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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念佛而獨立成宗，是只有中國和日本才有的；它重視

信仰、發願以及修行；修行的方法又分兩種：一種是專心念
佛，一種是要修發菩提心等三種清淨的福業。 

 
信，是信阿彌陀佛發的願，即任何人相信且發願往生到阿

彌陀佛的淨土，就能夠去。修行的方法，就是要專心念「阿彌
陀佛」或「南無阿彌陀佛」，聽你自己在念佛的名號，讓你的
心不斷專注在佛的洪名聖號上，這和禪宗看呼吸的方法是 類似
的。 

 
但是除了念佛以外，自己在這個世界身、口、意的行為也

要清淨，還要修三福淨業，否則仍然是不能去淨土的。當然，
如果修行不足，光靠願生，即使因為佛的慈悲而勉強去了西方
淨土，還是不能立即面見阿彌陀佛。 

 
很多人以為，修淨土法門只要念佛就夠；事實上，還要做

很多慈善事業。而且佛教的精神就是要學佛和成佛，如果要學
佛，就要先從菩薩做起。菩薩的精神就是不為自己享福，只是
幫助眾生離苦。因此，為求生淨土，首先就要發起這種利他的
菩提心。也就是說，先要盡力照顧人間，同時願生西方極樂世
界，這才比較可靠。 

 
過去，歐美西方人士願意接受禪的修行方法和觀念，但是

很不容易接受淨土宗，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了相似佛國淨土的
基督教天國思想和信仰；可是依我所解釋的淨土思想，相信西
方人士也可以接受的。因為念佛可以使心安靜下來，使身體減
少痛苦，進而生出智慧；有了智慧便能消融煩惱、排除困難、
解決矛盾衝突。所以，念佛雖然能生西方，但不一定為了生西
方才需要念佛。 

 
曾經有一位婆婆老嫌媳婦不孝順，常常數落兒子和媳婦的

不是；她的媳婦聽了很煩，所以也常常訴說婆婆的不領情以及
頑固，甚至想要把婆婆請出去，讓她一個人自己住。結果，她
們兩個人一前一後都來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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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勸那位婆婆從今以後不要再叨唸兒子和媳婦，越唸會越倒楣，要念還不如念阿彌
陀佛，念佛會愈念愈有智慧、愈有福報。 

 
至於那位媳婦來找我抱怨婆婆的時候，我也勸她不要老是埋怨她的婆婆，要念就念

阿彌陀佛。後來，由於婆媳都念佛，兩人從此相安無事，可見念佛是可以化解煩惱，得
現世利益的。    

 
禪和淨土都是實用的法門 
 
禪和淨土都是實用的法門，在修行的過程中，就已經可以得到很大的身心利益。過

去，很多人都誤解，以為學禪就是為了開悟，不開悟就等於白費；修淨土就是為了了生
死，未去極樂世界之前就以為沒有用。 

 
其實，不管是學禪還是學淨土，都可以在生活中隨時隨地得到好處，而且也能開悟，

也能往生到淨土。 
 
開悟的人一定可生淨土，未開悟而願生淨土的人，也可以生淨土，生到淨土的人也必

定能開悟。  摘自《動靜皆自在》 

 
【僧活小語】                      培福增慧修供養                          常俱 

                                    
許多菩薩很有供養心， 常常帶了很好的食物、用品或是衣物來供養法師及大眾。 最常

見到的是香積組的菩薩們發心去買食材來做飯供眾， 出錢又出力。我們道場的常規是協助
道場採買東西是要請款的，但是很多菩薩都覺得太麻煩了，本來就要捐款護持道場的， 那
就直接去買東西供養就好了，何必要經過那麼多的程序， 還要浪費那麼多紙張， 花時間填
表及處理行政流程，聽起來很有道理。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 今天我的經濟能力負擔得起， 與我同組的夥伴們可能沒有這個能

力， 他們會不會與我比較之下覺得自卑， 而影響他的發心？再者我可不可以擔保我永遠都
可以負擔得起相關費用，若是哪一天因緣不具足了，我沒有辦法再繼續護持下去的話， 那
我是不是可以很坦然面對及處理，還是我會感覺有壓力，選擇「躲」起來，免得「沒面
子」？ 

 
更微妙的是， 如果今天是我發心買的食材，用心烹飪的佳餚，會不會有所在乎的

「住」在那裡了：某某人有沒有吃？ 他喜不喜歡這個口味？ 或是我跟某人比較熟識，趕快
通知他， 或是先幫他留一份？. . . 

 
如果我們可以把心量放大， 今天我是來出坡協助做飯供養大家的， 很多菩薩也想要供

養，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跟我一樣有時間、有體力、有能力來當義工，那我就隨喜功德，協
助大家圓滿這個心願結善緣。我今天準備的飯菜， 即含有眾人的供養及祝福在裡面。我要
做財布施，那就另外處理。其他人在別的時間準備的飯菜，也包含我的供養，那不是皆大
歡喜嗎？ 

 
此外不論供養的數量有多少，沒有要指定供養某一個人，以平等心供養大眾，是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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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很好 ，那就等於供養了所有的人了。盡心盡力把飯菜做好，不管別人的評語是什麼，
我都能夠接受，不會因為別人的讚歎而洋洋自得，有人不喜歡就失去信心。若是其他菩薩
有不同的建議或經驗分享，我也可以試試看。出坡過程中惜福不浪費資源，也是就等於為
道場增產，為施主惜福。 

