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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的工夫 

如何達成頓悟的目的，首先要在日常生活裡，時時刻刻注
意自己的舉手投足與舉心動念，不僅生活得清清楚楚，而且經
常要在穩定、平衡、輕鬆的心態下努力不懈。如何做到這種程
度？就是當你無論做什麼事或面對什麼人的時候，首先放下
瞋、愛、得、失的自我觀點，然後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地從事
各項活動。例 如你煮飯，乃至你打掃、睡覺、讀書、工作，都

全心全力以赴，若能胸中無私，加上心無二用，就是禪的平常
工夫。將此工夫持之以恆，則縱然不能頓悟，已是快樂之人。 

 

不過這種工夫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一般人碰到單純的
事和普通的人，大概還能用平常心來對待，如果遇到親情、愛
情等的情感問題，或遭到財產、名譽、地位等重大的得失關鍵
之際，就不容易用平常心來處理了。所謂平常心，就是在日常
生活中看慣、聽慣、受慣、做慣的心情，要以慣常的心境來處
理反常的一切現象，而對任何不得了的天大事情，能夠當成平
素的家常事來接受它、處理它。 
 

介紹三種方法 
 

平常心就是禪修者的慧心，實在太好，可是相當難得，因
此需要使用方法使情緒化的心境淨化平衡。最實用而簡便的方
法就是雙手合掌，然後用你的兩眼看著你兩手中指的指尖，專
注地保持這個姿勢，三十秒至一分鐘之後，你的心緒自然平衡
下來。 
 

另外一個方法是注意你的呼吸，留心出入於鼻孔的氣息，
也能平息你的情緒。 
 

還有一個辦法是念「南無阿彌陀佛」，或念「南無觀世音
菩薩」的聖號。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不僅身後能夠往生
西方，也能為現世帶來平安和好運。 
 

這些都是修行平常心的方法。這些方法能使情緒平靜的原
理，便是移情作用，即是從用合掌、看呼吸、念聖號等專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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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頭，來代替那些使你的情緒波動的心念。如果經常這樣做，就能經常保持平穩和諧的
心境。好像為了讓建築物免遭雷擊，就得預先裝置避雷針一樣。 
 

如果經常使用上述的方法紓解不平衡的情緒，有一天當你的工夫純熟的時候，猛然間
反問自己：「我的本來面目是誰呀？」「合掌的是誰呀？」乃至「念佛的是誰呀？」其中
的任何一問，都有可能使你頓悟三世諸佛本來就是與你同一鼻孔出氣的。諸位想不想頓悟
啊？想！既然想，就請從經常保持平常心開始。    摘自《禪與悟》 
     

【僧活小語】          少年壯年中年，還需要夢想嗎?              演宗 
 
講到『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其中一章「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談到臨終的準備

時，問了大家：人生中還有沒有想做的事？還有沒有未完成的夢想？原意是要提醒大家，
無常隨時將至，要抱著每天都是人生最後一天的態度，積極面對生命，不要蹉跎了此生。
不知道是不是「夢想」二字離大家太遠，或是太匪夷所思（法師講夢想耶！）大家張著臉
對著我笑了，連睡著的都醒過來了，就是一片無聲。我也一時無語了！如果，將「夢想」
換成「願」呢？《真正的快樂》書中提到：一般人常以為，佛法要我們什麼都不求，其實
這是一種誤解。佛法雖然教我們不要「貪求」，但卻教我們要「求願」，如此一來，個人
不會失去奮鬥的目標，社會也才有繼續進步的動力。 

 
《真正的快樂》又提到：「求願」就是許願、發願，願自己朝著某個方向走，或是完

成某件事。求願的過程和築夢踏實的過程並無二異，只是夢想、築夢踏實這些詞彙較世俗
罷了。真正重要的是，我們的生命中是否有「願」。聖嚴師父曾說過：「發願要發大願，
不要發蠢願，要發一個利人利己的願。只怕是我們不敢發願，或是認為讓其他有能力的人
去發願好了，我是沒辦法的！」其實發願是常常需要去省思的，思索我接下來的人生該怎
麼過，才能讓這期生命有價值和意義；也需要常常省思自己發了願後是不是離了方向，迷
了路。這個命題，不管是青年、壯年、中年、老年都需要檢視和思索。 

 
「發願」是師父的教法中很強調的一環，透過發願，我們修學佛法、我們的生命有一

個明確的方向前進，雖然願還未達成，也已在前方，生命更不至於茫然或是迷失在無謂的
事情上了。 
 

洛杉磯道場「大悲心水陸法會」共修圓滿 
                                      贊普物資捐贈回饋社區                                 曉亞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於11月24日下午以灑淨儀式正式啟運今年「大悲心水陸法會」共修

活動，從11/25-12/1日每天透過與總本山網路傳檔的視訊模式，展開以大壇梁皇寶懺及瑜伽
燄口壇為主的精進共修。贊普物資於法會圓滿後，分送當地慈善機構，透過公益團體將資
源轉予亟需幫助的貧困低收入居民，以實際行動回饋社區，關懷照顧弱勢族群。 

 
水陸法會集合了「上供、下施、消災、普度」等諸多不可思議殊勝功德。其它法會只

誦某一部經，或只拜某一部懺，今年水陸法會則廣設十一壇，每一壇就是一堂佛事。眾生
以其相應的因緣與根器，至各個壇場聽經聞法，因此一場水陸法會所供養、救度的眾生無
可計數，為漢傳佛教中最盛大且隆重的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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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灑淨當天晚上舉行「大壇說法」，向信眾們說明水陸法會總壇與各壇的關係
及梁皇寶懺的架構與內容，引領大眾深入法會的精神與意涵，希望大家能藉由至誠懇切的
拜懺修行，開啟自性光明及生起慈悲度眾的菩提心，並將水陸精神落實到日常生活行住坐
臥中。 

 
今年的「贊普桌」共設有三個主題，除固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熱食桌之外，另外每天

各有主題變化，將佛法心要融入其間，結合食材特性與別出心裁設計呈現寓意深遠的意
境。包含：「培福有福」、「廣結善緣」及「感恩知足」，並分別以「貧女點燈」、「老
僧餵蚊」及「無相頌」等佛經故事、智慧來闡釋呈現。培福就如同把今生得到的福報，種
到田裡，便可以培養出更多的福來。修行道中，隨時隨處以平等心廣結善緣， 知足感恩，
如果能夠透過無限的包容與平等的關懷，來廣結善緣、普濟眾生， 將來一定能夠消融自
我 ，成就佛道。 
 
2019-11-25  贊普桌主題：「培福有福」                                                           熱食桌 
 

       
 

2019-11-27  贊普桌主題：「廣結善緣」                                                          熱食桌 
 

       
 

2019-11-30  贊普桌主題：「感恩知足」                                                           熱食桌 

 

       
 
來自香港的鄔家芬，曾經兩度參與總本山水陸法會，今年是第一次參加洛杉磯水陸法

會。「非常感動於法師、義工菩薩們的發心、一絲不苟全心投入，提供如此莊嚴的道場與
氛圍，讓大家有共修的機會。」，她非常感恩在海外也能有此殊勝因緣參與水陸法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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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參加大壇梁皇寶懺的拜懺，看到大壇法師們都是全程站著，又唱又拜，「我的內心萬
分感動，不管身在何處，在台灣、香港或海外、法鼓山永遠是我的家。」 

 
連續兩年從鳳凰城特別飛來洛杉磯參加水陸法會的李桂菱，父母親往生時家族皆舉行

梁皇寶懺，因此對於此懺典具有特殊情感。她很感恩有機會親近道場，可以專注於儀軌攝
心修行。去年因為母親剛往生，所以參加法會時觸景傷情落淚，哭得很傷心；今年則提醒
自己要專注於經文及儀軌的唱誦禮拜，將其當作禪法的修煉，「拜懺本身也具備禪修的功
用，如果一鬆懈馬上便跟不上」。李桂菱並許下心願，希望明年能有機會回台灣參與總本
山大悲心水陸法會。 

        
七天的「大悲心水陸法會網路共修法會」於12月 1日下午的「送聖」儀式結束後圓

滿，在彌陀聖號、法華鐘聲裏，近萬人的送聖隊伍為禮敬、供養及感念對象，獻上誠摯祝
願所展現的廣大慈悲與攝受力量，讓同步共修的信眾深受感動。 洛杉磯道場開放網路共
修，打破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雖然身在海外，依舊能透過視訊，共同參與法鼓山總本山一
年一度水陸法會。一場法會連結不同時空下世界各地所有參與者，其清淨心與大悲願力共
同成就了這場莊嚴殊勝的共修法會。 

 
洛杉磯道場贊普物資於法會圓滿後，分送「山麓聯合中心」、「美國關懷使命」等當

地慈善機構轉助貧困弱勢族群，讓更多需要關懷照顧的人在歲末得到實質的幫助度過溫暖
的耶誕新年假期。 

 
法會送聖圓滿之後，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勉勵大眾，共修法會雖已結束，但學佛者有責

任、有義務，要以自己的言行，分享佛法給認識及不認識的人受用，讓大家都能開發心中
慈悲、智慧的寶山。同時藉由義工的故事，說明有福的人並不是享福的人，歡喜培福的
人，才是有福報的人。並分享2020年將以「培福有福」，作為法鼓山僧俗共同學習成長的
主題。「廣結善緣，大家來培福；感恩知足，人人有幸福。」 

 
聖嚴師父曾說：「一個人修行猶如一根紗，很容易被扯斷，如果許多人一起修行，就像許
多紗結合在一起，變成堅韌的繩索，那力量就很大了。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因此獲得整
體的力量。」共修時，藉由強大的凝聚力與道心，讓參與者更能專注集中，攝心修行。在
虔誠禮敬及法音悠揚中，與諸佛菩薩的慈悲願力感應，點燃心內一盞明燈，照亮自己，也
帶給他人無窮盡溫暖光明的力量。                       
 

