautiful facility. Throughout the camp, being able to watch and 
facilitate discussions with families was inspiring because watching their happy faces had me 
reflecting about my own family. We know a lot about each other, no doubt; however, I wish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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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ble to attend a camp similar to thi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our bo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think the families knew more about each other in a more positive way.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camp to anyone really, and even better if entire families attend, as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more 
meaning to attend such a wonderful camp together.  
 

         
 

        

 
       爾灣「金剛經的生活」講座報導                    何昕瀚 
 
2019年 8月 3日，法鼓山南加州橙縣連絡處邀請到洛杉磯道塲的常俱法師，來到爾灣

市的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以「增福增慧：金剛經的生活」為題，為大眾講述學習佛法的
觀念及實踐方法。 
 
       講座一開始，法師即提綱挈領，提醒我們今天一定要記得的事，就是發成佛的無上菩
提心，也就是金剛經中所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學習菩薩慈悲利他的精神，以行
動普度在苦海中的眾生。 
 
       關於布施，法師亦提醒我們要保持「三輪體空」的原則：沒有布施的人、沒有受布施
的對象、及沒有布施的事物。行善布施後，我們應隨即放下，勿念念不忘自己行了多少
善，甚至期望有朝一日有所回報。 
 
       法師並闡明，《金剛經》所說「實相即是非相」與心經中提到之「空」互應。實相即
是空相，亦即放下自私自利、以我為中心的種種執著，方能從煩惱輪迴中解脫。放下對我
的執著，並不代表我們就該消極度日，無所做為，了此殘生。反之，我們更該珍惜我們這
一世的色身，用它來觀業受報、積極還願、發願六度萬行、行菩道。 
 
       聽眾李師姐，分享她今天所學心得：常常提醒自己，無論是修行或布施，都要放下對
我的執著、保持無私無我，以智慧處事，幫助眾人從煩惱中解脫。 
 
       聽眾卓師姐，對《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一句
相當有體會。雖然相皆是虛妄、由因緣和合所生，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消極地處事。反而應
該更積極地過每一天，隨順因緣、隨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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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經》文共三十二品，短短的一個下午，只能做概略的了解。法師用了許多生活
中的例子來做比喻及說明，對有興趣學佛的道友，不啻是個聚焦的契機；對老參而言，是
個重新溫習所學、檢查疏漏之處的複習，對新學來說，彷佛就像種下一顆種子、點亮一盞
心燈，也許一時不能領略，但當因緣成熟，經文中那些隻字片語，再次在腦海中閃過，或
許就此開創了人生的新天地。所有參加的聽眾，今天在此以法相會，學佛路上又多了幾位
道友，路愈走愈明，相信很是歡喜。 

 
                                   報恩孝親地藏法會暨三昧水懺 
                                              洗滌煩惱   清淨身心   修證佛道                                曉亞 

 
洛杉磯道場於八月十、十一日兩天舉行報恩孝親地藏法會及三昧水懺，藉由誦經拜懺

的過程，清淨身心，發起與諸佛菩薩相應的廣大願力。以佛陀正法為法水，持續精進地洗
心懺悔，洗滌無始以來所造的煩惱障、業障、果報障之苦，修證佛道，利益一切眾生。 

 

這次很特別的是由舊金山道場監院常惺法師擔任主法，法鼓山男眾部維那師演戒法
師、僧伽大學執事法師演廣法師於暑期間帶領三位學僧至舊金山道場實習，也應邀前來洛
杉磯道場支援，協助帶領法會進行，因緣殊勝，兩天共吸引了兩百多位信眾參與。 

第一天的《報恩孝親地藏法會》由上午9九點半至下午四點半，誦完共三卷十三品的
《地藏菩薩本願經》，梵唄唱誦聲迴音繚繞不絕，莊嚴祥和，從經文的誦念中感受到地藏
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大悲願。期勉大眾效法地藏菩薩孝
親精神及利益眾生的大悲願力，承擔一切眾生的煩惱，救苦拔難，度一切有情無情。祈求
現生父母、親人增福增慧，往生親人得諸佛菩薩光明護念。 

        主法常惺法師開示時拋出一個問題：有人問，平日參加法會、誦經拜懺、修供養、布
施、做義工、禪修，該做的都做了，為什麼還是會有病苦、遇到許多不順心的事？常惺法
師用這個問題引導大眾反思修學佛法的目標及思維佛法的核心教義─無常、苦、空、無
我。提醒大眾要調整自己的修行心態，在肯定修人天福報的基礎上，進一步要提昇至解脫
道、菩薩道的修行，才不會在生命中遇到困境或身體健康不佳時失去對佛法的信心。 

        第二天的《慈悲三昧水懺法會》，其儀軌結合了文學、音樂及儀式，強調禮懺者懺悔
心的生起，希望眾生能依此法至誠懺悔，以七種心、四種觀行作為改變人心的修持方法，
消減宿世業障。佛教經典中的「以水洗瘡」療治眾生苦惱病痛的譬喻，象徵以慈悲的法水
清淨心田，以智慧的清涼水，洗滌一切無明煩惱。藉由懺悔去除慢疑，柔軟自心。「三
昧」主要是指禪定，由定生慧，內心安定同時能清楚觀照覺知，即定慧等持。「水」所洗
淨的不僅是表相，而是內心深層垢穢；「懺」是反省的力量，隨時慚愧、懺悔，修學善
法，修正自己的身語意，面臨困境時不怨天尤人，同時能夠發願承擔責任，增長善根，幫
助自己與他人離苦得樂。 