 
出坡過程中如果能夠隨時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練習放下自我，就可以培福又增慧

了。 
 

         念佛禪二 心靈大秋收                                  文宣組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於十月十二日、十三日舉辦「念佛禪二」，這是時隔五年，繼2014
年之後再次舉辦，每日平均有60餘人參與。此次「念佛禪」流程作息採用僧團公告的版
本，其精神內涵與方法保存了聖嚴師父親自帶領「念佛禪」的精髓與教導。 
 
       「念佛禪」是法鼓山禪修中心近年來積極推廣的一種禪修方法，為了讓此次活動能夠
順利圓滿，九月初禪修中心副都監果醒法師在帶完 LA的禪七後，還特別針對「念佛禪」
的唱誦、跑香、坐念及心態，為洛杉磯道場的「念佛禪二」內外護及悅眾菩薩進行了數天
的培訓。 
 
      「念佛即禪宗的方法」，師父開宗明義的開示，釐清了大眾普遍對打坐與念佛，禪宗與
淨土宗是對立的錯誤認知。 念佛就跟數息、話頭、默照等禪修方法一樣，是對心的一種鍛
鍊方法。藉由一句句的念佛聲，將處處攀緣的散亂心， 漸漸集中進而到統一的狀態。 正如
師父所說，心裡想的、嘴裡念的與眼睛看到的都是阿彌陀佛，除了阿彌陀佛，其他的都是
妄念。 
 
        諸種法門中以念佛最容易入手，此即「念佛禪」的來源。禪修是鍊心，即用方法從散
亂心到集中心，再從集中心到統一心，最後達到無心的過程。念佛也相同，念佛是一心專
念阿彌陀佛，一直念到一心不亂，用念佛的方法達成禪修的效果。 
 
        當用心、 專注、高聲念佛時，可體驗少煩少惱、自在的自心淨土。當心中少些瞋恨、
嫉妒、懷疑與計較時，所看到的人都是佛菩薩化身， 所有的東西都是依正莊嚴之相時，自
己也就猶如生活在淨土中，那當下也就是人間的淨土。同時念佛能生起慈悲心、慚愧心、
懺悔心、大悲願心、感恩迴向心，這些都是求生西方佛國淨土不可缺少的資糧。所以念佛
可以成就三種淨土：自心淨土、人間淨土及佛國淨土。 
 
        許多第一次參加「念佛禪」的信眾紛紛表示，在法師與悅眾菩薩的帶領下，從對方法
的不熟悉，漸漸的在跑與坐，動與靜之間，感受到身心隨著慢而快、快而慢的佛號在放
鬆、在融合、在統一。 
 
        今年80多歲的張師兄表示，以前總是貪心想多念些佛，但卻常常是口念，心不念，這
次深刻體會到，身心放鬆、不疾不徐的配合身體律動，跟著大眾一起跑香或是坐念，彷彿
全身的細胞都跟著在念佛，無形中感受到念佛的質量比以前好。 
  
        平常需要上班的 Mika，對一邊跑一邊唱，一起香就是一個鐘點的跑香，讓她體力著實
吃不消，原本報名精進組的她，到了晚上卻動起想回家的念頭，後來默默祈求佛菩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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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讓自己能堅持圓滿，同時也告訴自己注意放鬆身心，沒想到隔天週日一整天，情況好
轉，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可以專注念佛的， 跑香時，連腳痛的感覺都忘記了。   
 
        Johnson 則分享，「念佛禪」這種修行方法不僅容易止息妄念，還可以鍛鍊體力，達到
運動的效果。擔任兩天跑香打小魚的 Frances，問他如何做到「一邊打一邊跑還一邊唱」，
他說原先也是打得上氣不接下氣，還跑不起來，後來想起果醒法師提醒的，打的時候，就
像唱的時候一樣，力道要鬆緊大小輪流用，嘗試後，覺得自己整個心力放鬆很多， 自然也
較省力。 
     
        第二天下午，外護常俱法師也加入跑香，不少信眾表示看到三位常住法師與大眾一
起， 整個隊伍往相同的方向齊聲念佛， 甚是感動，唱得更起勁更歡喜。在秋高氣爽的洛杉
磯，我們用著師父教導的方法，在法師們的帶領陪伴下，於一句一句的念佛聲中，一步步
修建自己心中的淨土，建立當下的人間淨土，也祈願能在佛國淨土播下朵朵清蓮的種子。 
因為「念佛禪」，在這微涼的秋意中，卻是溫暖心靈的大秋收！期待道場下一次的「念佛
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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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遺教經》概說聽講心得                        卓憲欣 

 
法鼓山南加州橙縣聯絡處今年六月開始，為了讓更多當地的信眾能有認識佛法及學習

佛法的機會，每兩個月會邀請 LA道場的法師來 Orange County弘揚佛法。這個月我們很榮
幸的邀請到 LA道場新任監院常悅法師。當得知這次法師要講的主題是「佛陀最後的教誡 -
《佛遺教經》概說」時，我的心裡充滿著期待！因為之前，從不同的經典中，略知佛陀即
將要入滅時，對弟子有最後的囑咐，但我從來沒有讀過一部經是專門講佛陀囑咐的內容，
再者，很感恩佛陀用自己的身體力行及教導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佛性，佛和凡夫不同在
於心，如果我們能以佛陀傳的法好好地修我們的心，相信有一天我們也可以成佛。最後，
每每讀到經文裡描述佛陀在即將涅槃時，還諄諄地教誨弟子，繼續度眾生，心中真的是無
限感動。 