                       供佛齋飯和贊普供飯菜的心得分享               李演希 
 
去年只是參加供佛齋飯，難得一年一次在美國洛杉磯道場的「大悲心水陸法會」可以

修福修慧和種廣結善緣的福田，決定有生之年一定都要參加。 於是今年第二次參與供佛齋
飯, 也是第一次參與贊普供飯菜。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可訓練人的頭腦靈活變通而不執著，
身手敏捷。供佛齋飯的菜色是精緻清淡高雅。贊普供飯菜是要色香味俱全, 是五大盤和一鍋
湯的組合，多彩多姿，全部的素材和配飾都是以素菜水果為主，可以說是「 廣學多聞，增
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活學活用，如果能把佛法禪修運用在每一件
事情的當下，你就活得很精進很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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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個人的體驗是，大悲心水陸法會還沒開始的前幾週，自己有點緊張，那是因為
第一次做贊普供飯菜，只專注在一道紅桃粿的外皮，不停地找方法，實驗了很多次，還是
不滿意，一邊做一邊參話頭「什麼是無，什麼是無......」不停地參，無不代表沒有。放下，
不爭取，不要太執著紅桃粿的表皮好不好吃。若是他人說好吃，還是覺得自己可以做到更
好地，為什麼我不去做。用虔誠的心去做每一件事，那怕是小小的事情，功夫會教人，一
定要實踐佛法。蒙佛菩薩加持，法師們與師兄師姐們的和諧虔誠的心，輕輕鬆鬆的法會就
功德圓滿，太不可思議。深深的感受到佛法的智慧，願人人都可以接觸到佛法。感恩十方
佛，感恩一切眾生，感恩有您，有我的地方就有佛法，阿彌陀佛。  
 

              
 

                                           大悲心水陸法會心得                                      黃慕瑾 
 
今年感恩節的休假期間，選擇了《梁皇寶懺》的懺法來放鬆身體，期許自己能凝然守

心，提昇自己，於是就參加了七天的法鼓山水陸法會。來到了 LA法鼓山的慈悲道場、一
起加入大壇誦念十卷的《梁皇寶懺》。常悅法師在大壇開講中說：「梁皇寶懺有《懺王》
之美名！誦念時要反觀自心、懺悔洗滌清淨自心。」我誦念的當下，真的深感漢文的優美
悲切，所闡述的懺法思想，令人省思。隨著大眾ㄧ起誦念的同時，也深切的感受到佛門慈
悲度眾之善舉，真是讓我感動。最後就用歡喜愉快的心，五體投地的拜懺，我今見聞得受
持，願真能解如來的真實意啊！ 

 
  在法會期間，法師總會在適當的時機，用問題來反問大眾，然後再解釋懺法和法會的

真意。想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說明懺法，真是用心良苦。誦念完成十卷的《梁皇寶懺》， 對
經文言簡意賅的反思，就是覺得自己真的是任何小惡都不能為之，要信三寶，孝順父母， 
友善眾生。法師說：「因果是存在的，懺悔是必要的，但並不代表果報就不出現了。所以

積善因，走正知見的大道才是正道。」《梁皇寶懺》每一卷都有入懺和出懺，用以讚佛，
自述罪業，然後懺悔及迴向。每卷出懺向佛菩薩說：「自己懺悔已經圓滿。」那時身心是
安定的，就像果醒法師講課時提到的：「佛性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心安定清淨
了，智慧也就增加了。  

 
      《梁皇寶懺》每次禮懺都以「南無彌勒佛」為首，最後再以「南無觀世音菩薩」為

尾。這讓我覺得很不一樣，剛好以前就特別喜歡彌勒佛，所以很歡喜，覺得和彌勒佛特別
有緣。我今年第一次參加的法會是清明節的「八關齋戒」，那時禮懺的佛號順續不一樣，
但也就是因為那次的拜懺，才有這次的參加拜懺的動力。這次在七天的法會期間，不少師
姐師兄們都是入住在道場的寮房，幫大眾護持法會。心裡很感動他們的護持，也希望自己 
將來也能有機緣，一起護持如此殊勝的水陸法會。印象最深刻的是果醒法師說：「把家裡
當道場，處處波羅蜜，念念波羅蜜」，和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說：「人在那裡，佛法就在那
裡。」這都令我期許自己能行佛道。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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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禪三心得分享 
                                   

Amy Huang 
 

參加禪修是最能放鬆身心休息的，所以參加了 LA道場 2019年 11月份的英文禪三，這
次是由 Gilbert Gutierrez老師指導的。在 Gilbert 老師出現前，自己都不知道參加的是英文禪
修。有幸的是，從小在台灣就常和母親去佛堂，雖然佛經研讀的不多，但都聽過很能理
解。當場學了不少英文：Samadhi(禪定）、Karma(業報）、Samsara(輪迴）、Sunyata(空
性）、Nirvana(涅槃）、Dukkha(苦）、Kusala(善）、Akusala(惡）。Gilbert 在 kusala 和
akusala 上解說了一段時間，意思就是要大家修「善因」走正道。開啟自性的大悲心，試著
用「無我」和「空性」的觀照、從 non-duality(無分別）中，超脫一切分別思維, 徹底破除
有、無的二元概念。自己這次雖然沒有達到禪定，但是打坐在方法上精進不少，是很難得
的經驗。 

 
Gilbert 老師用英文講解「Samadhi禪定」，要大家在坐定後，不斷地觀照自己的心。記

得在果醒法師講「信心銘三講」中，也提過觀照中要「定慧一體」要默中有照，照中有
默。「一行三昧」在行住坐臥之中、心不隨境動，且不住於相。法師說：「不隨境轉、如
如不動、心不住法、即流通。」果醒法師喜歡以水和水波來比喻，如何看到水的本體是流
通的。 而我在這次禪三中，心無雜念地，一心觀照，這次感覺到的是體內的氣流，我似乎
看到氣流順著一定的途逕流經我的左腿，讓我的左腿變舒服。後來小參時問了 Gilbert老師, 
這是不是真的？Gilbert要我不去想是真是假，別著相，但可以繼續這樣觀照。於是我第三
天繼續心無雜念地觀照，不可思議的是我第三天更輕鬆了。進步的感覺很好啊，雖然只是
小小一步！ 

 
最後要分享 Gilbert 老師強調的 non-duality(不分別)， 也就是佛教《中論》所說的涅槃

空性之雙遮二邊論。Gilbert said: It is practical in your everyday life - do not pick and choose , do 
not discriminate, do not create vexations. The more vexations you create, the more it gets worse and 
worse.「有無」見解，為顛倒妄執的顯現，要徹底破除分別心走向解脫。在方法上，有師姊
在分組討論中，分享了 Gilbert 如何 alleviate vexations 的方法。「Turn the mind’s eye 
inward! 」每次生氣時，就把自己的心，跳出身體外，來反觀自己，「反問自己，這個在生
氣的是誰？」妄念不生，故知本心，本來清淨。最後用 Gilbert 的結語：「We see the world 
in a way in which we are part of mind. We are connected from the nature of mind. The more we turn 
the mind’s eye inward, the more we are not attached to the idea of ego.」-「無我空性」，願第一
步「三際托空」-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清明純一、寂然不動、無所罣礙⋯⋯在禪
修的世界裡能邁出這第一步。阿彌陀佛！ 
 
風鳥 
 

法鼓山 LA道場為期稍長的禪修活動並不多，一年辦一次的英文禪三，對我來說屬於
「必須參加」等級的活動。再加上，帶領人 Gilbert老師是聖嚴師父在美國的法子，說什麼
也不能錯過此一進修機會。 
        記得幾年前初次參加英文禪三時，強烈執著於坐禪功效的我，一度很難適應 Gilbert的
禪三帶領風格，總覺得老師 Dharma talk的時間太長，而實際禪坐的時間卻偏短。然而，多
年下來自己在禪坐上的心態和觀念已改變不少，盤腿這種基本功得在家先練好，進禪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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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秒都得珍惜，老師的每一個安排和教導都是最美好而恰當的，抱著這樣的心態參加禪
修活動，我發現這次禪三我不僅很能接受禪堂的所有安排，甚至是很享受當下的每一刻，
尤其藉由打坐使雜念得以沉澱，以此相對清醒的狀態來吸收直探人心的法義，感覺收穫多
到讓人感動！ 
 
        不同於一般的次第禪法，Gilbert老師無論在禪修方法或正見上的指導，都是非常直指
人心的「禪宗」風格。一般禪修的教導多半從觀息觀身的技巧著手，而禪眾的關注點也常
會落於腿酸疼麻或氣等身體狀況，導致難得參加的一場禪坐，分享下來的心得卻多半繞在
身體現象打轉，殊為可惜。Gilbert老師的教學則在一剛開始就直接以我們的心“Mind”作為
禪修方法及觀念的下手處，他在禪堂裡所提出的幾個重要的禪修原則：如 contemplate, 
present moment, no thinking, awareness, continuous…等，都是以“Mind”作為觀察的主體或對
象，所謂『萬法唯心造』，擒賊先擒王，究竟我們這顆心的本質為何？禪修正是最佳時機
來探索，這些關鍵詞既是禪修方法也是禪修的重要正見。 
“Stay in the present moment”大概可以說是 Gilbert老師禪修教學中最基礎且核心的方法。這
句話看似簡單，操作起來可一點都不容易。我們的念頭瞬息萬變，除非有一點功夫，否則
一般人多半就是隨著念頭四處造業去了，即便人在禪堂用功，我們也多半會為身體現象所
惑，忙著照顧我們的肉體和覺受。能夠不理會身體層次的問題，進而觀照到自己的念頭飄
忽不定已是相當不容易；「觀(照) 」到了，還能「默」掉，然後繼續觀照，維持在這樣一
個狀態中，叫 stay in the present moment，這又是再上一層的功夫了。在我看來，這是開門
見山直指人心，直接進入默照層次的修法了。 
 

