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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心安就有平安 

 

如何能夠平安？首先是心要能安定，才能得平安。 
 

想安自己的心，只要體驗呼吸、放鬆身心，我們就會身心平
安，這是每一個人隨時都可以用的方法。 

 

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這麼說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小自每一
個個人的身心、家庭、工作、事業，以及所處的社會、國家，乃
至於全世界整體的環境，都希望能夠平安與幸福。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為別人祝福平安，譬如，當我們出門的時候，家人或是朋友
會說：「祝福你平安！」然而，這是不是真的有用，並不是問
題。 

 

許多人認為我這個老和尚有修行，讓我祝福一下，好像會比
較靈驗一點，功勞比較大一點，所以，許多人身體不好的時候，
就希望請老和尚來為他祝福一下，但是我有點懷疑，我的祝福真
的比你們的祝福還有用嗎？ 

 

有一對年輕的夫婦請我祝福他們婚姻幸福，所以我對他們
說：「祝福你們婚姻幸福！」可是他們一回去就吵了架，然後打
電話給我：「師父，你的祝福沒有用，我們回來以後還是吵
架。」我回答說：「我沒有說我的祝福一定有用，那是你們迷
信；祝福以後，你們自己愛吵架，我有什麼辦法！」 

 
平安要靠自己。在宗教場合裡，無論是請宗教師，或是請

神、佛、菩薩為我們祝福，雖然這在心理上有用，可是最可靠
的，還是要自己從內心做起。除了希望別人祝福，我們也要祝福
自己，當你要生氣、要和別人吵架的時候，告訴自己不要這麼
做。像上述的夫妻倆明明希望不要吵架，為什麼還要吵？將幸福
交代給一個老和尚，可是自己卻沒有經營自己的幸福，這是很顛
倒、很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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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似乎與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好像不平安都是環境帶給

我們的。其實，雖然有環境的因素，但主要仍是取決於我們自己
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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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方法，是每天都練習安心的方法。如果是信仰佛教的人，每天早上起來的時
候，先在佛菩薩前做祈願或是禮拜，然後打從心裡誠懇地念幾句佛菩薩聖號，這時你的心
裡是平靜、安靜的，出門以後，也還是有佛菩薩的聖號在心裡；你也可以隨時隨地體驗呼
吸，當你有一點身心狀況的時候，只要體驗一下呼吸，你的心馬上就能安定下來，如此一
來，你自己是平安的，與你相處的人也會受到影響。 

 

將平安與和平分享大家，並不是只有特定團體應該這麼做，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做、都應該這麼做：首先自己的心裡要平安；其次，我們每天要為全世界的人祈禱和平、
祈禱平安；然後，見到每一個人都對他說：「我祝福你平安！」我們經常用喜悅的、友善
的、關懷的心和態度，將自己的平安，分享給與我們接觸的人，以及所有的人，這樣的
話，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裡面的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慢慢地都會得到平安。 

摘自《法鼓雜誌》 

               

【僧活小語】                  洛杉磯「封城」有感                                      常悅 
 
洛杉磯縣 3/19下令「在家更安全」（Safer At Home），呼籲人們儘可能留在家中以降

低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命令一出，「封城」的字眼出現在各類媒體上，不少
人因此驚恐不安。另外一方面，也有人無法理解這道命令為何讓這些人驚恐，悠然過著與
平日一樣的日子。顯然，不同的人解讀到的內容和產生的感受相去甚遠，可以預見，這兩
類人因應此命令而改變生活方式的意願和行動會大大不同。跟身邊的人聊聊，不難發現這
兩類型的人。 

 
 仔細觀察發現，對「在家更安全」命令的解讀產生差異的背後，與個人的性格特質

息息相關。個性謹慎小心、多慮、負責、未雨綢繆的人，讀到的重點是命令中「不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甚至還會放大不可以做的範圍和尺度，即使命令中指明可以做，
這類人讀到的還是「最好不要做」。而喜歡自由自在、生性樂天的人，看到的是「可以做
什麼、可以做什麼...」，似乎這道命令對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 

 
 兩類的人的解讀，都有道理，不能說哪一類好，哪一類不好，但不免有所偏頗。如

果兩類人都堅持自己的解讀才是對的，那就難免產生爭執了。站在個人的角度，如果能覺
察自己的偏頗，加以調整，便能鬆動一分自我中心的執著。站在團體的角度，有這兩類人
是好事，前一類的人會令團體警覺可能到來的危機，而後一類人則能平衡團體中因多慮而
產生的緊張、焦慮、擔心等情緒，從而能夠做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和決策。 

 
 面對當前這場百年不遇的流行病，想起聖嚴師父的叮嚀：「我們的環境從來沒有好

過，也沒有那麼壞過，就看自己怎麼看待。」 

      
                  新冠疫情的正面效應                           林淑德    

 
       自從 2019年 11、12月武漢發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來，每天的各種感染病例、數據不
斷的出現在新聞上，然而最近也有些令人鼓舞的正面新聞出現了。 
 
      「居家令」在許多國家執行近一個月以來，地球的空氣品質忽然變好了，連洛杉磯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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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大都市的清潔空氣城市中名列前矛，所有的動植物都能呼吸到新鮮空氣了。在四
月份，全球已有 40%的人們居家隔離防疫，不使用汽車、火車、飛機、船運，工廠不運
作，減少了大部分的空氣污染，使得地球的自然界有了喘息的機會。野生動物們也感受到
了這個變化，於是羊群、土狼、熊…放膽地在城市街上行走，鯨魚也敢在船隻的航線上悠
遊。剛浮出的小海龜不怕被人擄獲，全部自在地爬向大海。 
 
       許多溫馨助人的故事，有關第一線救治感染病人的醫生護士的報導，平時不受人們關
注的送貨上門人員，如今都備受大眾的敬佩感謝。不起眼的衞生紙變得洛陽紙貴，令人明
白了民生基本需要物資的重要。不出門見人會友，沒必要裝扮或炫耀外表，於是回歸純樸
生活。 
 
       疫情成了逆增上緣！人們勤於洗手、擦拭消毒，養成了愛好清潔的習慣。突如其來的
疫情狀況，亂了大家以前的生活步調，於是開始動動腦筋來想對策，大至國家研發疫苗，
小至在家中與家人相處，都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我們也經由另闢的網路視訊功能，不
需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而擴展了學習的機會、生活的範圍。對於法鼓山的信徒們，更是
欣喜能參與不同地域分會的共修活動，聆聽法師的開示、演講！ 
 
       疫情帶來的正面效應，令人感恩！柳暗花明又一村，疫情必將過去。人們記取經驗，
會更有智慧的防患於未然。 

 

【新聞組活動報導】                                                              曉亞執筆 
 
 

                                                            歲末感恩分享會 
                                          培福有福   人人有幸福                                    
 
       洛杉磯道場每年農曆春節前都會舉行歲末感恩分享會，藉由這個機會悅眾義工回來道
場齊聚一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在菩提道上彼此鼓舞互勉，一同攜手繼續以自利利他
的願心邁向嶄新的一年。今年的感恩分享聯誼活動於一月十一日星期六舉行，當天陽光燦
爛，天氣和暖，道場四周掛起大紅燈籠，增添許多年節喜慶氣氛。短短兩個多小時，與會
義工們以歡喜的心情欣賞精彩的節目、感人的義工心路歷程分享及香積組準備的美味可口
糕點，度過溫馨別具意義的冬日午后。 
 
       活動一開始，由監院常悅法師及常俱法師、演宗法師帶領進行簡短的心經祈福法會，
讓大眾收攝身心，並且莫忘學佛初衷，時時提起佛法智慧利人利己，將祝福迴向給所有眾
生。接著觀賞萬行菩薩及法鼓山過去一年大事紀影片，義工的身影永遠是法鼓山最美麗的
風景，雖然來自不同背景，然而來到法鼓山奉獻的精神卻是一致的，「因為需要人，所以
我就來了」，「佛法很好，想把它分享給更多的人」，「為了廣結善緣，為三寶做事」。
在做義工的同時，深耕福田，培福惜福，以佛法的光明智慧為每個人照亮前路。 
 