 
       常悅法師的演講以聖嚴師父的《佛遺教經》講記為主軸，以六個章節做說明。《佛遺
教經》是以修善、積功德為宗旨。以修行戒、定、慧三學為自我訓練的方法。 

 
在第二個章節  「如何持戒」，常悅法師以經文中「當制五根、當好制心、少欲知足、

遠離憒鬧」來告訴我們，在佛陀入滅的二千年後，社會風俗已經改變很多，如何把握當初
佛陀制定戒律的精神繼續在現時社會持戒。例如，為了戒貪，練習把吃晚餐當成吃藥，提
醒自己吃只是提供身體能量；我們需要好身體來修行，但只需要吃八分飽，如果因為今天
食物很好吃就吃很多，這就是貪的表現。再來，「瞋 」是和貪很有關係的，有些人看起來
好像不瞋，但一聽到別人有了什麼，而自己卻沒有的時候就起了瞋心，這表示心裏還是貪
的。另外，「遠離憒鬧」指不要依賴其他人。記得大學住宿時有一次電腦壞了，那天晚上
我突然不知道要做什麼，有電腦時，可以上網和同學聊天，突然間不能用電腦時，才發現
我已經習慣於有「人」陪的感覺。還好現在已經學佛法及禪修，就算一個人看書也很自
在。法師提到遠離憒鬧的好處是，使身心安定下來，向內心觀，靜思苦因，也就是觀無
常，以便修行斷苦因。 

 
這次演講有太多很棒的觀念，我沒辦法全部列出。法師並以佛陀對弟子的諄諄教誨

「永不喪失的信心，永不間斷的精進」，期勉我們能在修學佛法的道路上 ，時時以此教誨
提醒自己。如同佛陀所說的「世皆無常，會必有離，勿懷憂也，當勤精進、早求解脫，以
智慧明滅諸癡闇」。雖然佛陀已經入滅，但佛陀的法身與我們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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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九十心得                                                林麗君  
 
台灣法鼓山總本山第一次辦 90天的禪修營(禪九十)，實質上自 3月 2日至 5月 25日只

有 84天，前 42天是話頭禪，後 42天是默照禪。大家可以參加其中一個禪七或幾個禪七，
又或是全程話頭禪，又或是全程默照禪，又或是全程禪九十。早上四點起床，基本上打坐
一柱香是 50分鐘。早上大概有三、四支香，下午有兩柱半香。每天有兩次出坡，兩次師父
的開示，兩次果醒法師的開示，十點鐘安板睡覺。每三個星期換一次出坡工作。 

 
打話頭禪的人大概有七、八十人，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逼拶。在禪堂有打香板，經行

的時候法師也一邊跑一邊打。晚上都是打坐最好的時間，經過一整天的練習，累積了一點
功夫。有一次，一下坐，功夫就出來了，整個人都被疑情的力量所包圍着，話頭不斷，太
棒了。然而到第二天，力量已經減半，再努力用功，還是在洩氣，在幾柱香之後，力量終
於熬不住了，又得從頭來。 

 
有法師說，當你要精進的時候，你的業障就會現前。整個禪期，我也出現了一堆身體

的業障，天天都好累。平時的經行，可以穿鞋子或赤腳, 在廊道上走, 或是戶外經行。 
 
從話頭禪一轉到默照禪，突然多了許多禪眾，還有很多人報不上名。有人分享說，他

們一進來就覺得很攝心，很穩定。有時候剛一坐，方法就用的非常順，清清楚楚的，有默
也有照，完全不費力。就像果徹法師說的，得力處就是省力處。沒想到原來默照禪也打香
板，法師會很嚴格的要求我們，而且到處都有義工在監督我們。 

 
天天看師父的開示，好像跟師父的距離突然拉得很近。話頭的開示，師父講的不夠用

在禪四十九，果醒法師就做補充。師父的默照開示非常的精采，很想重頭再聽一次。師父
把兩個方法都解釋得非常的清楚，重複又重複地讓我們釐清什麼是默，什麼是照，什麼是
冷水泡石頭，什麼是搖櫓，還有恰恰相應等等。整個禪期中的一大收穫就是師父的開示, 內
容非常的豐富，天天都不一樣。 

 
再一次感恩這一次禪九十所有護持的全體法師和義工!  這一次的義工是真的不好當。 

大部分都是資深的義工，非常有互助的精神，而且出坡的時候都很用心，把工作做的很到
位。還會等到全部組員都做好了，大家才一起離開。 
 
果醒法師有六點開示，將我所了解到的列如下。 
 
一· 全部都是我，全部都不是我 
 

我們所認知的現象, 都是經由我們的五根去感知而形成的。譬如影像透過我們的眼睛，
傳到腦神經，然後才讓我們認知到所看到的東西，這些全部都是我心中的東西。反過來

說，如果沒有眼睛的話，我們就看不到那一些東西，就不知道有哪一些東西，心裡面也沒
有這一些東西，所以這些東西全部都不是我的。 

 
這一個知見非常的好用，我就用了一次。我們平常都會看到一些喜歡的不喜歡的，當

我們看到一些不喜歡的，就會起煩惱。其實我們所看到的，是中性的，沒有好與不好。如
果加了自己的想法，就變成喜歡或不喜歡。如果這個煩惱再繼續下去，就會造成另外一個
因果。由於這一個正知見，我就把我「不喜歡的」放下了。 