Gilbert老師在小參時曾提到，白板上羅列的幾個禪修詞彙都是很重要的修行原則，無
論哪種禪修方法在操作上都必須符合這些原則。Stay in the present moment固然是對默照狀
態的最佳詮釋，但若以此為禪修原則，則能讓我們的心時時保持一種覺照 “awareness”。有
時我們過分專注在禪修的某種特定方法上，這固然有利於進入某種層次的定境中，但也可
能因此失去對身心或周遭事物的覺照，一旦失去覺照就很容易「住」於某種境界。修學大
乘菩薩道的漢傳禪法不強調入定，一旦入定等於進入休息狀態，那菩薩道的工作豈不是就
中斷了？因此，不斷保持覺照狀態 keep awareness就顯得格外重要，無論在禪堂內或禪堂
外若都能保持這份覺照，就能在這眩惑人耳目的森羅萬象世界中保持一份清醒，並持續進
行自度度人的工作。 

 
不過，想要處在默照的清淨且清醒的狀態中，對現代人來說著實不容易。由於社會狀

況日益複雜，各種資訊真假難辨，人際關係導致的難解情緒等等，都在鼓勵刺激我們不停
地思維，甚至耽溺於某些念頭群中難以自拔。Cannot stop thinking大概是現代人最大的通病
了，如果我們每天腦子轉個不停，不得片刻安寧清淨，禪修時又怎可能放得下這些念頭
呢？Gilbert以十分傳神的 sticky thoughts來形容這些粘著在腦中拔也拔不開的念頭，他教導
我們要 No thinking. 具體方法除了不斷提醒自己要 Stop thinking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放鬆身
心 Relax our body and mind。 

 
身心是互相影響的，心不自在不放鬆，身體就會緊；身體一緊，腦子就會習慣性地運

轉而產生更多念頭；一旦對這些念頭認真了，就會產生情緒，身心就又更加緊繃了。如此
惡性循環，幾乎是現代人的可憐寫照。這是為什麼禪修時放鬆身心是如此重要，這也是為
什麼進禪堂前，法師們會一再要我們把所有事都留在禪堂外，不要帶進禪堂來。唯有身心
徹底放鬆，才有機會真正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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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放鬆了，就會發現念頭的威力減弱了，這時就有機會進入下一個階段觀心的層次
“to contemplate our mind”。Gilbert 老師一再強調“contemplation(觀)”不同於“cogitation(思
考)”。『觀』不是一種思維狀態，更不是一種意識(consciousness)運作的狀態，我們只能在
心放鬆且無念頭干擾的狀態下，才可能進行有品質的 contemplation。這次禪三會後引發最
多討論的莫過於一個三明治或鏡照鏡的比喻了。Gilbert 在白板上畫了兩面相對立的鏡子，
第一面鏡子照著前面的物件，第二面鏡子則照著第一面鏡子，他說觀心即是 use mind to 
contemplate our mind. 這讓我想起過去林師兄分享過的一個觀念 Be aware of our awareness∼
覺照到自己正在覺照？一個全世界只有人類獨有的自我覺照的能力。這個人類獨一無二的
覺照能力，若能透過禪修好好培養，對淨化人心的功效不可小覷。 

 
當我們的心透過禪修沉澱了淨化了，不再受到 duality 的二元世界概念的干擾後，這時

才可能有機會體驗觀照到那無遠弗屆的心的力量。至於如何做到呢？Gilbert 教我們必須
turn your mind's eye inward (向內觀)。這句話很吸引我的注意。也讓我想起一千多年前慧可
向禪宗初祖達摩跪求安心之道時，達摩一句『將心來，與汝安』，頓時讓慧可轉而向內，
遍觀心不著，這才開悟見性。這似乎也意味著，當我們把過多注意力都放在掃除妄念，或
如何安心時（仍是一個向外的狀態），有可能我們已經忘失了真正重點該是向內觀，看看
究竟誰才是這些念頭背後的真正主人？ 

 
在禪三結束一個多月後才提筆寫心得，能記起來的重點實在有限，許多 Gilbert 用的精

彩比喻和說法都已淹沒在記憶深淵中了，這就是過於懶散不夠精進的後果。只是說到精
進，禪三期間 Gilbert提到的 Four Exertions（四正勤）倒真是讓我沉思良久並欽佩不已。他
提到曾遇過一位律師同業，與人說話時總是頤指氣使，愛用手指指著他人說話，這使得
Gilbert 有時也會生起怒氣起惡念，想『斷了那根指頭』，只是這個瞋念一生起，一覺察
到，他的第二念與行動，竟能立刻轉成思考該如何與他和諧相處（ to harmonize with 
him），並付諸行動。當下生起的第一個惡念即刻被斷除，而怒氣也就跟著消失了。 

 
教導精進修行的『四正勤』中提到：未生之惡令不生，已生之惡令永斷。我們一整天

念頭遷徙流轉不已，真正的精進是在於每個念頭流轉的當下，你是否能區分得出這是惡念
或善念，並有能力主導控制自己隨後的行為和動作。起惡念並非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你
是否能覺察到以及後續你是如何處理這個惡念的？即使還做不了「心」的主人（未生之惡
令不生），至少退而求其次也要能做自己「行為或行動」上的主人（已生之惡令永斷）。 

 
相較於此點，Gilbert 的精進修行真是令我慚愧不已。我雖也自認能看到自己的惡念生

起，但幾乎總是毫不考慮地讓惡念配合行動一起發洩出去，也因此經常處於思惡造惡的狀
態。為何會有如此巨大差異？除了定力差和習氣重以外，我估想著，這背後若不是有菩提
心作為後盾，有著視所有人為該度化的眾生這樣的大悲願支撐著，如何能立刻降伏自己的
瞋念並轉化為行動？Gilbert 提醒我們必須時時抱著『修行並非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為了
眾生』這樣的心態來修行，這樣自己在修行上就不會偷懶了，也能培養更廣大的心量來包
容一切眾生。這一點很是令我欽佩讚歎。 

 
課程結束後曾聽到 Gilbert 說，他幾乎是趕著在三天內把禪七的重點全部塞給大家，我

也的確感受到了他這種大悲心背後的迫切心情，在 Gilbert 的 WeChat 法談群組中也有不少
西方眾表示希望有機會能參加洛杉磯道場的英文禪七。希望未來道場能有機會舉辦完整的
英文禪七，以便讓大家都有機會更加完整地學習 Gilbert老師所教導的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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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Three Day Chan Retreat 
 

James Hong 
 

On Friday November 1, 2019, I attended a 3 day retreat led by Gilbert Gutierrez, a lay 
Dharma heir of Shifu Sheng Yen, at the Dharma Drum Los Angeles Center.  It has become a 
familiar and comforting pre-holiday occasion to deepen Chan practice, question familiar thought 
patterns and calibrate practice methods and day to day actions to better fulfill my Bodhisattva 
vows taken at Dharma Drum.  As in past retreats, Gilbert started by challenging retreatants not to 
stray from the meditation method and not to allow wondering thoughts to take us away from the 
task at hand: Chan mediation. “You are not here to learn how to cross your legs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he would say. He shared many teachings from the sutras and stories. He also read 
works from the sutras, Chan masters and modern Buddhist scholars. Furthermore, Gilbert 
encouraged us to develop the Four Right Exertions to relinquish harmful mental qualities and 
nurture beneficial mental qualities. 

 
The meditation sessions were two 25 minute sitting sessions with a “short break” to reposition 

one’s legs if needed.  There were on average 5 meditation sessions per day. Director of Dharma 
Drum Los Angeles Center, Chang-Ju Fashi (Dharma teacher) was the de facto master of 
ceremonies.  She provided clear, helpful instructions on Chan hall and dining etiquette. Dharma 
brother and sister, Hugo and Karen, were the mediation time keepers. Hugo lead the moving meditation 
exercises.  As always, their beneficent presence was very helpful.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retreat, Gilbert held group interviews to provide individual guidance 

on meditation methods.  Many retreatants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s were very beneficial to their 
practice. In the final morning of the retreat, Gilbert guided us through a transfer of merit meditation 
for the people in our lives who needed help.  We were clearly touched by this meditation by the 
looks of many moist eyes in the Chan hall. 

 
During the discussion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retreat, our discussion group felt that a one pag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to Chinese of key terms that Gilbert often referenced would be very helpful to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retreatants.  Personally, I felt that adding walking meditation to our 
retreat would have helped with leg pain and provided variety to our meditation sessions. In addition, 
it provided joy to see many new faces; particularly from the Saturday English Mediation and 
Discussion group: my home group at DDM. 

 
As always, the food was delicious and nourishing.  The kitchen volunteer bodhisattvas 

received much deserved credit and applause during the last group meal.  Thank you to all those 
involved in provi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retreat. It was insightful and heart warming to be 
among so many sincere bodhisattvas. 
 

Mark Elsner 
 

Thank you for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at brought us to this moment 
We are not seeking anything 
All around us is mind 
We are swimming in mind 
Are we not the Buddha mind? 
Look around us, for we are graced by acts of compassion, love and wisdom, whether we are aware 
of it or not 
Accept that we are the Buddha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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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 the Buddha mind and protect it from mistakes 
 
Amituofo 
 
Tif Pun              A sincer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and turning the mind’s eye inward 
 

Three years after the 2016 Three Day English Chan meditation retreat, the DDM Los Angeles Center 
hosted another three-day retreat led by Gilbert Gutierrez, one of the five lay practitioners who received 
Dharma transmission from Chan Master Sheng-Yen. With sitting meditation sessions interspersing with 
moving meditation and Dharma lectures given by Gilbert, retreatants had an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and “turning the mind's eye inward”.  