       洛杉磯道場2019年是心靈豐收的一年，除了固定禪坐、念佛、讀書會共修之外，舉辦
了許多以佛法滋養心靈的活動，包括：方丈和尚果暉法師關懷弘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贈書、果醒法師生活禪開示講座、護法總會許仁壽副總會長的悅眾成長營、大事關懷培
訓、念佛禪二、義工默照禪十、聖嚴師父西方法子 Gilbert帶領的英文禪三…等等，度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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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的一年。 
 
        Grace、Ruby、麗英及小薇師姐則和大家分享擔任義工的心路歷程，她們在各自因緣際
會下接觸法鼓山，成為了萬行菩薩。在發心奉獻的同時，種下善根，廣結善緣，期許「有
我的地方，就有佛法」。其中麗英談到自己如何從一開始對髮色的執著，到漸漸放下、接
受滿頭華髮、最真實自然的自己，其中最大的關鍵便是佛法隨緣自在、放下我執的智慧啟
發。 
 
       西方眾 Jeremy每個周末參與英文禪坐共修，雖然接觸法鼓山的時間不長，但是很喜歡
道場特殊的寧靜祥和氛圍。感恩會上他為大家演奏吉他組曲，會場中每個人閉上雙眼，靜
靜聆聽柔和優美的樂聲，跟隨著 Jeremy的吉他旋律專注於當下，彷彿進行了一場觀自在菩
薩耳根圓通法門的音樂禪坐共修。 
 
       三位法師也分享了佛道修行的體驗及對悅眾菩薩的祝福期許。去年新來乍到的演宗法
師以藝術的學習對其修行的正向影響講述他的學佛經歷，雖然一開始覺得被許多框架框
住，然而藝術中關於創意－以不同的觀點、角度看一件事的訓練，讓其很快可以融入佛法
的不以自我為中心、接受各種因緣的智慧。兩度於洛杉磯執事的常俱法師期勉大眾一起耕
耘福田，和更多的人分享佛法。監院常悅法師於十二年前汶川大地震後進入災區參與賑災
援助，讓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高中求學期間接受法鼓山獎助學金幫助的女生，在考上
醫學院之後婉拒繼續領取獎學金的個案，理由是她希望學弟妹也能有珍貴的機會參加法鼓
山心靈環保營，因為物質的援助是一時的，心靈的滋養啟發才是永久的，佛法智慧沒有時
空的限制，影響無遠弗屆。 
 
       聖嚴師父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慈悲智慧的寶山，開發寶山如同耕耘眾生的心田。在
方丈和尚果暉法師對大眾新春祝福影片中，他期勉大眾共同開發心中寶山，珍惜耕耘人間
福田的機會，並祝福每個人在新的年度：「一分一分放下煩惱，一天一天增福增慧」。 
 
       感恩會結束之後，由法師們發送包括春節賀卡、掛曆、環保用具及萬用禮袋等豐富的
祝福結緣禮給與會大眾，每個人歡喜接納來自佛法與法師們的祝福，滿載而歸。期許在心
田中種下一顆顆菩提籽，於未來每一天都能在佛法智慧的指引下，一步步邁向光明，積極
實踐二 O二 O「培福有福」年度祝福主題 ：廣結善緣，大家來培福；感恩知足，人人有幸
福。 
 

            

                                    義工分享                                          常悅法師分享                            演宗法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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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拜願迎好年 

                           Fun鬆禪趣   培福有福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於農曆新春期間舉辦一系列迎春活動，初一至初四除了平安法會、
念佛共修、佛前大供等，並有「迎春茶禪」，鼓勵大眾放慢腳步，放鬆身心，感受當下
「一期一會」的美好因緣。此外，初一及初二另設有「禪心揮毫」、「定心抄寫」、「法
住法位」、「所球圓滿」等攤位，以及「心靈處方籤」充滿喜慶熱鬧氣氛的禪味有趣設
計，希望藉由一系列的新年祈福活動帶給眾生一整年的身心自在、培福有福。 
 
      「新春平安法會」在開春第一天(1月25日)由「精進拜願」揭開序幕，監院常悅法師於
法會前開示，所謂的「拜願」是要學習諸佛菩薩的願力，幫助自己與眾生從諸多人生困境
中走出。 一般人因為願力不夠大、不夠深、不夠廣，不夠平等、不夠智慧與慈悲，因此往
往力不從心，身不由己陷入一些困境之中。藉由拜願，效法學習釋迦牟尼佛、藥師琉璃光
如來、阿彌陀佛的大悲大願及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慈悲精神，幫助自己與他人從生活的
種種煩惱、不如意中解脫出來，告別過去的苦難，迎接來年的平安與幸福。 
 
        洛杉磯道場從年前便張燈結綵，大殿與室外掛滿紅色祈福燈籠，飄滿喜慶年味。新春
期間除了一整年的「光明燈」，另設有「平安燈」及「觀音祈願燈」，供大眾為自己和家
人預約鼠年的福慧與平安，同時也為世間帶來光明與溫暖。燈代表光明與智慧，在寺院點
燈，不僅莊嚴寺院道場，有佈施供養及共修的意義，更是莊嚴點燈者的自心光明，不僅照
亮自己，也溫暖他人。今年的春節適逢周末，許多信眾扶老攜幼趁著冬日裡溫暖的好天氣
來道場走春，參加拜願祈福，欣賞趣味舞獅表演及充滿禪心的園遊攤位遊戲，香積組義工
並準備了色彩繽紛、美味可口的年菜及應景糕點與大眾結緣。 
 
        從台灣遠道而來的「無事生活茶館」吳曉慧、吳曉貞、吳曉柔三姊妹於「茶禪培訓課
程」告一段落後，新春初一至初四每天舉行四場「迎春茶禪」活動，藉由泡茶、品茶過
程，讓大眾也能感受身心放鬆、專注於當下的禪修體驗及茶禪一味的精神。三姊妹的父親
吳國賢菩薩也搬出他的絕活「活版印刷」，當場為信眾在紅包袋上刻印燙金、喜氣洋洋的
「培福有福」字樣，充滿懷古幽情，令人驚喜，清雅靜定的茶禪活動為慶祝新春的熱鬧氣
氛增添了幾許自在淡雅的禪意。 
 
        2020年法鼓山以「培福有福」為年度主題，方丈和尚果暉法師於新春祝福中邀請大
家共同來開發自性寶山，耕耘福田。以感恩知足的心，來自安安人，為自己培福；以歡
喜布施的願行，來廣結善緣，造福他人。 
 
        新的一年，大家一起來發願，從心改變，用佛法提昇自己並且運用到生活當中。知
福、培福，利益眾生，開創人人幸福的安樂世界，成為真正快樂的有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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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禪培訓課程 以茶修禪 
                                     泡一壺好茶   看見自己的心                        
 
        清代著名書畫家鄭板橋有幅對聯：「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愛鬥茶。」著名的禪
宗公案《趙州喫茶去》揭示了在平凡生活中修行實踐禪法、茶禪一味的意涵。洛杉磯道場
於農曆春節前特別舉辦了「茶禪培訓課程」，邀請「台灣無事生活館」無事/吳氏三姊妹遠
道而來，指導大家認識茶具、茶種及行茶禮儀，於泡茶、品茶過程中，體會專心一意、與
茶融合為一的滋味。課程當中並由常悅法師結合禪修，藉由茶參禪、修禪，以茶為媒介，
契入禪修明心見性的宗旨，將心收攝起來，於泡茶、喝茶過程裡練習止與觀，藉茶修心，
體驗茶與人生的無常。 
 