        

 7

二· 後念碰不到前念，法法不相知 
 

我們的每個念頭都是獨立的。當我們起了第二個念頭的時候，第一個念頭早就已經消
失了，根本碰不到前面那一個念頭。並不是第一個念頭有繼續下去，而是我們自己心裡想
成第二個、第三個念頭... ，而念念相續。 

 
三· 旋火輪 － 無一個主體的我在時空穿梭 
 

如果拿著一根點著的香來畫圈，我們會看到一個由很多一點一點的光連續起來的圈。
實際上那個圈根本不存在，那只是我們視神經認知的結果。換句話說，如果我從 A點走到
B點，大家會看到從 A走到 B的動作，如果把這一路的動作分開變成 60格影片，只會看到
一格是右腳起來的動作，另外一格影片是右腳放下，根本沒有一個從 A走到 B的我，只是
一連串的動作而已。而從右腳換到左腳的時候，右腳那一格已經不存在了，那一個動作已
經消失了，所以根本不是有一個主體的我在穿梭。 

 
四· 自導自演 
 

有時候心裡面會想到一些事，然後自己就會把這件事情，再想像為很多很多不同的畫
面: 想像它怎麼繼續，怎麼發展，怎麼結果，別人有什麼反應，我開不開心。這一大堆都是
自己自導自演的故事，從來都沒有存在過。自己卻把這個故事當真，對這個人那個人就有
不同的感覺和反應，對這件事情就有了成見，對某些人和事就有了喜歡和討厭，那些人都
是無辜的，變成了我所喜歡或是不喜歡的人，自己也有了更深的成見。 

 
五· 日面佛、月面佛 
 

有個弟子看到一位禪師在生病，就問候說：「你怎麼樣啦？」然後襌師就說:「日面
佛、月面佛。」，意思是生病的是我，不生病的也是我，我的佛性從來沒有變過，都是圓
滿的。不管身體變成怎麼樣，佛性還是一樣的。就是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之下，在什麼條件
之下，我們都還是圓滿的。 

 
六· 第一順位 
 

有一次果醒法師開車到東初禪寺，一路想辦法，要怎麼走才能快一點抵達，就沒有好
好地放鬆。後來才發現，其實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提前十分鐘到，這才是他第一順位。我們
有時候把事情做完了，才發現原來我們想要的，跟修行不一樣，所以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第
一順位。 

 
最後我想分享師父說過的一句話: 「我們的煩惱都是從無盡的計較，萬般的思索而來

的」。感恩！ 

 
                                     「話頭禪」禪七心得分享                        
 

◆凌演禪                 

 
        第一次打話頭禪，方法不太會掌握，對「什麼是無?」也不覺得相應，只覺得雜念不斷
跑出來。小参時，與果醒法師商量可不可以改問自己覺得較有力的「跑出來的是誰?」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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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強調，這個話頭最後還是會沒力量，但又看我固執？順了我的意，讓我參看看。 
  
       與往常禪期一樣，常住法師，內外護義工總是細心協助地照顧好每位禪眾的身、心、
飲食與睡眠，還有固定的早晚課、靜禪、動禪、出坡，與師父和主七法師的開示。比較不
同的是，時時要提起話頭。當情緒或念頭生起，法師在旁提醒：不排斥、不跟隨，只是覺
察，專心回到話頭，它們會自然消失。這次還體驗到經行中法師的逼拶。時而鬆、時而
緊，緊逼我們提起話頭「什麼是無?」、「是誰?」... 。這次禪眾身心較安定，最後一天隨
著法師早課唱誦時，所看到的經文像是立體字般浮現出來；有時話頭一起，與多位禪眾同
時忍不住哭泣。還有一位禪眾也許心也變得柔軟，當他出坡時，見到常悅法師獨自在角落
用齋時，不自覺地心酸落淚。 
  
       法師提到，聖嚴師父早年曾說過，我們平時要勇於指正他人錯誤，讓他人有進步的機
會，但也必須是在對方認同錯誤的情況下才可給予指正。果醒法師很有耐心地為我們指出
從凡夫的迷失直到成佛的證悟層次，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有的正確觀念。他舉了六茶印心、
海水和波浪、水中月、後念碰不到前念、布袋戲無位真人隨意穿脫戲服等各種生動例子。
法師試著點出我們平日錯誤的慣性操作，以「自我」為中心的錯誤切割所產生的對立，以
及習慣串聯著已消失的記憶等執著不放，也因此煩惱不斷，輪迴不已。 

 
雖然我平時會固定參加橙縣讀書會，已建立了些初步理解的基礎，但這次聽法師開

示，似乎更加融會貫通，比較容易隨著法師的講法的速度一起體會「緣起性空」觀念。希
望日後能更加努力，改變過去以虛幻為實的錯誤操作，修正陳年累積的成見、分別、對
立、抓取等習性，並用心找回自性。只有「不再任意被外境或情緒左右，才能當一個真正
掌控自己心的主人」。也許還要很長的時間精進努力，才可能達到這些境界，但至少可以
先練習用不同的方式，來感受一下這個相同的世界但我卻不曾留意過的美妙。 
  