 
At the kickoff of the retreat, we took a vow to observe noble silence for all three days to help settle the 

mind from scattering thoughts. Throughout the first day, we practiced putting awareness on the movement 
of the body, the arising and dissipation of thou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m. After each lunch and 
dinner break, we helped with various cleaning tasks, and put our practice into those daily duties which seem 
mundane and easily overlooked if one does not put his/her mind in it. 

 
The second and third days of the retreat continued with meditation sessions and Dharma lectures. On 

the second day, we practiced Eight Form moving meditation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have interviews with Gilbert, where groups of four-five retreatants discussed any issues they 
were encountering in their practice.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retreat, Gilbert guided the retreatants in 
practicing the transferring of merits to others and to the environment. We contemplated giving blessings to 
ourselves and those that we have good and bad relationships with, while reciting the name of a Buddha or a 
Bodhisattva. Through transferring merits, we not only practiced compassion but also brought ourselves 
back to one wholesome thought of mindful awarenes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etreat, we shared 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over the past three days. Gilbert 

encouraged everyone to continue their practice in a sincere and diligent way. He emphasized that everyone 
has the Buddha nature, so if someone puts the mind into practice and sticks to the method, when causes and 
conditions are ripe, improvement will come naturally. 

 

Note: 
Gilbert started a Chan meditation group at Riverside, California, where he gives weekly classes in the form 
of  Dharma discussion and sitting medi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riversidech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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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五心得分享                                                 王常持 
 
這次有機會參加年底的義工禪五，所以早就準備每天練習，希望能夠快一點進入狀

況。這次總護法師為象岡監院常護法師，和法師互動幾次，每次都笑得很開心，法師禪修
經驗豐富，看起來非常放鬆。 
 
        禪五每天有二次聖嚴師父開示及總護法師開示。 常護法師的開示，會將師父開示再講
解清楚，並且依照我們當天的情形做提示。 
 
        法師講解禪修的方法，都是在初級禪訓班教過的，等於重新複習。在禪期中，是不能
做筆記的，我將記憶中重要內容和大家分享。 
 
禪修基本工：七支坐法及放鬆。 坐的時候確實將七支坐法坐好，再加上身體放鬆，那麼禪
修就上路了，也就容易多了。這在初級禪訓班都有教過，但是不容易做好。尤其是放鬆，
腦子下達指令但是身體並不配合，要常常練習。 
 
        第三天法師看到同學們都不會放鬆，特別帶領大家做肩頸運動的放鬆。後來有機會問
法師那些運動要如何做，他說是八式動禪的坐姿運動，可以在 You Tube上面找到。 
 
上坐後一定要做頭部運動和三個深呼吸及吐氣。三個深呼吸是雙手放在肚臍上做倒三角
形，吐氣時身體前傾至與地面平行，起身時再吸氣。 
 
按摩：每支香後，法師都會給我們 15分鐘的時間做按摩。讓身體的酸痛麻癢都能清除，下
次打坐時才不會有氣的阻塞。 

 
經行：腳落下時為腳趾先再腳根，提起時則為腳根先再腳趾。清楚身體的放鬆，清楚腳的
移動。 
 
       每天都有經行，心放在方法上；確實做到了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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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法師分享他剛進僧大的時候，開始學禪修，一年有機會參加 10次以上的禪七，頭兩年
他的分享都是痛。直到第三年他面對了痛，不再放腿，腿才不再痛了。 
 
肩膀痛：法師特別提到，雙手結「法界定印」時，有時手往下沈太多，會將肩膀往下拉，
造成疼痛，可以把手放在大腿上，手心向下或者墊毛巾於手下。 
 
        我每次參加禪修也是腿痛，這次又加上肩膀痛，正好將方法用上。腿痛時就觀痛，還
可以一支香不放腿，但 有時也做不到，心想法師每天練習，也要花三年的時間才能克服
痛，自己練習的時間短也只有承受那個痛了。 
 
網路：網路非常方便，也有很多教學的影片，希望大家不要太相信網路的教學，如果資訊
錯誤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 
 
相信師父教的方法：這在禪訓班的時候都有提到。可是當發生自己身上的時候，是非常大
的考驗。 
 
        分享的時候有一位同學說到他頭疼造成身體不適，覺得自己要死了，心中有許多恐
懼，很掙扎是否該回家。但是他聽了法師的指導而繼續留下來，到了第五天身體也就康復
了。 
 
        當同學在分享的時候，還是會有很大的情緒波動。但是法師們都很自然，基於法師的
專業知識，了解到這是沒有生命的危險。我想如果沒有對師父的信心，也就不會有這樣的
特殊體驗了。 
 
三皈五戒禮祖：每一次禪三以上的禪修，結束後，法鼓山都有受三皈五戒及禮祖的儀式。 
禪七活動參加過許多次，三皈五戒也受過多次，這次感覺法師講解得特別清楚。 
三皈五戒讓我信心增長，再次受戒使我回家後可以繼續努力用功。 
 
禮祖：則是感恩佛祖及祖師大德，讓我們有機會學習。 

 
        這次義工禪十參加的人數並不多，但是義工人數也不少。很感謝義工們在假期前來護
持，沒有義工的支持，我們也無法安心在禪堂修行。 
 
        雖然每次禪修都覺得自己沒有什麼進步，可是坐在禪堂幾天後，看到同學們動作都放
慢、放輕了。同學們坐在那兒像一尊尊菩薩，自己的心也就跟著安定下來。 
 
        修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有機會一定要把握，在這麼好的環境，師父及法師的
開示都是很難得。在這短短的五天充電後，可以讓我們的修行更有信心。 

 
                               安定與清楚的十天禪旅                      賴香君                      
 
從 2012年開始，每年的聖誕假期我們幾乎都是去參加禪十，除了去大陸尋根，印度朝

聖，還有一年 LA道場沒辦之外，算一算加上這次已經是自己的第五個禪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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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常來 LA打禪十，知道 LA的香積菩薩太厲害了，之前我常常下蒲團繼續用功，一
到齋堂就破功，眼睛不受控制的會想看看菜色…(真是慚愧)，所以這次來前特別提醒自己
進齋堂要收攝眼根不東張西望．因為以前的經驗，加上自己平時的生活也很簡單，五調很
快就調整好，第一天就可以開始進入狀況打坐，下了蒲團也都還可以繼續使用方法，用著
之前學習的默照方式，狀況起起伏伏，時好時壞，不是很穩定。但是因為方法也算可以用
得上，遇到腿痛，方法用得好，一下就過了；方法用不太好，撐著撐著也還可以撐到引磬
響。直到第二天下午整個情形就變了。 

 
常護法師說：『我看大家都不會放鬆，我們來放鬆一下好了』。隨著法師的引導，我

體會到前所未有的放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原來可以這麼鬆，放鬆後的打坐突飛猛
進，之後自己也試著學習法師的方法，引導自己放鬆，身體開始有些變化。小參了幾次請
問法師一些問題，照著法師的指導去做，接著真的就達到法師說的狀況。法師也提醒了我
們基本功的重要性，放鬆體驗呼吸數息隨息只管打坐….。前面三個很重要，身體
夠放鬆，這樣之後的身心安定才會穩，才會久。法師也是很善巧的開示又哄又騙的鼓勵大
家練基本功，自己身體力行後的體驗真的是如法師說的。前二天的打坐就像之前一樣，很
急，所以狀況起起落落。之後放慢，不急，基本功多做一點，真的可以持續較久的安定。 

 
我是筋很緊的人，第一次打禪七時，只能盤腿 15分鐘， 之後就開始腿痛。每次禪十

幾乎都有腿痛到受不了而常常放腿的情況發生。我也最喜歡經行跟拜佛(因為不用坐太
久)，所以每次最後一個下午的自由香，我幾乎都會去經行和拜佛。但是這次的禪十，第九
天下午的自由香，整個下午我都在打坐，完全不會被腿痛干擾。我不是一直坐一整個下
午，有起來二次，一次是想上廁所，一次是覺得冷了，起來加衣服。常護法師有說，如果
你下座的出靜，與之後的按摩都確實做好(這也是法師強調的基本功)，下支香上坐後是可
以延續之前的狀態的。這個我也真的有體驗了，我下座後去喝水洗手的過程我當它是經
行，也就是說，我雖然身體沒有連香，但是方法是連香的。我很難想像可以這樣坐一整個
下午，這是之前完全沒有過的體驗，也體會到前所未有的安定與清楚。以前就對漢傳禪法
很有信心，經過這次的體驗，信心又加倍了．師父給我們的法這麼好，現在只需靠我們自

己老實的修行。 
 
其實這次的打坐，深刻的體驗到了自己的身心狀態，當「心」很細的時候，身體是很

敏感的。發現原來以前都不會照顧自己的身心。分享個慚愧的小故事，平常我們家是愛吃
辣的，經常吃得很辣，身體也都沒問題，所以禪修期間我就照樣吃辣。但是第 7天開始發
現自己的身體有點不對勁，有點躁，口乾乾的，氣不順。在蒲團上安定時，就會有妄念提
醒自己，應該是辣椒吃太多了，待會用餐時不要吃辣了。但是…..打菜看到辣椒時，腦中浮
現的無明是，平常吃也沒事，應該不是辣椒的緣故….，於是就任由自己的業力繼續吃了兩
天的辣椒。然後這兩天也不去小參，我想應該是怕法師回我說不要吃辣椒吧。清楚地看到
這兩天自己的念頭起念頭滅，無明的業力是如此的強大。第八天晚上法師開示時說，已經
有菩薩的身心都很安定了，這時你就會發現身體變得很敏感，吃不同東西都會有不同的反
應….。當下聽了覺得很慚愧，於是之後正念戰勝了無明，才有之前提到的第 9天下午一整
個下午方法連香輕安的體驗。 