        無事三姊妹吳曉慧、吳曉貞、吳曉柔，一位偏好古琴雅樂、一位喜歡行茶品茗、一位
熱愛花藝創作，三個人在各自人生壯遊行旅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方向，由音樂、茶
道、花道進而認識自己與這個世界，與萍水相逢的人結下善緣。這次專程來到洛杉磯道場
開設「茶禪培訓課程」，以「茶有道禪無門」為精神貫穿一系列課程活動。其中穿插茶學
基本知識，從歷史面、修行面、茶學面、茶具操作面、茶會案例介紹，最後讓學員實作覺
察練習及正式茶會演練。 
 
       此次茶禪課程分為初階與進階共四天進行，參與的學員十分踴躍，想一窺究竟茶與禪
之間的關聯。初階課程著重在茶葉種類介紹、茶的歷史、認識茶的發酵度及時間對茶湯的
影響、泡茶行儀，並解釋了茶禪與茶藝的異同。吳曉慧分享了二十年追尋茶禪之路、 以茶
為道的行旅，從2009年開始策畫大型靜心茶會、茶道展演及教學，推廣茶文化和藝術展
覽，通過琴韻、行茶、花道和大家分享如何回到內在，沉澱身心，由茶遇見自己，從品茗
中回到初心。 
 
       進階課程則教授泡茶的技巧、茶席花 DIY、茶會的精神，探討中華茶「藝」與日本茶
「道」，以「水月茶會」為範例介紹茶會的設計，讓學員有更多的機會實際體驗練習。課
堂上，每個茶壇擺放著別緻典雅的茶具、花器，充滿禪意。上課之前，學員們先靜坐調
心，讓緊繃的身體逐漸放鬆，紛雜的思緒慢慢安靜沉澱下來。在每一道泡茶的步驟中，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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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茶葉入壺、沖水、蓋壺、觀色、聞香、品茗，練習專注於當下，每一個動作都清清楚
楚、明白覺知，領略「一杯清茶，一念清淨；以茶入禪，茶禪一味」的修行體會。 
         

潘秀媚表示兩天的課程中，學到了許多關於茶葉的種類、茶的歷史，分辨不同的形
狀、氣味、茶湯顏色等，在品茶中也學習到一些禪修的方法。泡茶品茗過程中，身心放
鬆，懷抱著歡喜心、平等心及感恩心，以五官「眼耳鼻舌身」的覺受去體驗、覺察每一個
動作，一次只專注做一件事，實踐「清、閑、雅、靜、定」的茶禪精神。這樣的練習讓她
覺得受益匪淺，深深感到「茶中有道，茶不是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不間斷地練習與深
入，以茶入禪亦是如此。 
 
        馬茹瑩則從茶禪培訓課程中瞭解了各種茶葉相關知識及泡茶時應具備的心態，包括放
鬆身心、覺察力、恭敬心及平等心。同時，監院常悅法師以禪修的觀念從旁加強註解，讓
她明白了行茶中應該運用收攝專注的功夫，以「觀」加強心力的練習，更加體會「借茶修
禪」的用意。課後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每天能夠抽空為自己及家人泡壺好茶，忙碌的生活
中也能享有澹泊靜心的片刻。她也提到，過年參加新春茶禪擔任茶客人時，聽聞果廣法師
所開示的一段話：「在品茶時可以覺受到苦、澀、回甘到無味，而在無味中體會到平淡，
繼而才能有「定」的功夫，把它用在禪修上道理亦相同。」覺得深有啟發，平淡生活中才
能體會到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 
 
         以茶修禪，透過沏茶、品茗的過程放鬆身體、安定內心，保持念念清淨，並且將這種
專注於當下的方法和心態帶入平常生活當中，這便是茶禪一味的真意。 據說，得道的聖人
當心中有喝茶的念頭時，他已經在喝茶了。我們凡夫俗子卻有喝茶、喝什麼茶、如何品
嚐、用啥器具…等等層層疊疊的念頭，從喝茶到真正茶入口之間，就是緣過去與未來，而
無法活在當下剎那間。泡一壺好茶，看見自己的心，那一顆清淨無染的真心，是每個人本
就具有的，只要往內尋求，便能如布袋和尚般，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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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慨法師講授  

                                  法華經與改變的力量  
                                       帶領法華三昧懺儀研修營  
 
    《法華經》素有經中之王之稱，是集佛陀圓滿智慧以優美文字呈現的一部多面向修行寶
典，提出諸佛教化眾生的種種善巧方便，引導大眾邁向成佛之道。只要願意修行，每個人
都可以成為究竟覺悟的佛陀。法鼓山弘化發展專案召集人果慨法師特別來到洛杉磯，於
2/22、23、29及3/1日連續兩個周末，為本地信眾講述「法華經與改變的力量」，從法華經
於佛教中的地位、組織內容概說、各品之精華，到現象與實相的關係，及《法華經》的
「用」，即正確修持法華經，將佛法智慧確實帶進生活之中，淨化自己，建設人間淨土。
並鼓勵大家當別人的貴人，在眾中修學佛法，彼此於修行道上互相輾轉增上，幫助自己與
他人離苦得樂。 
 
       除了四天的講座之外，果慨法師並於2/25-28日帶領四天的「法華三昧懺儀研修營」，
每天早午各拜ㄧ次懺儀，從奉請禮敬，到逐ㄧ懺悔六根，發願，然後才開始誦法華經。在
誦持經文時法師則是要大家誦ㄧ段落時，ㄧ定要靜坐ㄧ下，不要心想著ㄧ直要追趕進度而
忘了所讀到的內容。這樣的過程讓學員的身心由粗到細，慢慢調伏，由外到內，息諸萬
緣，發願專精，大家除對拜懺的要旨、意義與懺儀的法脈源流有初步的認識以外，對依止
清淨的心，來修習善法，更是體驗到法喜充滿！誠如果慨法師ㄧ直強調：「法華是慧，三
昧是定，懺儀是戒，解行同時並重，達到三昧的境界，進而圓滿法華智慧。」  
 
       從懺悔、誦經至禪觀，過程由粗到細，讓學員體驗懺儀與禪觀的方法。四天的研修
營，學員對於懺儀的分類、修懺的要旨、懺悔的意義與經教的法脈源流都有了進一步的認
識。 
 
       「法華經與改變的力量」講座第一堂課，果慨法師開宗明義告訴大家，修行佛法最重
要是建立正確的知見和觀念，而且經教必需搭配實修。佛學與學佛的差異，在於一個是名
詞，一個是動詞。聖嚴師父曾感慨：「佛法殊勝，用者不多，知者太少。」佛法是要練習
來用的，才能淨化自己與社會。 
 
      「學法華先學態度，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法無高下，眾生皆是平等。」無論是追求
個人解脫的阿羅漢、自利利他的菩薩行者或販夫走卒，每個人都有能力成就佛陀圓滿的智
慧。 
 

      《法華經》如大海之納百川， 將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歸於唯一佛乘，肯定眾生皆能
成佛，成就了大乘佛教獨到的波瀾壯闊思想。法師表示，眾生成佛最快的便是這部經典，
因而鼓勵大眾背誦重要經句，時時思惟、受持。「讀、誦、解說、書寫，邏輯會更清
楚。」並且要發起菩提心，才能有菩提願、菩提行，先發願才會精進。 
 