       這次禪眾有多位老參面孔，也有一位 82歲新生。她說自己學佛晚，這七天，也許不完
全聽懂法師開示，但還是用心跟著法師的速度走，有著開心度假養生的感覺，有生之年還
要繼續參加。另有一禪眾到了最後一天，心中雖還存有許多疑惑，卻也同時有著很多感
動，解七前最後一刻，他也走向佛前請求和他人一同皈依。 

 
法師在禪七結束前問大家:「願意刷的人請舉手? 」舉手的人不多。法師繼續問：「願意刷

的人請舉手?」大部分禪眾皆笑而不語。法師提到公案裡的一位弟子刷了幾個月的木炭，禪
師問他：「木炭刷白了嗎?」，弟子答：「沒有刷白，只是將木炭刷得越來越小。」 

 
法師也教大家如何將經典的道理運用在日常生活中。「若見他人過」，應立即察覺自

己已產生了「我相人相」的分別錯誤，如果能練就隨時「任人擺佈」的功夫，將會是一位
真正高深修行者。法師也幽默舉出多對信眾夫妻，如何運用「八式動禪」的放鬆，有著不
同層次的吵架方式... ，說得禪堂笑聲不斷。 

 
        如同法師先前提到，我原來用的那個話頭，果然力量不再那麼強烈。後來就隨著師父
每天開示的內容，將話頭改成「什麼是無？」。師父提醒大家，修行要綿密不斷，學習
「心空境不空」，千萬不要變成了「境空心不空」。果醒法師說日後他要將禪修排在生活
中的第一順位，同時也問我們是否也可慢慢將修行的順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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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七結束了，我很歡喜地帶着這次收到的寶貴刷子回家繼續刷，至於黑炭會刷白嗎？ 
也許目前不是那麼重要。先學會用對方法，避免將手刷得又黑又痛，再慢慢將過去累積的
煩惱障礙刷小，日後也許就會有答案了？ 

 
禪七前，原本身體不太舒服，一度掙扎是否參加？非常感謝所有幕前幕後的助緣，很

順利地在 LA與大家歡度一個難得的中秋。希望在日後的學佛道上，繼續努力，互相扶
持。也祝福大家的修行道路更順暢。 

 

◆李演希       

 
       在法鼓山學禪修至今已有三年半了，話頭禪對我來講，可說是完全陌生，只聽到師兄
師姐們談論過或看聖嚴師父的書籍裡面提到過。這次很有福報可以報名參加 9月 7~13日的
精進話頭禪七。禪七期間，影片中聖嚴師父的開示，帶領話頭禪七的果醒法師的開示和小
參，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每當我有疑問的時候，從他們的解釋中，問題都可迎刃而
解。 

 
師父說：話頭禪省力又方便，在任何地方都要綿密不斷的憶念話頭（念、問、參）。

不只是念、問，還要參話頭；時時刻刻都要提起話頭，不斷地練習、體驗。也不用怕妄念
起來。好的不喜歡，壞的不討厭，不除妄念不求真。要有信心、恆心、決心，即使不開悟
也會得到很多好處。師父還告訴我們要有虛空心，千萬不要有實心，如果有實心連一粒沙
子都容不下。虛空心可以容納一切眾生，要看各人的善根和恆心。果醒法師提到的「任人
擺布」，說得非常有道理。往往無明的自我執著心，會想控制周邊的事與物，若能萬緣放
下便得自在。法師一席話如醍醐灌頂，從今往後我要成為一粒任人擺佈的旗子，無明的人
覺得吃大虧，其實是得益很大。「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
一息不來我是誰」。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我們是真正的演員，演各種各樣的角色，要認
真的去扮演好每一個角色，但是不要當真，若當真，苦惱的是自己。 

 
經行有輕鬆的走路，有快步的跑香，也有很慢步的走。以前多次跑香小腿肌肉都是疼

痛的，這次覺照到只要把身體的重心往前一點，就像脫了繩子的猴子，一直往前奔跑，整
個人像飄起來似的。放輕鬆，腿肌就不會那麼痛了。跑香時，偶然主七法師會大聲的吼著
話頭「什麼是無？無在那裡？......無還在嗎？」提醒我們。 

 
禪七中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方法來練習話頭禪，包括八式動禪，立式瑜伽，坐式瑜伽，

做早晚課，出坡，打坐等等，都要時時把話頭提起。禪七過後我們在平常的生活中也可以
運用話頭，比如我們刷牙洗臉，上洗手間，運動，做菜，開車，走路，甚至睡覺，分分秒
秒都可以提起話頭。尤其在現代繁忙的生活中，對於有著喜怒哀樂的我是滿有效的，話頭
是一把可以斬斷煩惱的刀。發願生生世世都要修行話頭禪。深深的感恩師父，法師們，師
兄師姐和所有的善知識們，阿彌陀佛！ 

 
◆楊源源      護七心得分享                               

 

9月 7至 13日一週的話頭禪七轉眼就過去了。回想起在禪七報名期間，自己在選擇打
七和護七兩者之間徘徊了良久，最終的因緣還是把我推向了護七。參與打七和護七雖然已
有多次的經驗，但以話頭為綫索的禪七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禪七，顧名思義，有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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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持七日的意思。但也有一說，認為「打七」若究其意涵，實是打掉自己的第七意識之
意。而話頭禪有別於其他以調身攝心為目的的傳統修持方法，它直指生命的本源，不令禪
眾沉浸在安定無為的境界之中。它以積極引導的力量，讓禪修者在止觀雙運的同時，積極
不懈地去探究自己的本來面目。 
 