 
這次的因緣很殊勝，常護法師幾乎是除了睡覺外，都全程與禪眾在一起。最後一晚的

分享，有師姐說常護法師就像是禪修的華陀在世，去小參時拿了藥，回到蒲團上服用後效
果都很好。這位師姐本來只參加第一梯次的禪五，她開玩笑說因為自己需要太多藥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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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繼續參加了第二梯次的禪五。法師也提醒大家不要好高騖遠，有些菩薩根本就還未放鬆
就開始使用默照，很多的狀況都是「作意」出來的，並不是實際的身心狀態。法師說，一
看菩薩打菜的狀況就與小參時所說的身心狀況是不一樣的。法師有非常多帶禪修的經驗，
我們的一舉一動根本就逃不過法師的法眼。這是為什麼分享時，幾乎每位菩薩都說，小參
時法師給自己的建議真的幫助很大，都是可以用得上的方法。 

 
每次禪十師父的開示都是我最期待的，也收穫很多，這次也不例外。但是這次常護法

師每天晚上的開示也很令我期待，法師透過幽默有趣的方式，把艱深的佛法簡單地跟大家
分享。都像是聽故事一樣，輕鬆自在。我想法師以這樣幽默的方式呈現，應該是要讓我們
放鬆，這次的禪十真的特別地輕鬆自在，沒有壓力。 

 
此外，法師也扮演了我們跟師父之間最好的橋樑。畢竟我們每天當下的身心狀況，可

能跟師父開示當下菩薩的身心狀況不一樣，常護法師每天晚上的開示，就也善巧地把這段
差異補起來了，這也是大家收穫滿滿的另一個原因吧。 

 
大家都覺得這次禪堂的氛圍特別的安定，除了常護法師用心的帶領大家之外，我可以

感受到 LA的法師們及內外的義工菩薩們，很用心護持大家精進用功的那份心意，真的很
感恩。我滿喜歡在聖誕節參加禪十的，這是我每年送給自己最珍貴的禮物。期許自己可以
把在蒲團上體驗到的安定與清楚帶回日常生活，新的一年可以老實修行，讓自己可以更安
定更清楚，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照顧好自己。也可以用這份安定且清楚的身心，照顧身邊
更多的人。 

 

         義工禪十心得分享                            凌演禪 
 

2019年 12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4日，洛杉磯道場邀請到紐約象岡道場監院常護法
師，帶領我們年底的義工禪十。法師雖然年輕，但是歷練豐富、穩重善巧，加上全程都是
親自帶領，所以可以完全了解每個人的身心狀態，並給予最正確的引導與修正。結束後，
大家都被調服得很歡喜。我雖然只參加後段 12月 30日開始的禪五，也不曾在師父身邊學
習過，但能感受到師父的慈悲與智慧。 
 
       以前打話頭禪時法師提過，師父告誡，打禪時哭一次很好，再哭就要挨香板。這次不
知為何就是想哭，還連哭三天，哭到我都覺得非常不好意思。因平時動作快，雖學了禪修
有些進步，但個性急，養成下一動作前，先放慢速度，但是多年習性難改，有時過度修
正，刻意用力或短暫停頓而不知，還一直以為這方法正確。法師並沒有急著糾正我，而是
讓我有機會慢慢體驗與調整。慢步經行時，當法師要我們將注意力放在不動的腳時，突然
發現，另一隻腳完全提不起來，又是想哭。幾次問題過後，決定小參請教法師。原來是基
礎功還沒有徹底掌握，就跳到更高方法，加上常年鼻塞，過去車禍創傷，問題就在禪修中
一一顯露。 

 
法師給了我們時間與空間體驗自己身心，教大家如何徹底放鬆、按摩與運動。我也學

會漸漸將身體凝聚過多的氣排除。先放下以前用的方法，重新回到體驗呼吸、放鬆與按
摩。後來分享時，發現幾乎所有同學都有類似問題，坐前準備功夫、打坐放鬆，或下坐後
的按摩做得不夠，數息、默照或話題當然使不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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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症狀不一樣，但法師都能一一對症下藥。多位禪衆用了法師處方，克服了多年
肩、腰、腿痛或各種心理障礙，也有人體驗了「心念」力量的強大。前一分腿痛到不行， 
但聽到引磬聲一響，所有痛楚完全解除。有些外護遺憾自己沒福報坐進禪堂名正言順的打
坐，但還是轉彎抹角的爭取到機會進禪堂聽開示。有位禪眾原本只是報名前段禪五，但是
覺得法師懂得他的病症，是位難得的好醫生，也特別申請留下繼續參加後段禪五，以便有
機會再拿到藥單繼續服用。另一位西方眾曾在其他道場皈依，但覺得這次禪修特別感動與
受用，結束前選擇在法鼓山做另一次皈依，同時也是「 寬」字輩第一位皈依者，真是一位
好福氣的「 寬福」。 
 
       法師謙虛地告訴我們，因我們平時心態不容易體會到當下的好，會覺得外來和尚特別
會念經。如果我們仔細觀察身邊一切，比如大寮義工用心地等大家準備進齋堂前才開始下
鍋炒菜，當我們踏進齋堂時，才能端出最熱騰騰的飯菜供養我們，我們是否曾體會到他們
的用心？還是生起為何慢吞吞出菜的念頭？回想過去，我們是不是也常忽略最親近的人所
付出的善意，卻一味地向外追尋不容易得到的好？真是慚愧！ 
 
       法師告誡大家，許多非佛教徒，雖然不認識「空性」，但對眾生的慈悲與幫助，遠遠
超過天天研究佛理的我們。法師雖然已給大家正確方向與修行方法，但他提醒大眾，訂立
目標後要踏實走好每一步 ，認真檢測，真正認識自己，是否真正穩當？還是只是欺騙自己
差不多就夠了，而在不穩的基礎下，急著想繼續往前跳？有時如此反而會產生更多的身心
障礙。 

 
        這次打到第四天，非常昏沉。以為還有明天一整天可練習，就任由自己昏沉。等晚上
洗澡數著換洗衣服時，才發現已經沒有明天可練習了。還好道場不是太遠，隔兩天我帶著
還沒退完的定力，開車前往道場參加念佛共修，也特別向常護法師道謝，順便補足禪五被
浪費的一天。開車時，不再像以前一樣急迫想換道。遇見魯莽超車者，也很歡喜送上一份
祝福。一樣的路程，不一樣的感受。一切都那麼安定美好，沒有遺憾。 
 
       法師說，雖有因果，但我們已經在學佛道路上，練習不要抓取順意或害怕逆境。感恩
每一善、惡因緣。不順時，把握磨練機會，從安忍中學習，成長自己慈悲與智慧心，日後
因緣成熟，必能成就願望。 
 
       慶幸這次有緣與多位敬重的法師、用功的同學以及細心呵護的義工，一起在清凈道場
過新年、發新願。希望新的一年更能把握各種學習因緣，遇見瓶頸能時時回到真誠初心、
穩當踏實往前進。大家更歡喜自在、福慧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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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lection on 10-day Chan Retreat              Jordan Tsai 
 
I would like to first give my greatest thanks to all the volunteers and organizers as well as Fashi 

who was there with us the whole time, who made this retreat possible. Without their support, this 
retrea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Like many retreatants have remarked during sharing, we knew 
right away entering this retreat that everybody here was very diligent and the vibe of the Chan hall 
was particularly calm and energized. So I would also like to give thanks to everyone’s strong 
commitment to this practice and their great efforts. 

 
Chang Hu Fashi was leading this retreat until the end of the retreat. Everyone could not say 

enough good words about this truly special experience with him. He was very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out the calm mind in us through his amazing guided relaxation practice. Furthermore, 
underneath all the funny and interesting stories he gave during his talks were the clever ways he 
inspired us to focus back onto the foundational work.  

 
He shared his experience of leading hundreds of retreats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East to West 

with us. He noticed that a common problem across all practitioners he encountered is that we are all 
very good at imagining what we think we have achieved in our practice. We are so quick to latch on 
to any experience we may have during meditation as progress or success that we often fool ourselves 
into thinking we have achieved a lot when in reality that imagining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deepening our practice. Therefore he stressed to us the importance of sticking to the method of 
practice. If one is to follow the breath, simply follow the breath, diligently and continuously. Same 
for relaxation. 

 
He diagnosed that a lot of modern practitioners like us may experience this trouble due to the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on Buddhadharma. We get caught up in the study or rhetoric of 
Buddhadharma, and those ideas and concepts in turn shape our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If we 
are not careful, we could fall into the trap of thinking those imagined experiences to be experiences 
of insights or a glimpse of enlightenment. He also pointed to the non-linear path on which on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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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e on the Buddha’s path, sometimes precisely due to this kind of ignorance. Many will have 
practiced for many many years without making any real progress. 

 
Even though this retreat was called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retreat, we did not practice Silent 

Illumination, but instead focused on building a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relaxation and counting or 
following the breath. Chang Hu Fashi pointed out that the stronger one’s foundation is, the better one 
will be able to utilize Silent Illumination later on. This strong foundation that we are cultivating will 
be the basis for all other types of practices such as Huatou or recitation of Buddha’s name. As a 
musician myself, I equate that to playing scales and etudes. The best musicians and even world-class 
performers have to persist in practicing scales and etudes. It’s not something you learn once and 
forget about. It should be a lifelong practice. 

 
More importantly, Chang Hu Fashi was able to see through a bigger common problem in 

leading retreats. So often, the teacher leading the retreat may be trying to teach advanced practices 
when in reality the students are barely at that level. And this disconnect may amplify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imaging their progress being based on falsely imagined experiences. 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met a teacher who puts our genuine interest first. Even though many practitioners may come 
into this retreat expecting to learn about Silent Illumination, he did not feed into our expectations. 
Instead, he clearly saw what was needed at the moment and gave us the best medicine he could offer 
us. It may not taste great or be pleasant, but all good things come with right and proper effort. Just as 
no musicians will be great if they do not have diligent and thorough practice.  