       除了帶來『眾生必定成佛』的珍貴訊息以外，《法華經》也蘊含一種深廣的包容精
神。法師提到對我們凡夫來說，「包容」包含三個層次：隨喜功德、隨緣消舊業及來生
緣。其中第三個層次「來生緣」是最難的，當對方恩將仇報時，你還能原諒包容他，這便
是廣結善緣。修行過程中遇到障礙、挑戰時，更是修行前進的因緣契機。因緣法不進則
退，煩惱即菩提，轉迷成悟。「逆增上緣會加速我們的修行，成就我們。」「修行厚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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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來，是因為過得太好，這是一種“福障”。」如果沒有人挑戰我們，便需自我挑戰。在
人生旅途上需要有善知識引導才能成就大法及所有道業，善知識包括順增上緣及逆增上
緣，不論順境或逆境，重要的是如何轉化觀念，當心念轉，世界也會跟著改變。 
 
     世間一切現象起伏生滅，實相則是恆常不變。從凡夫立場看，都是以假為真；從小乘人
看，都是以假為空；從中道來看，則非假非真，即假即空。沒有一個事物能背離實相，諸
法實相為森然萬象之本性，也就是空性，是離文字相、離言語相，這是修行的根本要素。
若知道自己的本性是不來不去、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受制於任何時空與來去，便會無
所畏懼，安住於究竟的向度─涅槃、當下。一如海水與波浪，波浪是現象，海水才是實
相，無論變幻何種形狀，波浪是水的本質永恆不變。 
 
       法師以捏陶為例，在不同的因緣作用下幻化為不同的器物，然而陶器本身並無高下貴
賤之別，因為本質都是相同的陶土。 
 
    佛在法華經中處處讚嘆供佛功德，所以若要成佛，必先於無數諸佛前做供養人，以財
物、體力及心力做種種供養。聖嚴師父說大菩提心始於六度，六度之首是布施行，布施之
要則始於惜福與培福。「菲以自供，是惜福；厚以施人，是培福。」法師鼓勵大家來道場
做義工，藉此培福、鍊心。「境界無好壞之分，好與壞之別來自我們的心。如果念念是善
念，一切都是好境。」每天發願，碰到的每個人，都能因為自己而更歡喜、更進步，煩惱
減少、離諸苦難。 
 
       關於修持部分，果慨法師引用聖嚴師父開示，修持法華經應先背誦〈弘傳序〉，藉以
瞭解經文梗概，再以信仰的淬發，持念、禮拜觀世音菩薩，背誦〈普門品〉。接著釐清理
論架構，述門部分熟讀〈方便品〉，本門部分熟讀〈如來壽量品〉。再來，以〈普賢菩薩
勸發品〉修行法華三昧，最後進入〈安樂行品〉的安樂行義，修無相門。此為完整的《法
華經》修持法門。 
 
      《妙法蓮華經》以蓮花比喻出汙泥而不染，縱使出自汙穢的環境，亦能潔淨不染塵垢，
正如充滿光明的自性。全經共二十八品近七萬字，是大乘佛教極為重要的一部經典。每個
人本具如來智慧，卻因妄想顛倒而不證得。如果能遠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
皆得現前。《法華經》提醒每個人都有一顆摩尼寶珠，只要願意修行，我們也能開啟究竟
向度之門，成就無上菩提。 
 
       此次講座盛況空前，第一個周末吸引了超過百位信眾前來聆聽，由於目前新冠病毒全
球疫情緊繃，為避免群聚感染，第二個周末課程改為網絡直播，用不同的方式護念大家修
學佛法的願心。 
 
      果慨法師希望大家練習做他人的貴人，累積福報資糧。當心心念念利益眾生，其功德是
不可限量的。聖嚴師父說：「付出即是菩提心的實踐，成長便是菩薩道的修持。」當我們
幫助別人時，收穫最多的是自己。對眾生最大的報恩，即是讓他們與三寶結緣，哪怕只是
一毛一渧、一沙一塵的微小連結，都能種下日後得度的因緣。 
 
       法師並期勉學員回家做功課，開始思索、架構自身的佛國淨土，包括佛名、國名、國
土情形、佛的壽命長短及想要救度的對象。先發願，並且起而實踐，才能產生力量，修行
才會有方向。想讓度化的眾生離苦得樂，必須清楚佛陀的藥方，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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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佛國淨土是甚麼？要接引度化哪一類眾生呢？」是學員們在《法華經與改變的力
量》課程之後需要深思的問題。有願，才有力。改變，便從現在開始。 
 

       
 

                                          茶禪，是茶、還是禪？                                楊麗菁 
 
     「茶禪，是茶、還是禪？」吳曉慧老師（此次洛杉磯茶禪的總策劃）做了很有趣的闡
釋。她說：茶和禪就像是頭長在身體上，兩者是合而為一，不可分開的。而當我在新春茶
席擔任茶主人的時候，也有一位茶客人問到「品第一泡和第二泡茶時是禁語的，是不是因
為要很認真地品茶？」聽到此問題，不知道大家心中的答案是什麼呢？ 
 
      每個人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有泡茶、喝茶的經驗，也有些師兄師姊們甚至茶齡頗為
資深。不過在我參加此次的茶禪後，我方才領悟到，原來習茶藝已久的我，喝茶，都喝錯
了...。 
 
      此次 1月份的「茶禪培訓課程」，要感恩常悅法師的發願達成，也感恩「無事生活」的
三姊妹連同父親一家人，於過年期間特別駐腳於洛杉磯，帶領大家學習茶禪；並分享人生
經歷，以及培訓茶主人。甚至將初習茶禪者擔任新春茶主人，這幾近不可能的任務，變成
可能了。 
 
      為期六天的茶禪培訓課程，從初拿茶具的顫抖到領悟茶道後的優雅，大家無不雀耀地學
習和分享。而我，也在初次司茶(茶主人)的師姊們的茶湯中，第一次喝「懂」了茶。 
 
      平日愛喝茶的我，流連於茶人和茶農之間，所有喝茶的功力不外乎顯現在如何準確地從
茶品、水溫、和時間中，泡出一道好茶。以及品茶時，又該如何認真地分析茶湯的滋味等
等。但在此次的茶禪活動中，是茶主人、也是義工的我，告訴自己應該收起分別心，虔誠
地品嚐各位茶主人的用心。就在當下，我喝到了一杯自己都不知該如何形容的茶。我完全
忘了平常的品茶公式：香氣、滋味、口感，反倒是嚐到一杯平凡但感動的茶。因為我喝到
了司茶者的用心、也因為我學會了用「心」喝茶，用心去覺察和感受。 
 
      所以茶禪中，喝的是茶，還是禪？如果用嘴巴喝，即是品茶；但如果用心去喝、去感
受，那就是茶禪了。 
 
      在新春茶會中，一位西方眾與我分享，當他走入茶席、靜靜地坐下打禪的時候，聽到道
埸外有機車快速飛奔的聲音，當下的他不僅問自己「這騎士在急什麼呢？」不過想想，這
不也是大部分的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嗎，總是急著趕來、又匆忙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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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茶禪也讓我體會到了茶道中「一期一會」的深意。因為不知何時能再有這樣的因
緣，聽遠道而來的茶老師分享，以及短暫停留的果廣法師說法？ 
 
      此次能參與新春茶會的每個人都是有福之人。在開春之時，就送給自己一刻的寧靜和平
安。既然有此福份，何不也在家給自己一個「心的禪堂」，時時帶著心裡的這份寧靜坐下
來 ∼ 品一杯好茶，唸一聲阿彌陀佛 ∼。 
 
      特別感謝常悅法師、常俱法師、演宗法師、果廣法師、吳老師們，大寮及所有義工師兄
師姐，由於大家的努力、才有因緣促成這次的共修。 

 
         果廣法師 《自家寶藏－如來藏思想概說》講座       文宣組 
 
自僧團都監的執事卸任後，即向僧團請假閉關自修的果廣法師，於去年九月底出關，

圓滿六年二個月又十五天的精進修行。因緣殊勝來到洛杉磯道場，於二月二日紀念聖嚴師
父圓寂十一週年的傳燈法會之前，為信眾舉行《自家寶藏─如來藏思想概說》講座。從原
始佛教經典的核心義理「緣起無我」說起，並簡述大乘三系－中觀、唯識及如來藏思想的
起源與發展，皆依「緣起」開展出來。 