        常惺法師開示時拋出另外一個問題：有人說修行一門深入就好，喜歡念佛的不參加禪
修，喜歡禪修的不去念佛，喜歡做義工的無需參與共修、上課，這樣的觀念對嗎？法師以
同樣是喜歡吃辣椒，不同地方的人吃辣的口味也因習慣而各有偏好為喻，指出進入佛門修
行的人因根性不同而相應不同的法門，可擇一而入。貪心重者易由悲心增上而入，喜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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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修供養； 瞋心重者易由智慧增上而入，喜歡讀書、聽經、打坐； 黯鈍者易由信願增
上而入，歡喜念佛。初學時，以與自己根性相應的法門進入，容易在某一方面增上，然開
始修行後，不應偏頗，慈悲、智慧、信願三方面都要輾轉增上，因為佛教的修行是以持戒
為基礎，禪修為根本方法，以建設淨土為目的，乃至最終與諸佛擁有一樣的自心淨土。 

        有信眾在拜懺的時候聽見自己曾經做過手術的腿骨關節喀哧作響，內心非常感謝三寶
力量的加持，使自己可以身心平安、如願順利全程參與法會。 

        碧兒師姐在參加《慈悲三昧水懺法會》前一晚，特別於網上觀看法鼓講堂要解，對於
法會的內容有了大致的理解，更能心無旁鶩、專注參與儀軌的進行與經文唱誦。主法常惺
法師的開示，解答了她為什麼要參加法會的疑問。法師說明藉由法會禮佛拜懺及禪修法
門，由聞思修，進入信願行，逐漸開發自心佛性。法會結束後的晚課「蒙山施食」，「是
日已過，命亦隨減 … 但念無常，甚勿放逸」的偈子，提醒了碧兒師姐人生無常，更要努力
把握時間精進用功。 

        秀媚師姐是第一次參加水懺法會，覺得非常莊嚴隆重，希望能藉由拜懺洗滌累生累世
的垢障，去除貪瞋癡的無明習氣與煩惱，讓自己在學佛路上持續往前邁進。一位信眾表
示，此次參加法會內心法喜盈滿，覺得很融入與受用，法會結束之後，念佛聲仍猶在耳。 

        兩天的報恩孝親法會備有功德主、供僧、打齋供花果及雲端牌位的祈福超薦等，今年
還有古樸典雅的「花開蓮現」柴燒茶倉的手工獻供品。在佛前以虔誠之心獻上一縷清幽茶
香，懺悔無始以來的因果障礙，如聖嚴師父所說，這些障礙如果不透過懺悔化解，即使聽
聞再多善法，一入心都可能變成煩惱。以拜懺轉化剛強的心，當心柔軟了，身心即能恢復
安定。 

 積生累世的各種障垢非短時間可以去除，透過慚愧懺悔，生起智慧慈悲之心，一點一
滴消減。如《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所云：「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是故應至心，
懺悔六情根。」隨時隨地提起佛法覺照反省，調伏自心，去惡顯善，讓自己一天比一天進
步，以智慧的陽光照破霜露般滅種種罪，以慈悲的法水柔軟自己，最終邁向解脫之道，成
就一切眾生。 

 

                                地藏法會及水懺法會心得                      
 

凌演禪 
 

8月 11日 LA 常住法師和一群威儀莊嚴的義工菩薩，連同舊金山監院法師與總本山的五

位男眾法師，一起完成兩天「地藏法會」與「慈悲三昧水懺」。 
 

        很多人參加法會多半是為了親友消災祈福而來。常惺法師提醒大家，祈求平安雖好，
但更重要的是，唱誦時保持身心安定，才能將念誦功德迴向眾生能體悟證道；如果遇見
身、心、境無常變化時，能隨時具備悲智力，坦然應對。才不會因祈福目標沒達成而苦惱
悔恨。 
         

        修行如同金字塔，如果沒有踏實修好基礎的「人天道」，而想直接跳到「解脫道」或
「菩薩道」是不穩定；少了世間「無常」的磨練，是無法真正體驗「無我」境界。法師也
鼓勵大家多護持道場各項活動，因在義工服務的磨煉中更容易成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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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修行法門都相類似，從「戒 」開始，「禪修 」是過程，而最後同歸「淨土 」。法

師用辣椒比喻修行法門：沒有那種辣味最好吃，只因地域不同而有喜好差別；也沒有那種
法門最好，大家的根性不同而相應法門不一。所以要清楚自己的習性是屬於比較會貪愛
的、或是常常生氣/瞋恨的、還是經常處在愚癡無明中的，然後再對症下藥，讓自己在「悲