 
This retreat was my first retreat watching recorded retreat lectures by Master Sheng Yen. It was 

very inspiring for me because I’ve never heard Master Sheng Yen talk about meditation practice in 
such a detailed and clear manner. It seems so natural the way he communicates these ideas. Nothing 
seems planned yet everything feels incredibly organized. I also really appreciated how focused these 
talks are about the practice itself. I noticed that when Master Sheng Yen speaks, including in these 
retreat lectures, everything he says is about the issue at hand and no more. The contents are never 
scattered, and he never wanders off in his speech into unrelated topics. That presence of stability 
alone is already very calming for me. 

 
I would describe this retreat experience like watching a super high definition 10-day long film. 

It was also the longest retreat I have attended to date. 
 
It was Christmas day when we started this retreat and I had just come out a lot of family events 

and engagements and did not prepare my mind and body for the retreat at all. And because of this, it 
took me almost five days to fully recover and settle down from the holiday life. I was sleeping 
through so many of the periods in the first three days and adjusting slowly to the retreat schedule and 
environment. I regret not having prepared my body and mind ahead of time. If I did, I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have three or four more extra days of intensive practice. 

 
I have always experienced pain in my shoulders when I attended retreats. And it took me a long 

time, until this retreat, to realize that the stress in our body doesn’t necessarily have to lead to 
muscular discomfort. The pain and stress in my shoulders were a result of mental stress, and only 
when I was able to relax the mind did the stress go away. This time I learned to observe these subtler 
forms of stress, and they required a calm mind to be seen clearly.  

 
Another obstacle I overcame was learning to sit in the half lotus pose. I’ve always been afraid 

to try the half lotus pose, but under Chang Hu Fashi’s encouragement and guidance,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ow much pain I could endure. (Of course, we should only try to endure the pain after 



        

 18

we are confident in our posture and relaxation skills.) It was also very inspiring that in Master Sheng 
Yen’s retreat lectures he talked about forbearance and endurance as a quality to be cultivated as 
Buddhist practitioners. By watching the pain and my reaction to the pain very closely and with 
courage, I saw our very strong and innate need to protect our own lives, and that sometimes we 
continue to hold down to these needs even when it is safe to experience discomfort. The human 
experience is and will always be full of discomfort and not all discomfort is bad, so this was a great 
lesson on mind and body, on how to develop to a wi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nd on my 
attachment to life and comfort. 

 
As my body and mind settled, I began to enter a deeper state of practic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retreat. And because I’ve never been able to get this far, I started to experience some kind of 
indescribable energy and movements inside the body in ways I’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 did 
not know what it was at first so I got very paranoid and scared until Fashi told me that was simply Qi, 
the same Qi that Chinese medicine or Taichi practitioners talk about. This was another example 
where I see how these little changes in our body can trigger a dramatic emotional fear that instantly 
changes our mood and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such a wonderful discovery for me 
because I have only known Qi in concept before. That energy is so dynamic and creative. I could not 
help but feel a sense of reverence to the unique Qi inside of everyone’s body. 

 
It wasn’t until the last few days, after I have overcome all those obstacles described above, that 

I felt like I was able to start counting my breath properly! I loved the image Chang Hu Fashi painted 
for us on how to begin counting and following the breath. He said it is like trying to catch a very 
light feather with a hand fan. If you approach it with too much force, it will create too much current 
and blow the feather away. So we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as the feather falls and, with the gentlest 
motion, get in synch with the feather’s movement and finally catching it. I thought that was a 
beautiful image that also showed us how the tightness in the mind can be like manipulating a hand 
fan too forcefully, blowing the feather away and preventing us from seeing our breath clearly. He 
continued to remind us to watch lightly with ease and a relaxed mind.  

 
There were so many more experiences that I cannot even begin to cover them here in this 

reflection. This 10-day movie was so phenomenal I feel like I’ve only scratched the surface here. In 
the end, what I learned is how much effort and how many hurdles one may have to overcome to 
even just begin to experience the breath naturally. We are so often covered in our imagined 
ignorance and unwilling to experience discomfort or put in the effort. This was a truly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for me as a Buddhist on this long Buddhist path. I am sure the obstacles I experience now 
will be so small compared to what is yet to come, but now with new faith in the methods and my 
newly acquired skills, I feel ready, and even excited, for all the new challenges life has to offer! 

 

                                                英文禪修心得                                           李晴涵 
 
今年是舊金山道場的英文禪修精進年，辦了非常多禪修活動，十一月中旬的周末禪二

加上周五晚間的輕鬆話禪是由果元法師和常䕶法師指導，我和同修非常幸運的能夠參加到

這三天的活動，受到兩位好老師很多的啟發，有幾點印象深刻與大家分享。 
 
每次看到果元法師時就想到聖嚴師父，因為得知果元法師跟隨著師父在西方各地弘法

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師徒之情誼非常深厚而且兩位的相處方式亦師亦友，所以雖然從未見
過師父，我彷彿能藉由法師而看到師父的身影。法師在禪修開示的一開始以 my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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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tioners來稱呼學員，令我十分敬佩，法師用這樣稱呼來鼓勵學員，但同時這也是法師
虛懷若谷的涵養，又因為有開闊胸襟，所以看到每個人都是具有佛性的同修。 

 
常護法師在自我介紹時說，常護的意義就是 always protect 總是守護保護大家，在過去

十五年已經帶領國內外中英文 400次禪修，最長的是波蘭禪 49，有著這麼豐富的經驗的老
師帶領，所以大家可以有信心，把身心都交付出來學習如何放鬆放下。 

 
法師帶領大家在動禪、瑜伽、經行時，都深知如何能夠讓學員們體驗放鬆和清楚的要

訣，所以在學員心得分享時得到一個封號 - king of relaxation 。得知年底十二月的義工禪
十，LA道場專程邀請到常護法師為指導法師，我在此向大家推薦，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好
機會。 

 
參加過禪修活動的人都會知道，一場禪修活動需有指導老師及內護法師、外護法師，

加上內外護義工，共同執行禪修期間裏外的工作，讓襌期整個流程，及禪堂內外都有人負
責處理。由於襌修營是一個受保護和支持的環境，一切行住坐臥的細節都受到妥善安排。
學員依循著禪修的規定和指導老師教導的正知見，得以排除生活上所有外在的障礙和問
題，身心都受到照顧，可以專心的練習方法。但這次我體會到這背後還有更深的意義，其
實參與的學員是受到一個出乎我們想像更大的保護，這是一個人唯一的機會可以暫時摒除
人世間中一切塵世萬務，解除了姓名、名聲、地位和身份，練習放下萬緣的修行環境。唯
一的功課就是與自己相處，去面對自己的心，和學習重新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因此在禪
期中我們的身體和心理，甚至累世的習性業力功課，得以在這安全的環境下，有機會重新
檢視整合修護和導正。 

 
我學習禪修的時間很晚很短，而且之前一直覺得建立正知見很重要，卻沒有踏實足夠

的日常練習基礎。今年有幸能參加了舊金山及洛杉磯道場幾次的英文禪修，每次都有良
師，每次都有一點點進歩。例如這次經由果元法師提醒 don’t find the breath, let the breath 
comes to you隨息時讓呼吸出入自然發生。發現自己在用方法時並沒有真正的放鬆。又如十
月的禪五時，Zarko提醒我們，身體在打坐時，我們的心也應在打坐，不在過去也不在將
來，就是現在。又如 Gilbert在禪三中，生動地舉例說明，如何將身心留在當下，如同教兒
子開車走在單缐路上，當越缐跨出界就是不在當下，跑到過去或未來了。 

 
對我而言，每一個禪修都是極為珍貴的練習的機會，因為良師益友難求難遇。而感恩

師父為我們建的法鼓山，讓我們遇上良師及善知識。若是錯過今生，怎知何時何地再有此
福德，能有此人身，有此環境！ 

 
                                                            感恩生命中的無常                       三寶弟子 
 
        十月在舊金山道場的英文禪五的最後一天的早上，進禪堂前我一如往常的在道場對面
的公園經行，每天我都會嘗試不同的路線，看見不同的景色，聽著各種聲音，練習接受並
體會與環境合一。有時只有一個人走在幽靜的小路，茂密的林中，難免心生恐懼，此時腦
裡浮現 Zarko老師的提醒-回到方法，果其不然當查覺到恐懼時，恐懼也就消失了。 
  
        走著走著環境的聲音忽然熱鬧了起來，原來公園的另一端緊鄰著住宅區，我不知不覺
處在一所小學旁。那正是車水馬龍的上學時間，路上到處都是送孩子上學的父母們。我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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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些錯亂，本來是一個人的修行，頓時回到塵世中。第一個念頭是回頭吧，剛走過來一
路多美好呀，但又想著修行不是終究要回到人群中嗎?  Zarko 老師的叮嚀在耳邊響起「只要
方向對了，有了方法，就應勇往直前」。 
 
        我環繞四周，對於道場的方向應該是有六成的把握，決定給自己來個的考驗. 我走向人
群，看到小孩，看到家家戶戶前院裡有關萬聖節的佈置，一度想到以前送孩子上學的記
憶，在一串串的記憶即將被拉出來之時，我提起了方法，專注於腳下。終究走回到熟悉的
地方，我欣賞自己用心地走了一柱香。 
 