 
法師一開始便說明一生都是在實踐與弘揚漢傳佛教的聖嚴師父，一直期許法鼓山的僧

俗四眾也能實踐與弘傳漢傳佛教，並以漢傳禪佛教與現在及未來世界的佛教接軌，並得與
世界各地的人們分享漢傳佛教的智慧。果廣法師提到曾聽過聖嚴師父說：漢傳佛教從印度
傳到中國，融合中國文化及經過歷代祖師大德們的探究與體證，是人類珍貴的智慧文化遺
產，很值得與世界分享及世代傳承。而漢傳禪佛教的主流思想即是如來藏思想。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典阿含經中說：「如來離兩邊處中說法」，說的是緣起法。佛陀在

菩提樹下徹悟生命乃至萬有皆依緣生起，非由單一的個體生起，也非由空無生起。依緣起
而說無我，無我是說宇宙萬有都是依緣生起、依緣而存在。從依緣生起的萬法中，沒有一
法是獨立自主生起的，也無一法是不需仰仗他緣而存在，所以說無我。而大乘三系則是深
入依緣起的「法性」，從不同面向，發展出各自特色。 

 
「中觀」以深入緣起「法性」，而說「緣起無自性」、「緣起性空」、「因緣所生法

皆空」。亦即立足於「法性」：不見任何因緣所生的法，是依自己的性質生起的；亦不見
任何因緣所生法存在，所以說「空」。 

 
「唯識」則是深入說明緣起「法性」不空，而提出「依他起性」「圓成實性」。 

「中觀」依緣起「法性」展開，說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法皆空」；而「唯識」依緣
起「法性」說「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不空，這一空一有是無礙的、不衝突的。 

 
唯識是以無始無明所染的「識」為基礎展開；如來藏則以不受無明所染的「識性」為

立足出發。此「識性」即緣起法性又稱清淨法性、佛性、如來藏、清淨本性、真如等等。
如來藏思想立足清淨法性，依此而闡述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性、佛心眾生
心等等。 

 
如來藏思想依清淨法性展開染、淨二門，以染門來說明為何生死流轉，此染門會通唯

識的依他起性及遍計所執；淨門會通中觀的自性空、一切法皆空，及唯識的依他起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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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性。 淨門再細分為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以空如來藏會通中觀的無自性、性空、一
切法空，及會通唯識的圓成實性。不空如來藏會通唯識依他起性。 

 
 如來藏的特色之一在不空如來藏的發揮。亦即開顯清淨法性的功用，稱性德起用；若

能消除一分無明即有一分妙用；若能徹底斷除無明，則有無量無邊的妙用。事實上，如來
藏所謂的性德起用，與阿含經說的涅槃智，般若系的根本智、後得智，及唯識的四智是相
應的，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已。 

 
如來藏思想依緣起「法性」提出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性，只因妄想執

著不能證得。這對眾生修學佛法有很大的鼓舞，也使得人們對修學佛法，斷除無明執著產
生更有信心。同時接受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只要用心耕耘去除妄想執著，人人都是現前菩
薩未來佛的觀念，會更願意尊敬、尊重每一個人。當面對順逆境時，也會鼓勵自己繼續往
前。 

 
另外果廣法師也提到如來藏思想的另一特色：代表如來藏思想的論典之一《大乘起信

論》對生命的流轉有這樣論述：「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無始來，恒有無明妄念相續，
未曾離故。」據此可理解：依如來藏思想，要斷除生死流轉的關鍵是在於「斷妄念相
續」，而「斷妄念相續」的起修是「正念真如」。如來藏思想的「正念真如」是與「無分
別心、無相、無念」相應，是依真如而「無分別心、無相、無念」；但並不是在現實的世
間，什麼都不分別，也不是否定現象的存在及一切念。 如來藏所說的「無分別」是依真如
而「無分別」；較具體的說是依「無我」而「無分別」，當有我就會有分別，分你我他。
要做到「無分別」，就要「正念真如」或如實了知「無我」。 

 
原始佛教阿含經裡重視「正念」，是說要時時憶念思惟佛所說的法，以如實理解法

義，進而達到如實觀見無常、無我，而斷捨我見、無明、貪愛，最後以不執取一切法而體
證涅槃。體證涅槃即體證真如。 

 
如來藏思想的「正念」，是「正念真如」，是直趨涅槃。 如來藏思想的「空如來藏」

與「不空如來藏」與原始佛教的核心義理「緣起無我」，及修行上「體證涅槃」與「體證
真如」根本上是一致的；差別在於：如來藏思想在義理發揮的層面及實修方法上，發展出
其特色。 

 
法師把原始佛教及大乘三系的關係，比喻成四棵樹，這四棵樹本是同根同源，都是依

緣起而發展出不同的特色，但同時又能互相融通，終歸一味，即是解脫味，完整的呈現世
尊的法是「至真、至善、至美」，讓法師由衷感恩自己此生能夠出家修學佛法。 

 
在與信眾問答部分，法師一再強調定課的重要，法師指出學佛是點滴累積熏修學習來

的，修學過程不容易察覺到進步，卻容易起退心，所以恆常心很重要。不論多忙，道業一
定要堅持下去，如果太忙，寧可減少，不可斷掉。法師提出在阿含經裡，佛陀不只是教弟
子來信佛而已，佛陀是要大家來看佛所看到的，佛看到的是什麼？是人生現象的真實相：
是緣起的，是無常的，是無我的。學佛修行是要發願見佛所見。禪修中體會到煩惱很少，
或是寧靜舒服，那都是一種感受。當進而與「空慧」相應，空不是感覺，是見。任何佛法
的修行法門，都是以見到或體證到空性為染、淨的分水領，這必與無我相應。這也會是學
佛者持續修行最大的推力，以此為基礎再起修。心與空見不相離，就是更進一步在用方法
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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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同時也提到若能經常憶念不忘自身有如來寶藏，有清靜佛性，以此引導心向上向
善。當面對強大煩惱時，也告訴自己如來寶藏是清淨的，但是被無明煩惱所染，可用拜懺
同時用佛法的觀念來省思檢視自己的身語意業。佛法告訴我們：善的身語意業招感樂的果
報受；不善的身語意業招感苦的果報受。因此，在感受樂果時，要感恩過去結善因緣，現
當持續修善；在感受苦果時，要懺除過去所結不善因緣，現當更修善。如此，將生命導向
安樂。面對不如意的人事物境，絕不怨天尤人，把自己的不如意認為是別人或外在造成
的，這將導致苦的循環，苦無了期。 

 
果廣法師簡明扼要點出從阿含到大乘三系各個思想要義及特色，並強調如來藏思想是

依緣起「法性」為立足點出發，是究竟說，非方便說；是依佛說，與梵我思想完全無關。
為被質疑為方便說及帶有神我思想的如來藏思想作澄清 。 

 
在師父圓寂的十一周年紀念法會，感恩法師的分享，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弘傳漢傳禪佛

教的重要。因為漢傳佛教的智慧，可以帶給世人身心安定的力量，並趨向究竟離苦得安
樂。 
 

           

 
                                《法華經》課程學後感                              風鳥 

 
學完兩個週末的《法華經》課程後最大的心得感想就是：《法華經》果真是一部振奮

人心，易讓人對修行產生無比信心，CP值相當高的一本經書。果慨法師講經內容既廣且
深，豐富有趣，尤其是落實到平日修行層面上的提醒，法師的棒喝之語每每令人深思。
『佛陀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由於重點過多，我也只能列舉其中幾個來與大家
分享： 
 