揣著話頭的方法，雖然沒有在禪堂繼續用功的因緣，但在禪堂以外服務大眾的舉手投

足就成為了自己的蒲團。這也正是師父和果醒法師所教導和鼓勵的，於一切處時時參話頭
體驗自己本來具足的見聞覺知的能力。於是在每一次開示之間的勞動和服務，讓我的身心
愉悅積極的調動了起來，拖地的時候、擦桌的時候、走路的時候都用話頭關照，特別忙碌
的時段可能用不上話頭，但也清楚地知道話頭跑掉了，待身心更為調和些的時候再拾起話
頭。沒有趕著要完成一個工作和指令，一切都是自然循序地進行著。 

 
果醒法師還特別強調一點，所有的現象都是自己心內的東西，都是自己見聞覺知的能

力所顯現出來的。我對此點特別相應，在與其他護持義工一同工作的時候，儘可能的去關
照和體驗。譬如說，在看到有人提出不同工作方式的時候，嘗試著不從自己的立場為出發
點來觀察他人，而是如實了知這是自己心意識裏面所浮出的一個畫面，是自己的東西。這
樣一來，自然而然地便減少了區別對待的可能和傾向。不管事情最終以什麼方式得到處
理，能夠柔軟地去全盤的聽取採納，並執行非自我的意見時，就是對自我中心的一種淡化
和鬆綁了。這也是禪修者們真正應全身心投入並修行的一項工作吧。 

 
護持禪七，實在是一個讓人定、慧、福同時修行的好機會。禪在生活和勞作之中，顯

得既平凡無奇卻又生機勃勃。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洛杉磯弘講 

          五福臨門的人生                                 曉亞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接任法鼓山第六任方丈之後，第一次來到北美地區進行弘化關懷之

旅，繼溫哥華、舊金山風塵僕僕的弘講活動，第三站來到美國西岸洛杉磯，於九月二十二
日蒞臨太平洋棕櫚度假中心，舉行了一場以「五福臨門」為題的公開演講，闡述如何透過
發現、管理、創造、思考、信仰的五種力量，來追尋真、善、美、智、信的境界，並能以
佛法的智慧肯定自我、提升自我、消融自我，進而能行一切善、斷一切惡，最終達到無我
的境界。方丈和尚結合世間法與佛法思辨的一席演講，令在場三百多位聽眾品味思索不
已。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朱文祥大使、蒙特利公園市華裔市長梁僑漢伉儷及聖嚴師父法子
吉伯．古帝亞茲（Gilbert Gutierrez）亦全程聆聽，並於會後就法義熱絡交流。 
         
        曾親炙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教導的朱文祥大使於致詞中表示，他一年要參與數百場
活動，但是今天這一場卻讓他有回家的感覺。他感恩佛法帶給他智慧與勇氣，使他在工作
上能夠清楚明辨是非善惡，面臨道德兩難時，總能在關鍵時刻仍舊(or依然能)把握初心完
成使命，利益眾生，並且廣結善緣。 
 
        方丈和尚表示，人類生活有物質與精神兩種層次，互為影響。精神生活方面，包括科
學生活、社會生活、藝術生活、哲學生活及宗教生活。科學生活運用「發現」的力量追求
真，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更要注重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保護環境，共生共存，如聖嚴師父
所說：「以科技做為人文關懷的資源與工具，用人文精神處理科技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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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生活方面，是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管理」的力量追求善的境界，由 
對的人做對的事。在西方以社會倫理為重，東方以家庭倫理為本。法鼓山多年來推動心六
倫運動，包含家庭、生活、校園、自然、職場及族群倫理，成立心六倫宣講團及生命關懷
專線，它的核心價值是盡責盡份、奉獻利他，行事要領是堅守原則、充分授權、尊重他
人、關懷對方、主動溝通及隨時檢討。 
 
  「最好的管理，是自律，是自己約束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藝術生活方面，以「創造」的力量追求美。方丈和尚與大眾分享了他的書畫作品，現
場並播放其鋼琴演奏樂曲。每個人都需要藝術的生活為人生增添更豐富更美麗的向度，追
求生活的美學，終身學習，終身奉獻。 
 
  哲學生活部分，以「思考」的力量追尋智慧，透過邏輯思維證明我們的理念合理可
信，幫助我們擁有更理想的生活。哲學的思考與佛法不同的地方在於，哲學探究因果，佛
法則進一步思考因緣，從而產生「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智慧。 
 
  最後有關宗教生活部分，方丈和尚花了相當多時間解說信仰、時間與存在的問題。信
仰的力量，是因為理解生命的短暫，希望能超越永恆。一般宗教的永恆是信仰與禪定，佛
教則是超越永恆的智慧。人之所以有生命（我）的存在概念，是源於剎那連續的念頭，實
際上，念念生滅的原因，是後一念抓住前一念不放。他以時鐘為例，秒針從這一秒走到下
一秒，是獨立的動與靜，是又動又靜，同時存在。「時間動不離靜，靜不離動」。自我的
存在不離時間與空間。2016年方丈和尚曾來北美弘法停留一個月，回去之後，看見原來熟
悉的環境與之前有所不同，內心不禁生起惆悵之感，幾天之後才逐漸適應，這便是剎心的
體驗。有能所、有生滅時，便非真實。當進入到禪定狀態，念頭止息不動，時間與空間便
會消失，也就沒有「我」的存在。 
 