         這次的禪五，讓我們深深體驗到無常。在滿心期待將要出發的前夕，收到場地更換的
通知。與同行的菩薩們商量，為了避免替道場增添麻煩，我們決定住在附近的旅館。在第
一天晚上 Zarko 老師的開示中，他提到無論環境如何困難或挑戰，但因為我們用心克服一
切，所以大家現在可以坐在這裡。他提醒了我「在生活中，並不是只看到困難，而是應該
看到我們在困境裡的那份努力」。他說一般人總是把無常與負面連結，但其實無常是讓我
們體驗每個新的開始，因為每個重新開始的機會，都是美好的、新鮮的、 讓人歡欣鼓舞的. 
Zarko 老師的開示替我開了另一扇窗，「原來我們看待每一個人事物，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
角度」。當在蒲團上腿痛、昏沉或是打妄念，不需要失望或沮喪，而是能看到自己每每在 
察覺到之後回到方法的那份努力的心力。老師提醒我們修行應保有 inspired、self-
confidence、joy的心態. 當我看到我自己的努力之後，這就會 inspire我繼續往前，由於看到
我自己的努力，就有了自信心，所以修行自然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旅程。而無常的發生，正
是檢視我們自己修行狀態的最佳時機！ 
 
        雖然每天都要進進出出道場，但這幾天我們仍守著禪期的規定：禁語與過著無手機的
生活。有趣的事，這五天無須言語，我和室友的配合度極佳，原來生活中沒有語言也無
礙，而沒有手機，生活是如此的清新。 
  
        在禪期中 Zarko老師提醒著我們不要看，不要寫，不要想，即便是有關他每次的開示
內。起初我發現自己會不自主地想要抓取或是記住他所開示的內容，但終究還是聽了老師
的話只是當下承受。有趣的是禪期已經結束了兩周，老師的叮嚀卻是自然而然不時的浮現
在我的腦海裡。 
 
        回來後有菩薩問起禪期如何? 我說學到很多，Zarko老師 一開始教我們如何先在自己的
呼吸與身、心找到平衡，在達到自我和諧後，才能與外在環境達到和諧. Zarko 老師整個禪
期的開示把打坐，佛法理念的運用與我們的生活完全的連結起來。讓我明白禪修並非是一
個人坐在蒲團上練功夫，而是我們在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下，努力提升自我品質的開始。
但當我說起種種後，對方聽起來似乎覺得沒有甚麼特別。此時我才明白為何說禪修的體驗
常常是語言與文字無法闡述的。所有的體驗，真的是只有自己親自坐在禪堂裡的蒲團上，
經歷那一柱柱香之後，才能擁有那份感動！ 
 
        這是第二次在舊金山道場參加禪期，很自然把這裡當成了家. 常惺法師、常源法師與義
工菩薩們「因為無常，能讓我們看見了生命的力量與希望」，在此也感恩在我生命中的每
一個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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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醒法師「禪修六正見」心得分享                    許常一 

        
十多年前 LA 分會曾舉辦一場主題與『空性』有關的演講，當時演講法師提到了印順

導師的大乘三系的分類，在解釋了『真常唯心系』主要強調我們有一顆不變的真心（我有
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時，他問了大眾一個問題：『你相不相信你有一顆不變的真心
（=佛性）？』在當時聽眾及風氣多為『中觀般若』擁護者的情況下，多數人靜默，估計認
為『中觀般若』即是『空性』，而空性已是最究竟義了，何須多此一舉「假施設」有這麼
一顆明珠呢？這不是把『空』從『無』的層次直接掉進了『有』的境地嗎？ 

 
那時只見一位師姐舉手並用堅定的語氣回答：『我相信。因為只要我想起自己有著一

顆明珠，一直在那裡，從未失去，我對修行就會感到很有信心。』當時雖然很讚歎這位師
姐的勇氣，但一來剛學佛不久，對『究竟空義的中觀般若』有著絕無二心的崇敬，二來尚
不知道禪宗與真常唯心系的密切關聯，總覺得既然『中觀般若=空觀』的法義已是最究竟絕
對而無價的真理，又何須去創造「一顆明珠」的說法來彰顯其價值甚而依賴之呢？ 這八成
是為心性怯懦的凡夫眾生所假施設的吧？可說是完全的畫蛇添足！ 

 
然而，多年後，見識到了自己煩惱習氣的威力並與之持續對抗多年卻仍無太大斬獲 

後，這才發現原來自己正排在那心性怯懦眾生的行列之中！在被剛強難調的自我習氣給反 
復折騰到挫敗喪志之際，若非憶起了我本有的這顆真心明珠，真不知該如何走下去？ 

 
雖說空性智慧能降心魔斷煩惱，然而知識層面上理解空性的道理，畢竟不等同於智慧

的本身，也因此斷不了什麼煩惱。所幸，這些年來果醒法師不斷地四處宣講『無我』的道
理，雖然佛菩薩等級的『無我』道理實在甚深難解，但法師透過經典的研讀與自己多年修
行的試驗結果，不僅從各種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述，同時還化高深的法義為淺白生活化的
修行口訣，如『好的不喜歡，壞的不討厭』，『任人擺佈』，『心中的媽媽不是媽媽』等
經典名句。最近這些年更是整理出了重要的禪修六正見，非但拆解了『無我』的核心深
義，更是提供了修行的重要路徑。 

 
法師與洛杉磯道場結緣也有十年了，陸陸續續下來我也累積了一點聽法心得，今年九

月中法師再次與 LA 信眾相見歡，我雖無緣參加禪七，但一場兩小時的濃縮演講也是很好
的總複習，在此與大家分享這些聽法心得。 
 
法師過去即曾提過浩瀚佛經上有許多不同名相，如『覺性』，『法身』，『涅槃』，

『真心』，『真如』，『明珠』…等等，其實都是『空性』或者『佛性』的異名。不同的
派別強調佛性的不同功能或特性，就會有不同的名相出現。中觀般若的空觀被視為是大乘
佛教的核心理念，修證的最高層次便是實證空性，這應該是沒有任何佛弟子會懷疑的。然
而『空性』卻很不容易為一般人所理解或接受，第一個有的疑惑便是：既然什麼都空了，
沒了？我還精進努力什麼呢？ 

 
殊不知空性其實是相對於凡夫眾生執持世間一切或者自己這個我是「有自性」而說

的。若說『自性』的特點是單一性，主宰性，不變性的話，那麼與之相對的『空性』的特
點便是 1)無單一性 2)無主宰性 3)無恆常性。在這緣起的世間，放眼望去，試問有什麼事物
是能無他緣介入而單一自存？並能主宰控制且永恆不滅失？恐怕沒有。因為一切都是依因
緣起生滅變化的。然而，『緣起性空』的道理告訴我們，當我們把注意力都放在瞬息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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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緣起』事物時，可別忘了能呈現宇宙萬物之精彩樣貌的是因為『性空』的這個本質。
這猶如若沒有浩瀚天空的存在又如何能呈現出幻滅的白雲蒼狗面貌呢？白雲蒼狗是短暫現
象，終究會消失；而浩瀚天空才是孕育或呈現一切現象的永恆長存的空性。 
 

常延法師在學佛五講裡對『緣起性空』的一句描述堪稱經典：這世間所有現象包括我
們個體的生命，都只是『相對穩定的暫時存在』而已，現象終究都會消失。因此，別光只
注意著緣起的「現象」，甚至執著地要留著「好的現象」，而憎惡地要消滅這些「壞的現

象」，耗盡心力去執持這些暫存的現象終究都是白費功夫。因為現象無論好壞，根據緣起

的道理，都是會生住異滅的。 
 
其實，學佛的我們如果能在被現象攫取注意力的同時，還能保留一點定力或有能力撥

出一部分注意力來了解緣起的道理，也就是分析現象產生的原因，對我們就已經有莫大的
助益了。但畢竟是直指人心的禪宗，他強調的並非是「緣起」的部分，他不要你去注意現
象，反倒要你直接去參究「性空」的部分，他要你去關注的是這些緣起現象的背後究竟是

什麼？禪宗不要你被現象所擾，反而要你去『反聞聞自性』，要你從自心上去觀去參究
「我」是誰？去參『念佛的是誰？』，去參『什麼是無？』。法師曾提過問話頭的精神就

如同你在垃圾堆中找黃金，你不要一直注意手撥開的那些垃圾（妄念），而是要相準了黃
金遺落處一心參究找黃金（空性）。 
 
依照空性的道理，既然凡夫的「我」是無自性，是空，是相對穩定的暫時存在，那麼

追究到底根本就是『無我』嘛！禪宗達摩初祖與二祖慧可『無心可安』的公案，便可理解
為：既然「我」都無了，又何來「我的心」可安呢？體驗到了『無心』，『無我』也就等

於體驗到了『空性』。謎底至此揭曉！ 
 
只是，坦白說，這種依邏輯推論所得的答案並沒有讓「我」的煩惱隨著謎底揭曉而消

失。畢竟智識上的理解豈能與實際修證的效果相提並論？過去的禪宗祖師大德們在相對單
純的社會風氣與有利的修行環境下，尚且需要精進禪修才能力求剋期取證，實證『無我空
性』；而吾輩現處於科技發達、訊息紛亂、價值混淆的時代，生活忙碌且心思混亂，能聽
經聞法已是大福報，遑論精進禪修了。共業加別業，業障如此大，別說是開悟見性了，就
是只求減少煩惱恐怕都了不可得。也許是有感於此，法師這十年來積極專注於宣講『無
我』的道理。雖說『無我』只能實證，無法拿來言說，但有些觀念若能及早明白，對修行
只有加分，更何況禪宗的觀點一直是『貴見地不貴踐履』，與其盲修瞎練，不如先把知見
導正，如此修行或能事半功倍。 
 
法師近幾年所提出的禪修六正見（無我六正見）包括： 

（一）後念緣不到前念。 

（二）全部都是我，也全部都不是我。 

（三）沒有一個主體的我在時空中穿梭。 

（四）一切都是自導自演的。 

（五）日面佛月面佛。 

（六）第一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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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六個正見中很多都可以找到佛經的經文相互佐證，有的則可配合科學性的說法來理
解，有的則是法師自己的修行心得。在觀念理解的同時，也可以在生活中應用，『無我』
似乎離我們的生活並沒有那麼遙遠。今分述如下： 
 