∼為凡夫所說的成佛之道 
 

佛陀多數講經都是「隨他意」，是因人因時因地權宜施設，是應眾生需要而宣講。例
如阿含經是針對當時擁有悠久修行解脫道傳統的印度人所講，「解脫」在當時的背景時空
下深受多數修行人的推崇嚮往，因此佛陀證道後先講『四聖諦』，指出一條離苦得樂之
道，以解脫涅槃境來吸引眾生透過修行趣入正道，可說是十分的相應和當機。但法師提醒
我們，這些應機的說法猶如眾生頭痛就給頭痛藥，「離苦得樂的解脫道」便是相當吸引當
時特定時空環境下的一群人極有效的一帖頭痛藥，但眾生服了藥，一時的頭痛症狀沒了之
後，便誤以為這是終極解脫的永恆健康狀態，這就有問題了。其實，佛陀給的頭痛藥方裡
暗藏了治癒全身疾病的效用，只不過眾生並不識得。在頭痛症狀解除後（離苦），還應繼
續強身健體，自我進修學習更多治病方法，並把離苦得樂之法授予他人。 

 



        

 14

佛陀對聲聞乘說解脫道的道理，對圓覺乘說十二因緣的道理。可以說多數佛經都是佛
陀針對特定對象而宣說道理的「權」宜之法，目的是為了對症下藥，然而佛陀真正出世的
本懷卻隱藏在應機的藥方中而遭忽略了。《法華經》的出現正式宣告了佛陀出世真正的本
懷∼傳達『眾生皆可成佛』的重要訊息（實）。這也是佛陀少數「隨自意」而宣講的經，
因而此經在諸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若說《華嚴經》是為聖者所說的成佛之道，
《法華經》則可說是為凡夫所講述的成佛之道，內容主要宣說人人皆可成佛的道理和因
緣，因此特別能帶給娑婆世界的眾生極大的信心。 
 
∼學習感恩逆行菩薩 
        
            佛教流傳世間兩千多年，早期的經典並未提到眾生皆可成佛的說法，甚至後來的大乘
諸經對成佛也仍有條件上的限制，比如惡人女人皆不能成佛。但《法華經》卻明白指出眾
生皆可成佛，就連畜生道的小龍女和出佛身血的提婆達多也被授記成佛。這實在讓人匪夷
所思？然而，當佛陀顯現過去與菩提達多的多生因緣與其本地風光時，眾人才明白原來菩
提達多曾為佛師，且為助佛陀早日成佛，發願生生世世為佛陀的逆行菩薩。 
 
        在順境中修行不容易進步，猶如天人被困於「福障」中而不願修行，但逆境卻能助你
往前三級跳。法師以 Life of Pi這部電影為例，男主角 Pi與一隻老虎被困在茫茫大海的一艘
船上，在整個漂流過程中老虎一直想攻擊吃掉 Pi，這使得 Pi必須時時保持警覺免得被攻
擊，而這份警覺最後竟成了他在茫茫大海中得以存活下來，不至於因失去鬥志而迷糊喪生
的重要生命動力。不懂得把握因緣者視逆行菩薩為障礙，而懂得把握因緣者則感恩逆行
菩薩的成就。世間萬事萬物真是完全看你怎麼想了！一旦想法不同就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態
度和行動，因而造就了不同的結果。 

 
∼人人都是大醫王 
       
           佛陀並非神，而是一個人格完美的典範。我們追隨佛陀修行，便是走在一條修正自己
淨化自己的道路上，希望自己越來越像一個健全的人。法師說修行要有「病識感」，這是
我們凡夫修行的起點。如果連自己是個病人都意識不到，就不會知道應該從何整治起？佛
經浩瀚，針對不同症狀的眾生給出了諸多不同的藥方，然而《法華經》卻告訴你，你也可
以成為醫生，你本身就具有成為大醫王的潛質。只要你抱著「我就是一個醫生」的心態來
學習，一切就會變得很不一樣了。以「病人」自居，你只會希求藥方；但以「未來的醫
生」自居，你會為病人勤勉努力且自律，在心態上是更加樂觀積極的。 
 
        這聽來似乎很弔詭，一方面要我們有病識感，一方面又要我們以醫生自居，這不是自
相矛盾嗎？實際上，修行是有次第階段的。修行的起點是必須認識到自己是生病的，進而
希求藥方治病。然而，凡夫的我們，心一直是處於向外攀緣的模式，渾然不覺「向外求」
便是諸苦的來源，即便在求取離苦的人生解藥時啟動的仍是「向外求」的模式，習慣了這
樣的模式就難以覺察內在本自具足的清淨本性。其次，走在修行的這條路上要面對的是自
己多生多世累積的惡習，認識自己的過程猶如掏挖自家糞坑般痛苦，面對撲鼻的惡臭絕
不會是一件舒服的事，修行信心很容易因此被消磨殆盡，甚至開始懷疑真的有成佛這樣的
事嗎？ 
 
      《法華經》是佛陀晚年在即將涅槃前所宣講的，在以「權」法方便度眾大半生後，佛陀
把握最後機會宣講「實」法。在座聽講的包括三界內外的一切眾生，每個眾生修行的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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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程度皆有不同。然而這次佛陀不是給藥方了，而是直接宣告在場的每個眾生都是未來的
醫生，解藥就在你們自己身上，不必向外求。就如一行禪師所說的：『波浪不必追求成
為海水，波浪本身就是海水』。 
 
        尚未修行且自以為健康無病的門外漢，自然是不會受用於《法華經》的道理；但對無
論走在哪個階段的佛弟子來說，體認到『我本來就是醫生』的道理，確實可以激發我們救
度眾生的意願，責任感和慈悲心，並且幫助我們從根本態度上做改變，給予我們各自不同
程度的信心和毅力，繼續走在這條成佛之道上。沒有『權法』的基礎，便難以體會究竟的
『實法』的妙用，因此，只要你的修行之道已經啟動，法華經都能帶給你程度不一的鼓舞
與信心。 
 

      《法華經》是一本彙整諸經之作，也是一部宣說『究竟實法』這極其核心且重要法義的
重量級經典之作。因此法師才會說修學《法華經》必須有基礎，否則一切易淪為空談。 
∼方便即是究竟，心態決定一切 

 

既然『佛性本自具足』是「實法」，那為何佛陀清淨無惱，而眾生卻受苦煩惱？法師
說明：『實』雖本具，仍需假外修才能開啟。『實法』本身不用修，但功能卻顯現不出
來，因此必須藉由『權法』來開顯其本具的功德。修人天福報，修解脫涅槃道等皆為方便
之權法，但同時也可以是究竟的實法，端看你的心態如何？比較大的問題是凡夫眾生的我
們多半被困在這些方便權法的表面，而觸及不到核心實法的本身。 

 
比如來道場當義工，我們的心態是一個核心且重要的關鍵，心態如何將決定你的修行

是停留在權法表面或者觸及實法核心。『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會修行的諸大菩薩皆在
因地起修，因地所發的願不同，其結果也會很不同。菩薩因地發願『誓修一切善，誓斷一
切惡』，由於這個誓願是與我們的『菩提自性』相應的，與我們本自具足的佛性相通
的，因此當一切符合這個誓願的條件具足時，我就去做，這叫做『稱性而修』。比如當
下的因緣顯現的是要我去拖地，那我就去拖地；要我布施，我就去布施。換言之，你拖地
和布施並不是為了求人天福報，或者為了積累功德以求解脫，法師說這種心態未免太 low
了。你拖地或布施，是因為你本就具足佛性，你無所求也不必求，你本就是佛，所以你自
然而然地這麼做了，你這麼做便是所謂的『稱性而修』了。 