  生老病死，生住異滅的狀態中，「住」不等於「異」，更簡化一點來說：靜不等於
動。感覺到動是因為我們的心連結與前一秒的關係，不斷地後念緣前念，生滅相續，便墮
入輪迴之中。方丈和尚以永嘉大師《奢摩他頌》說明生滅的現象，如何「唯覺無所得」，
如《心經》所言「無智亦無得」，才能成就本自具足的智慧。所謂的初心處，此經驗需透
過禪修、參禪的修持，提起話頭，例如：「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禪的理論是要把自
我中心、自我執著、自我意識，從肯定而到達否定，要先肯定自我，然後到否定自我，連
主觀、客觀的對立存在也都要否定，超越於對立與統一之上，才是禪的悟境。 
 
  方丈和尚勉勵大眾，要認識自己才能獲致成長。從自我肯定、自我提昇，到自我消
融，是從「自我」到「無我」的三個修行階段。最後以「非我」為我，行一切的善，斷一
切的惡，就能慢慢體會「無我」的境界。     
   
        以人類的五種力量，追尋真善美智信的五種境界，連結與佛法的關係，將其運用到日
常生活裡，讓生命更充實，更富多樣性，並且從信仰中獲得佛法修行的究竟智慧，迎接真 
正「五福臨門」的圓滿人生。 
 
        此次洛杉磯關懷之行，方丈和尚果暉法師也拜訪慈濟美國總部及佛光山西來寺、西來
大學，就佛教的普化、教育、傳承與推廣等多元面向互換心得，與各擅其長的佛教團體共
勉，經常交流合作，讓佛法的慈悲智慧能為當前社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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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任方丈和尚果暉法師 

        
                                   台北經文處三位代表, 果暉法師, Gilbert, 果醒法師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的讀書會簡介                 馬茹瑩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目前共成立了四個讀書會。除了一個週六的英文讀書會，另有三個

中文讀書會，中文讀書會簡介如下。 
 
第一個洛杉磯的讀書會成立於 2008年，研討的是常延法師的光碟課程《學佛五講》，

當時是由許淑良菩薩與李耀芳菩薩帶領討論。2012年接著讀的第二本書是禪學著作《牛的
印跡》。2017年開始研讀至今的是《襌的生活》。每次週六讀書會上課前，讀書會小組會
將所設計過的問題先進行討論，由許淑良、陳偉豪，以及翁文玲輪流帶領討論，並由前監
院果見法師以及目前的監院常悅法師輔導。此週六讀書會的特色是，會員多是道場多年的
同參道友，對經文義理研究深入認真、特別精進用功，常被私下稱為「精進班」。 

 
第二個洛杉磯的讀書會於 2013年在常諦法師發起，由黃智惠帶領，成立了每週三早上

的「心靈環保讀書會」，指導法師曾有過常諦法師、常宗法師、常統法師，現任是常俱法
師。讀過了《智慧 100》、《真正的快樂》、《雪中足跡》，目前讀的是《人間世》。此
週三讀書會的會員多半是退休人士及可以彈性上班的師兄姐們，也大都是剛剛接觸及學習
佛法的有心初學者。我們調侃自己是「初階班」。 

 
第三個讀書會是在橙縣爾灣，於 2014年 8月開始。自從 2016年 4月正式成立「法鼓

山南加州橙縣聯絡處」，就定每個月第一個星期的週三晚上為「心靈環保讀書會」。 已讀
過《禪的智慧》、《真正的快樂》，目前讀的是《禪的生活》。召集人是徐洛鈞，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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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晴涵，帶領人是林博文師兄。林師兄很用心的為每次的讀書會準備了許多中英文的補
充資料，幫助會員們融會貫通，及更明瞭師父書中所表達的內容及意涵。 

 
「讀書會」的重要功能是，會員們能藉由一起共同學習佛法的機會，更深入地了解師

父弘法的精神與理念，以及法鼓山道場所秉持的道風，並進而把師父提倡「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落實在平日的生活中，也因此接引了不少會員成為道場的發心義工菩薩。 

 
             「香積組」簡介                                          Jessica 
  
進香積組三年多來感覺到香積組是個組織雖然很特別但也很完善，目前有一位組長，

兩位副組長。 還有一位經理與總管，凡是比我年長者, 都是顧問。目前在加州從舊金山到聖
地牙哥‚ 都有 LA 道場香積組的組員。隨著每次不同組員的配合及排班，菜色可以從大江南

北，歐美西式，或是台灣小吃，糕餅甜點應有盡有！  
 
大家只要看每次道場辦活動或是茶敘，桌上的菜餚及點心拼盤，就知道我們的工作內

容。隨著道場這些年來各項活動的成長與以及參與人數的增加，也就明白香積組的工作量

也逐步增加。 
 

香積組是個既可以深入淺出，又是老少咸宜的組別。如果您剛學佛，覺得受益良多，

很想發心當義工，又不知哪裡適合自己，那麼香積組是您最好的入門選擇。我們的門檻不

高‚只要您能開關水龍頭就符合資格。 如果您是學佛修禪多年的老參，想考驗自己定力的功

夫，那麼這裡也是您最佳去處。因為師父說大寮的水深火熱是修行的好地方。歡迎您的加

入，同時也很感恩這些年在香積與大家一起學習。阿彌陀佛 ! 