增上、智增上、或是信願增上」，選擇適合成就自己的法門。每個法門只要能夠對治自己
的習性都是最好的法門，但也要避免一門深入後，而排斥其他法門。認識自己後，才能調
整自己，同時也才會尊重別人！  
 

       第一天午供，看著常統法師輕敲大罄，非常陶醉在那天籟般的「唵」聲中，但很快提醒
自己，回到當下繼續和大家一同唱誦。用著法師平日教的方法，雖讀誦同一部經，但卻有
不同的體驗，安定又攝受。第二天水懺，無論是跪拜區或椅子區，大家都隨著法師懇切禮
拜。懺文如同鏡子般，照著過去難以計數的過錯。大家在佛菩薩的見證下向佛懺悔、洗滌
身心，並且發願未來不再造惡業，時時保持清淨心。 
 

        法會結束前，演戒法師，演廣法師分別勉勵祝福大家。最後在常悅法師引導下善後，
ㄧ場莊嚴水懺的壇場，漸漸地恢復大殿的空曠寧靜。 
 

        「閻浮眾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 ，未解脫者性識未定，為善為惡逐境而生...」聖嚴師

父雖然晚年身體虛弱，但是還像地藏菩薩一樣不捨眾生苦，努力弘揚正信佛教。我們是否
也要學習師父，提升自己，利益眾生？終於可以體會ㄧ點點何謂「空花佛事，時時要做， 

水月道場，處處要建」的涵義。 

                                  
卓憲欣 
 

以前對地藏王菩薩不是很了解，記得小時候常常會在街道上看到別人貼的「南無地藏
王菩薩摩訶薩」的貼紙在電線杆上。心裡總是納悶地想著那是尊怎麼樣的菩薩，後來又有
聽到別人說地藏王菩薩是幽冥教主。第一次去台北的一間城隍廟拜拜時，因為自己的無
知，拜得很緊張，很多錯誤的印象，讓我一直都不敢念地藏經。 直到 2-3年前，才知道原
來 7月是孝親月，《地藏經》是孝經，而替今世或前世父母報恩的最好方式就是念《地藏
經》迴向給他們， 當下覺得怎麼會有這麼好的經。那一年我參加了第一次的地藏法會，法
會好殊勝，很感動。在那之後，地藏法會變成我很喜歡的法會之一，今年的地藏法會，當
然也不例外。今年 LA道場更邀請到舊金山道場的監院常惺法師擔任主法法師，以及 5位
由台灣來支援的男眾法師。常惺法師開示時，更用了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提醒我們除了修
人天道還要修解脫道及菩薩道，這是有次第的，不要一直只想停留在人天道而忘了往上修
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常惺法師說 LA的信眾是很有福報的，早期 LA還沒有道場時，聖嚴
師父已來過 3次，道場需要各位的護持，不管是來參加活動或當義工，有這麼好的修行場
所，大家要好好珍惜。 

 
       第二天的水懺我第一次參加，總共有三卷，第一次讀誦時，就能感受到經文的慈悲及
希望眾生能發露懺悔往昔因貪瞋癡所造之業。因為有因，產生了緣，然後得到果。我們要
好好提醒自己如同《地藏經》所說：「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
罪。」。常惺法師開示時也提到，不要當摸門教但也不要一門獨尊，最好是能面面俱到，
貪、瞋、癡相應於悲增上、智增上、信增上的菩薩。眾生多少三種都會有，只是那一個比
例比較多而已，這不是壞事，我們如果能有智慧地把它用在好的地方，是可以利益很多人
的。最後，演戒法師鼓勵大家要好好練習察覺自己的貪瞋癡，把今天所學的用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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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廣法師也分享他在禪學院的收穫是不追求慾望、不抵抗責任。兩天的法會，讓我又重新
審視了自已的行為及意識，在不斷的省察中修正自己的錯誤。感謝 LA道場給我們這個機
會成長。 
 

         
 

           

 
 

2019年 9、10月特別活動預告    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專題演講： 
「想像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 

9/14 (六)   10:00am - 12:00pm    

果醒法師主講 
 

請先上網報名 

 

方丈和尚對外演講: 

「五福臨門—人類的五種能力」 
 

9/22 (日)   10:00am - 12:00pm    請先上網報名 

 

橙縣  佛典講座 

佛陀最後的教誡－ 

《佛遺教經》概說   

10/5 (六)    1:30-3:30pm 

常悅法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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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班（一期八堂課） 10/3 (四)  開課  10:00~11:15am 請先上網報名 

週日經典共修《金剛經》 

共修內容：靜坐、誦經、繞佛、
聆聽開示、迴向等              

10/6, 20 (日)  10:00am~12:00pm               
 

免報名，歡迎到
場參加共修 
 

念佛禪二 10/11-13 請先上網報名 

http://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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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禪訓班 10/19, 26 請先上網報名 

週日經典共修《六祖壇經》 

共修內容：靜坐、誦經、繞佛、
聆聽開示、迴向等 

10/27  (日)     10:00am~12:00pm    免報名，歡迎到
場參加共修 

 

 

平日共修活動  
 

禪坐共修 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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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ba.oc@gmail.com
mailto:ddmbala@gmail.com
http://www.ddmbala.org/

	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