 
很多人誤以為我們並非證悟的菩薩，也無開悟的體驗，我們如何『稱性而修』？但經

過法師一番說明後，我終於了解到原來只要觀念一轉變，心態一改變，就可以直接契入實
法的修行。原來日常生活的一個念頭或者一舉一動，皆可以是我們轉權為實，二法同修的
好機會。因此法師一再強調，做一件事，你的態度不同，就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同樣念
一聲佛號，你求的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或者是當下淨土？又或者僅是因與自心自性淨土
相應而念呢？動機不同，心態不同，就會將你帶入完全不同的境地。對凡夫來說，修行時
所處外境是一大考驗，但法師卻告訴我們外境從來就不是真正重點，重點在你是否依自性
起修，是如何看待這個外境？ 

 
《法華經》教導的便是『稱性而修』之法，是要我們依本自具足的佛性而修的實法，

而非依他需要，需假外求而修的法門。 
 
∼你的佛國淨土設計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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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課程一個最有趣的作業便是設計描述一個自己未來的佛國淨土。這對我無疑是個
挑戰極大的作業，雖然身為佛教徒，但坦白說自己從來就沒認真想過『成佛』這件事，更
多時候覺得這是句安慰人的戲語空話，甚至感覺有點好高騖遠，實在不願多想多談。法師 
在與大家討論學員繳交作業的過程中，這才讓大家發現自己對未來成佛的願景沒有一點計
劃或想像，成佛的山頭雖選定好了，但山頭裡的景觀如何卻一點都不清楚，你的國土中想
度化的眾生對象又是誰？也不知道。由於不清楚自己佛國淨土為誰而建？就不會知道所需
的工具資材為何？就更談不上要如何準備及努力了。這樣如何能跨出第一步呢？ 

 
這的確很令人深思。對於成佛一事，我們凡夫不是心性怯懦不敢想，就是對成佛過度

樂觀而有勇無謀。一提到佛國淨土裡的細節或如何動手啟動這個大工程，全部的人都傻眼
了！於是法師提出了建設西方極樂淨土的阿彌陀佛作為我們的榜樣，阿彌陀佛在菩薩階位
時就花了 20小劫時間在各處淨土參訪，以作為他建設自己佛國淨土的參考。我們雖還在凡
夫境地，但是在我們一邊『稱性而修』之際，似乎也可以一邊開始想像籌劃自己未來的佛
國淨土，這應該能幫助我們更加確立未來的路該往哪裡走？或該如何走？ 

 
雖然我終究還是沒能完成這個作業，但這個想像的種子應該已經種下了，在此十分感

恩果慨法師！  

 
                       「成佛之道」讀書會心得 - 認識印順導師            黃慕瑾 
            
      參加果廣法師的演講時，聽到師姐提到「成佛之道」讀書會，我當晚就報名參加了。
3/7及 3/21的兩堂課，在常悅法師和淑良師姊的引導下，真是受益良多，讀書會很有正能
量，同時也非常感恩當年常延法師對於《成佛之道》一書的講解以及常悅法師的釋疑。  
 
      在上第一堂課前，法師和師姐與大家分享了印順導師的影片和「佛陀」影集。一看就一
直看到完，真是很棒！看了「佛陀」影集讓人生起了對佛法的正信，非但對釋迦牟尼佛教
導的佛法有信心，也相信自己能學佛成佛。佛法普為一切人的依怙，學佛的法門可以幫助
自己解悟生命存在的真相，真正獲得解脫自在離苦得樂，也能助人離苦得樂。 
 
      《成佛之道》是印順導師的著作，能因為參加讀書會而認識印順法師，很是歡喜。印順
導師的著作非常豐富，常悅法師建議大家可以先從他的《佛學概論》、《學佛三要》和
《印度佛教思想史》開始閱讀，深入了解。有法師指引的書單，對於剛接觸佛教才半年的
我，真的受益匪淺。再次感恩！剛讀完《佛學概論》對印順導師的認識又更多了些。 
 
      印順導師說：「世間的事理，如預存主見，缺乏同情。還難於恰當的理解對方，何況乎
甚深的佛法？學佛法，要有淨信為基礎，即是這樣純潔的同情，並非盲目的信仰。」這段
話讓我回想起第一堂「成佛之道」讀書會中不斷提到的對正信「學佛」的重要性。導師
說：「中道的德行，出發於善心，而表現為合理的，有益自他的行為；又以合理的善行淨
化內心，使內心趨向於完善，無漏。」由此可見佛弟子們對佛法僧的信心，在對我們德行
的長養上，意義甚深。透過如此深信又純潔的同情心及無私的清淨心，我們才能解悟生命的
真理啊。所以印順導師說：「信如鏡的明淨，智如鏡的照物。用純潔清淨的心情修學正
法，發展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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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會中常悅法師解釋：「緣起性空中道是佛法思維的核心。」印順導師也在書中提
到：緣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佛法的正解，也絕非離開「信」，「戒」而可以
成就的。「法」為佛法的根本，「信解行證」則不僅是學佛者對法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對
於法的實踐。這讓我回想起上週，果元法師在禪修的開示中說：「把心用在每一個當下，
專注生命中的每一刻，就像在時時刻刻練習打坐學習一樣。」相同的，在常延法師的講課
中也提及：ㄧ切修行的方法，最後都要歸於「成佛」為目標。要用生命來學習如何實踐
佛法。常延法師還說：「佛法不可能由別人教會。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學習體會，虛心學習
實踐，自度也度人。」兩堂課的心得豐富，印象深刻，十分感恩！  
 
     最後用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中說的一段話來鼓勵自己。導師說：『中道行「自知自
覺自作證」，佛弟子的依法修學，決不等到未來、他方，而是要求現在的證驗。如現在都
不能體悟得解脫，將希望寄託在未來、他方，這過於渺茫、等於不能真實體驗的幻想。』
緣起性空中道、真理真是無所不在啊，南無阿彌陀佛！  

       
   Silent Illumination Event Report                    James Hong 
  
From December 25 to December 30, I volunteered and participated for the first 5 days of the 10 
day Silent Illumination retreat led by Chang Hu Fashi, a Resident Monk from Dharma Drum 
Retreat Center in Pine Bush, New York.   
  
This was a unique retreat as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attended in a volunteer capacity.  I led the Eight- 
Form Moving Meditation and announced the beginning of meditation sessions and end of the 
practice day with specific rhythmic, tonal strikes on the wooden sounding board.  It wa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the teaching of the Heart Sutra: the greatest wisdom arises from 
compassion. In this case, being of service to the sangha.  
  
The retreat followed a similar format of Dharma Drum retreats with the first part of the first day 
devoted to explaining the ground rules of conduct and protocol during the silent retreat.  These 
elaborate rules allow for unspoken harmony of conduct during the retreat and practitioners to focus 
on their practice.  
  
Each day consisted of  practice periods (sitting, walking, direct contemplation), afternoon dharma 
talks, group interviews, Master Sheng Yen’s (Shifu) videos, and evening dharma talk.  After the 
first group interviews, Chang Hu Fashi lead participants in the standing version of the chair yogic 
exercising in response to overwhelming comments concerning stiffness and pain from long periods 
of sitting meditation.  This was a very effective practice that allowed many of us to access the 
relaxation aspect of the silence in silent illumination. 
  
Having used the Huatou method exclusively for approximately 18 months,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transition back to silent illumination.  Silent Illumination patriarch, Hongzhi Zhengjue said, 
“Silently, serenely forgetting all words; clearly vibrantly it manifests” to describe 
reality.  However, in this retreat practice, I was, at times, frustrated with the sense that only 
wandering thoughts manifested. The huatou practice had become a good barrier to such 
thoughts.  During sitting meditation, being confronted with more than usual wandering thoughts 
while practicing silent illumination again was a humbling experience. During one of Shifu’s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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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s, he stated that samadhi without wisdom is not true wisdom and can often give rise to 
anger.  This comment struck me like the sound of a lightning bolt in the high mountains as out of 
the 3 evils, anger is personally most challenging. 
  