 
          生活中處處見監香                                三寶弟子 

 

九月初忽然在家裡的廚房看到一群螞蟻，心想雖然後院的螞蟻窩不少，但在這裡住了

20多年這是第一次在家裡看到，心裡是不能接受的。儘管不能接受也是要處理，只是學佛

後珍惜每個生命�要處理的確有困難度。在把螞蟻們請出家裡的過程，即使動作再小心，也

是會讓螞蟻壯烈犧牲，當下真的感受到螞蟻生命的脆弱。 

 

那陣子有親友從台來訪� 又逢中秋節�家裡人多，大家的生活習慣各不同，一些用過的

餐具沒馬上洗，吃完月餅的包裝沒馬上丟，立即招來蟲蟻，我和女兒每天都互相提醒對方

甚麼沒收好。在這個過程中，才知道自己平時有這麼多不自覺的習慣居然如此的難改。自

此，每天早上起床後與就寢前都要仔細巡視廚房，感覺像是做早晚課。這些螞蟻菩薩彷彿

成了我的監香，讓我體會無常，放下執著，接受現況，時時提醒我改變原有的惡習。 

 

       兩週後螞蟻漸漸減少� 偶而看到幾隻時我還會有莫名的歡喜心。輕輕地把菩薩們請出戶

外，並替牠們皈依，珍惜當下跟每個珍貴的生命所結下的善緣。也感恩他們的蒞臨，讓我

有了一個很特別的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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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 Attend EMD (English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Henry Hail 
 
I first became involved in EMD (the English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group)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about two years ago, in the fall of 2017. At that time, I had recently 
moved to Los Angeles and begun a new job. Work took up most of my time and energy during the 
week, and I was spending most of my Saturday mornings watching TV or sleeping in. I met a lot of 
people through various Meet Up groups, but perhaps like many single people in their 30s who move 
to a new city, I found it difficult to find a stable group of friends with similar interests. I felt like I 
was just drifting alo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coming more conscious that I was getting older, 
and I felt that I needed more direction and meaning. I decided that since I wasn’t sure exactly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the best way I could spend my free time was to try to become a more wise 
and compassionate person. 

 
Meditation has always helped me to calm my emotions and focus my mind, but for most of my 

life I have meditated only sporadically, not adhering to a daily or even weekly practice. I decided to 
look for a community to meditate with regularly in Los Angeles. I remembered that about ten years 
ago, while I was studying Mandarin over the summer in Taiwan, I befriended some practitioners 
from Dharma Drum Mountain. I meditated with them several times, and they also gave me a tour of 
the headquarters. This experience left me with a very positive impression of DDM. In particular, I 
remember the calligraphy at the headquarters which read “Original Face.” As someone who has long 
struggled to find a stable identity and a place where I fit in, this concept of “Original Face” appealed 
to me, because it mean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deeper and more meaningful which transcended all 
of the different identities which I had been struggling to reconcile in myself. Remembering my 
positive experience with DDM in Taiwan, I decided to Google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and that’s how I learned about the English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group at the DDM 
Los Angeles Center in El Monte. 

 
I have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different meditation groups in Los Angeles, but I most 

consistently attend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EMD group because I deeply respect the monastics 
and I feel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here. I was happy to find that the monastics take a gentle and 
flexible approach to sharing the Dharma, and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Through discussion, participants in EMD have space to discover the teachings and 
relate them to our lives. Moreover, I feel that both the monastics and the laypeople here genuinely 
care about my spiritual growth, and I have made several genuine friends who share my interest in 
Buddhism and self-improvement. 

 
Some Saturday mornings I am still reluctant to attend EMD and I initially feel that I would 

rather sleep in or watch TV. Yet after arriving at the Los Angeles center, doing the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sitting in meditation, and discussing the Dharma with other practitioners I 
always feel very peaceful and calm, and am glad that I showed up. I notice the benefits of Chan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rest of my week as well, as I have better concentration at work and am able 
to deal with other people in a calmer, more skillful way. I’m thankful to Dharma Drum Mountain 
and EMD for providing a place where I can continue to cultivate myself while feeling like I am part 
of a large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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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12月特別活動預告    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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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 12/15 (日)  10:00am~12:00pm        
 

免報名，歡迎到
場參加共修 
 

 2019 大悲心水陸法會 (洛杉磯道
場視訊網路共修)   

11/24  (日) - 1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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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22  (日)     10:00am~12:00pm    免報名，歡迎到
場參加共修 

 

 

義工默照禪十 (兩梯禪五） 

 

12/25/2019  - 1/4/2020   

常護法師 帶領 

第一梯 12/25 (三) 1:00PM - 12/30 (一) 
12:00PM 
第二梯 12/30 (一) 1:00PM - 1/4/2020 
(六) 12:00PM 

 

請先上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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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dmbala.org/
http://ddmbala.org/zh-tw/2015-11-01-01-01-07/2015-11-01-01-19-43/2019-10-19-19-54-51
http://ddmbala.org/zh-tw/2015-11-01-01-01-07/2015-11-01-01-19-43/2019-10-19-19-54-51
http://ddmbala.org/images/Oct2019/10dayvretreat2019.jpg
http://ddmbala.org/images/Oct2019/10dayvretreat2019.jpg
http://ddmbala.org/images/Oct2019/10dayvretreat2019.jpg
http://ddmbala.org/images/Oct2019/10dayvretreat201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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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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