（一）後念緣不到前念 

這原是來自於過去專注於禪修的菩薩大德們，在深定中對念頭快速生滅卻無相續性的
一個觀察，與佛經裡『法法不相待，法法不相知』的說法相呼應。但當我們僅僅用腦子來
理解這個說法時，與菩薩們的實證性觀察體驗已有一大段差距了，這是因為我們概念上能
理解的「念頭」，實際上已經是成千上萬個不成形的細碎念頭所組成，佛經上說人的念頭
多且細如瀑流，無一刻稍歇。因此除非透過禪修的深定，否則我們很難真正體驗或見證自
己細微念頭中後念緣不到前念的情況。但法師透過旋火輪及霓虹鐘的生動比喻，還是能讓
我們發揮一下想像空間，在理解上幫助很大。 

 
旋火輪原只是一個火點或火把，但透過快速轉動後會形成一個火輪或光圈的錯覺，而

霓虹鐘的設計原本是一堆各自獨立的小燈，當插電後，每一個個別的小燈會亮起，但立刻
滅去，這猶如我們的每一個念頭也是生起後，便立刻滅去，因為同一時間是不可能存在兩
個念頭的，且念頭與念頭之間是不相續的。之所以會形成一個鐘或什麼花樣，是因念頭生
滅速度過快時，產生類似視覺暫留的錯覺所致。法師也經常用布袋戲偶換裝來做比喻，佛 
性猶如『無位真人』原是既不佔位子也找不到在哪裡的？只有當緣起時才見它穿了一件衣
服登場，但緣滅時你還來不及看見滅相，它已經因第二個緣起而換上第二件衣服再次登場
了。 

 

霓虹鐘裡，前燈已滅我們以為還在，就如同前念已滅我們以為還在一樣，如此不斷地
與前一念相續，便續出了無窮無盡的世界了，這就是我們凡夫眾生錯誤使用佛性的方式，
我們就是靠這樣不斷地後念緣前念而建立了自我的世界。 
 
（二）全部都是我，也全部都不是我 

這裡的我並非一般概念的我，而是指『真我』佛性。從禪宗角度來看，一切都是佛性
功能的顯現，我們的正報身「我」和依報身「他人與外境」都是佛性功能的顯現，但卻不

能說正報身、依報身等同於佛性本身。法師提到只要一有『能所』，佛性馬上就變成凡夫
的『識心』。當你有我，有能所，有心和外境時，你已經將佛性的圓滿功能進行切割，那
就是無明，煩惱也從此而生了。當然，所有現象都是佛性功能的一種展現，只是我們在現
象中看不到佛性罷了。 

法師常說佛性猶如黃金，即使它被做成排泄物的形狀，本質上依然是黃金。這便是說
空性永遠是空性，並不會因為有緣起的現象，空性本身就消失，我們的佛性也不會隨著現
象的消滅而消滅，明珠其實一直都在我們身邊的。在進進退退艱鉅的修行路上，有這樣的
觀念的確可以帶給佛弟子更多的信心和啟示！ 
 
（三）沒有一個主體的我穿梭其間 

既然後念根本碰不到前念，那麼這個看起來穿梭其間的主體「我」根本就是個不存在

的錯覺。心理學或物理學諸多實驗證明，一旦你相信事物的存在，那麼事物也就應運而生
了。由於我們凡夫眾生執持有一個我，並用各種方式豢養這個我，導致我的力量越來越強
大。法師提醒我們現象是存在的，卻不會永恆存在，相續的現象本身就是一個視覺暫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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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覺，且中間並沒有一個「我」穿梭其間主導全局。因此，的確有造業受報的現象，但並

沒有造業受報的「我」存在；也的確是有成住壞空的肉體存在，但並沒有成住壞空的

「我」存在。 

法師常說現代人很愛談養生卻不知我們可能將寶貴的時間花在錯誤的地方上了，我們
真正應該涵養的並非這個會隨時間敗壞的肉身，而是我們珍貴的慧命法身。若能有《無
我》的正確認知，我們就比較不會貪著肉身的長存而恐懼死亡或生病，甚至可以練習心態
健康而不恐懼地死去，而非病態而恐懼惶惑地活著。 
 
（四）一切都是自導自演 

明白了念頭都是獨立切割不相續的，卻依然內心全是故事，便可以知道這一切都是我
們在自導自演的。關於這一點，法師最常推薦的就是 Youtube上一個獨自下棋的老人影
片，片中老人不斷變換位子與自己對弈，比喻我們內心一直都在各種念頭切換中變換角色
編寫故事。 

有一次我為自己『無我』的道理似乎能聽明白卻總是做不出來向法師求教，法師一語
道破我的盲點：太愛回憶，太習慣後念緣前念了。言下之意，只要不是活在當下，不是保
持在當下這一個正念的狀態中，則念頭必是處於後念緣前念的「回憶過去」或「想像未

來」的狀態，如此相續不斷，再加上未斷除的「我」穿梭其間穿針引線，那麼當然精彩戲

碼與情節源源不斷出爐了。 
 
（五）日面佛，月面佛 

在這個二元的世間，追逐好的，排斥壞的對一般人來說是天經地義。但法師卻告訴我
們好和壞，生病和健康，哀傷和快樂等這些相對狀況其實都是佛性的現象，依佛性的整體
角度來看，他們只是左右手的差別，日面佛月面佛都是佛，然而一旦你做此分別，對立和
衝突便產生了。多半的時候我們對自己的分別心已經到了習而不察的地步，對好的難以割
捨，對壞的則避之不及。我們不會覺得自己喜歡健康討厭生病是在「抓健康相」而「排斥

病相」，也不會覺得禪修時希望打一柱好香是在「抓寧靜相」而「排斥散亂相」，更不會

覺得急著把事情做好是在「抓圓滿相」而「排斥缺憾相」，因為那實在太理所當然了。然

而長此以往，好惡的對立面就會越來越深，也就離佛菩薩境界的平等相越來越遙遠了。 

因此法師提出在日常生活中練習『好的不喜歡，壞的不討厭』，找機會練習縮短這些
對立面衝突的距離，並練習隨緣而不抓現象。日面佛和月面佛都是佛，都是我們佛性功能
的展現，是我們依報身的一種現象，然而這些現象只要你一區分出好與壞（價值）或沾染
上愛與惡（情緒），我們的心就會立刻被現象抓走而難以隨緣了。因此法師才要我們練習
甘於『受人擺佈』，或者『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在我看來，這應該就是在修持平
等心了。只是這可以有多難？恐怕只有自己才知道了！ 
 
（六）第一順位 

在紅塵世間打滾多年，我們早已經養成以世俗價值觀為第一順位的習慣了。且通常我
們列為第一順位的重點會放在事相上，比如事情要做多、做快、做好，之後便執著於此,並
以此為自己行事目標的第一順位。但法師告訴我們其實做少、做慢、做不好也皆是圓滿。
有了日面佛月面佛都是佛的概念後，就比較有機會改變我們的第一順位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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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曾為了趕到象岡道場而心急開快車因而悟到了一個道理：對一個修行人來說，任
何時間的第一順位都應該是照顧好我們自己的這顆心，而不是在事相上評比做多快或做多
好。我們應該時時觀照的是我們的心是不是處於安詳和平喜悅的狀態，並以此作為我們生
活或修行的第一順位。法師甚至認為對佛弟子來說，我們應該以成佛，以能與祖師同見同
行作為自己人生的第一順位。 

說到這裡，自己越發感到慚愧，若我真能以此為人生第一順位，肯定能達到時時修，
處處修，念念修的境地，又怎麼可能老有藉口太忙碌沒時間修行呢？ 
 
這些重要的禪修正見並非都是坐在蒲團上用功時才能用的，很多都是以日常生活為主

要的實踐處所的。若我們在日常中能逐漸練習從這些知見或心態開始做改變，那正是我們
進禪堂坐在蒲團上之前最好的預備功夫了。雖然禪修的步驟應該是調身，調息再調心，然
而現在的我卻覺得進禪堂前恐怕更重要的是要調整我們的這些知見觀念和心態，否則徒然
在現象上花功夫，斤斤計較坐了幾柱好香，那就可惜了！ 

                
 
 
 
2020年 2, 3月特別活動預告    請先上網 www.ddmbala.org 報名 
 
 

佛學講座: 

     自家寶藏- 如來藏思想 

 

2/2  (日)  10:00am~12:00pm 

果廣法師主講 
請先上網報名 

法鼓傳燈法會 2/2  (日)  2:00~4:30pm  請先上網報名 

 

佛學講座: 
《法華經》與改變的力量  
           

2/22, 29 (六)  &  2/23, 3/1 (日)    

 10:00am-4:30pm 

果慨法師主講 

 

請先上網報名 

 

「法華三昧懺儀」研習營 
 

2/25 (二）- 2/28（五）9:30am~9:30pm 

果慨法師帶領 
 

請先上網報名 

 

初級禪訓密集班 
 

 

3/7 (六) & 3/14 (六)  9:30am~5:00pm 

                                                     (9:00報到)  
 

請先上網報名 

 
 
 
 

http://www.ddmbala.org/
http://ddmbala.org/zh-tw/2015-11-01-01-01-07/2015-11-01-01-19-43/2019-12-14-21-25-29
http://ddmbala.org/zh-tw/2015-11-01-01-01-07/2015-11-01-01-19-43/2020-01-12-21-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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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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經》共修  週二 午 1:30-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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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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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三昧懺儀」研習營
	初級禪訓密集班
	3/7 (六) & 3/14 (六)  9:30am~5:00pm
	                                                     (9:00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