I was going to continue practicing huatou for another year, taking Resident Nun Chang Ju’s advice 
to internally repeat the Chinese rather than English huatou.  However, this retreat has revealed to 
me that concentration is not enough. Observing but not being affected by phenomena (whe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is key to equanimity and skillful ability to harmonize with the environment; or 
as Dharma Heir Gilbert Gutierrez often quotes from Shifu’s teachings, ‘we must not let the 
environment turn us; we should turn the environment.’  Or as Bodhidharma teaches as translated 
by Red Pine, “When you understand, reality depends on you.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depend on reality.” 
 
                                 To Retreat or Not to Retreat                       Neal Golub 

 
It’s been a week since I finished a 5 day Chan meditation retreat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in El Monte. I wanted to wait a week or so before writing down my thoughts, so I 
could compare my meditation experienc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retreat, and also take a good 
poke at the question a lot of us face, to retreat or not to retreat. 
 
So let’s start with the mechanics of the retreat, in case you haven’t done this retreat before and 
want to know what the days are like. This was actually a 10 day retreat starting Christmas day, and 
you had the option of doing all 10 days, only the first 5 days or only the last 5 days.  I did only the 
last 5 days.  The retreat itself was very nicely laid out; after experiencing it for 2 or 3 days I 
understood better the scheduling of it all and it felt like somebody really thought it through. Each 
day was organized around 4 sessions in the Chan Hall and 3 meals.  The 4 sessions were: before 
breakfast, after breakfast, after lunch and after dinner.  Each session in the Chan Hall was 2 or 3 
hours long and was composed of sitting meditation, moving meditation, dharma talks, and breaks. 
I think a full-length sitting session was about 45 minutes but it’s hard to say since clocks are hard 
to find there. There were some shorter sitting sessions also.  Of course, you don’t need clocks or a 
watch because everything is “announced” by bells, clunks (the sound of a mallet hitting a board), 
and taps (the sound of a big flat stick hitting the wood floor).  You never have to rush; for instance, 
the bells ring 15 minutes before the next session starts, which is a long time.  
 
Here’s an example of the smart scheduling.  You go to bed at 10pm and wake up to bells at 
4:30am.  Ok, I know that doesn’t sound smart, but here’s the thing.  After each meal you did some 
light chores (mine was swiffering the Chan Hall floor, which is fun) and then there’s time for a 
good half hour nap before the next meditation session starts.  So what they did is, they took the 8 
hours of bed rest each day, gave you 6 ½ of it at night, then gave you the rest of it as a half hour 
nap after each meal.  Brilliant!  It solved the problem of trying to meditate right after a meal, 
which is tough.   
 
Here’s another example of a simple layout thing, but so smart.  In the Chan Hall, the Buddha is up 
front of course, and the students all sit facing the Buddha to meditate, and the retreat master, 
Chong Hu Fashi, plus other fashi’s and timekeepers, sit behind the students. In every other retreat 
I’ve been to, at other temples I mean, the retreat master sits in front of the students fac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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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ting behind the students is so smart because they can see what we are doing during the session.  
One time I was squirming a good bit and had to stretch my neck a lot, and after a break I came 
back and there were notes for me from the fashi with suggestions.  Nice! 
 
There was also time each day to have a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Chong Hu Fashi, if you wanted to.  
I talked with him twice and it really helped me a lot.  I told him how I was practicing and he gave 
me great advice to correct my practice.  Being able to talk one on one with a real expert about your 
actua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was probably the highlight of the retreat for me.  I’ve received a lot 
of good meditation instruction in my life, but when you practice on your own a lot, its easy to pick 
up bad habits,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with me.  So checking in with an expert occasionally is 
very important I think. 
 
The dharma talks were great; some were videos of Master Sheng Yen, and others were live talks 
by Chong Hu Fashi. Aside from meditation I’m starting to get a sense of Chan practice.  I always 
knew it was focused on meditation, but now I see more about the attitudes of simplicity and 
naturalness behind the practice.  The master talked a lot about eliminating vexations, and several 
times since I’ve been back a vexation arose and I said to myself, don’t worry about it, it’s not a big 
deal.  And it wasn’t, and I shouldn’t. Oh, if only I could keep that up forever! 
 
I didn’t expect this but the style of the retreat also encouraged me to keep my mind in the present 
moment.  Not because I was “supposed to”, but because the future days and the past days in the 
retreat were all like the current day, so they weren’t interesting to think about.  So what’s left to 
think about? The present moment!   
 
So let’s see, other details to mention. The food was very good, and very healthy.  Many thanks to 
the kitchen staff!  The bed was very hard.  A wooden platform.  I didn’t sleep good the first night 
but I slept fine the other 4 nights, and felt alert and healthy after the second day.  I’ve done that 
before, sleeping on a hard surface at a retreat.  The surface stays hard the whole time, it doesn’t get 
softer, but you mind it less and less.   
 
Let me talk now about how the retreat helped me.  Well, simply put it got me back on a correct 
path for my meditation practice.  I had started to control my breathing because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do that in a way that helped create good feelings from the breath.  Chong Hu Fashi gave me 
a simple step by step method which got me to that same place and further, without controlling the 
breath.  He made the very good point with me that controlling the breath can’t be done for a very 
long time without creating tension, and it encourages mind wandering because you can’t keep it up 
every moment, whereas observing the breath can be done more easily and for as long as you want.  
He then gave me a simple step by step process to follow when I sit. 
 
1) Sit in a comfortable posture 
2) Relax the mind (I do this by telling myself that everything is ok, that I’m safe, I’m in a good 

place with good people, and that I’m doing the right thing) 
3) Relax the body (scan or examine the muscles of the body and release any tension) 
4) Observe the sensations of the breath in the stomach or chest (I use the stomach).  Hang out there 

for as long as you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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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art to move your attention up to the area of the nose and mouth and observe the sensations 
there, along with the sensations in your chest/stomach. 

6) When you’re ready, let go of the sensations in the chest/stomach and focus only on the nose and 
mouth area. Remember to observe only, letting the breath go in and out however it wants. 

 
This is working for me.  I had some new experiences in the retreat after following that process, 
which I reported back to Chong Hu Fashi, and he told me it’s a sign that I’m more relaxed.  So 
now I have a way to easily tell that my relaxation is better. So that’s all good news.   
 
Since being back from the retreat, when I meditate, I can really see how the day’s normal activities 
intrude on my concentration; so many of my wandering thoughts are of that day’s events.  It’s 
clearer now why it’s harder to meditate daily as part of a regular lay life.  I’ve still seen those same 
signs of better concentration I mentioned, but not to the same degree as during the retreat.  So I 
have work to do in figuring out how to live a normal life and also meditate well. 
 
So now let me touch on the question, to retreat or not to retreat?  One of the other retreatants 
expressed the issue really well at the end of the retreat when he said he didn’t want to come this 
time and his wife signed them both up without his permission (a very funny moment for us all to 
hear this). He said it’s a little like going to the gym, you know you should but you still don’t want 
to.  But after going to this retreat he sees how good it is that he came.  So this really got me  
thinking, I should stop expecting a retreat to be one rosy moment after another.  It can feel tedious 
and difficult at times.  You don’t go because it’s fun every minute. You go because it’s fun some 
of the minutes and because it’s good for you and you learn stuff. You go so that you can practice 
differently than in your normal life.  
 
It’s really like a lot of things we do as adults that are good for us that take some sacrifice.  When 
you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a degree, you know parts will be fun and parts will be hard, but it’s 
worthwhile for your life.  Even small things like exercising and choosing healthy food to eat, you 
do it not because it’s the absolute most pleasurable or easiest thing to do, but because it’s good for 
you and worth the effort.   
 
So, what do you think? Could a retreat like this fit into your life?  Is it worth a shot?  I say give it a 
try next time around if you can, I am pretty darn sure you will be glad you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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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道場暫時關閉，開放日期及時間，敬請密切留意道場網站的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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