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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入牛角 
 
「老鼠入牛角」這句話，是宋朝的大慧宗杲禪師所講的。 
 
       記得有一次，我從臺灣帶了一些士林的土產「有意落花生」
回美國的禪中心，預備給美國朋友嚐嚐。先把花生放在我房間的
壁櫥裡；結果老美還沒吃到，卻給老鼠捷足先登，吃得一地的花
生、花生衣。我覺得好奇怪，我的房間從來沒有老鼠來過，老鼠
從哪兒來的呢？後來在壁櫥裡的地板上發現有個小洞，老鼠想必
是從那個洞進來的。我拿了一些石灰，想把這個洞堵起來，可是
心想，如果把洞堵起來，老鼠不就被堵死了嗎？繼之又想，不
對，老鼠一定另外還有通向屋外的路，否則牠是絕對到不了我房
間的。狡兔有三窟，堵起一個洞口，牠仍然有活路。於是，我就
把洞口堵住了。 
 
       還有一次，我走在街上，看見一隻老鼠也在街上走，牠走
著、走著，走進陰溝洞裡去了，我就守在陰溝洞旁看牠什麼時候
出來，嘿！牠再也不出來了。那條陰溝很長，不知道牠已經跑到
哪裡去了。總之，老鼠有牠的活路可走，不會走入死路。而在禪
宗的語錄、公案裡，開示禪的訓練方法中，也有拿老鼠作譬喻
的，例如「老鼠啃棺材」。 
 
一、好好啃棺材 
 
       老鼠啃棺材做什麼？也許老鼠以為棺材裡頭藏了很多好吃的
東西，所以牠兀自不停地啃，遇到有人或貓走近，牠就躲起來；
過後，牠又跑出來，繼續啃棺材，啃到最後，終於啃出一個洞。
棺木都很厚實，老鼠就有那股恆心及傻勁，把它啃出個洞來，也
許裡頭沒有東西好吃，可是至少可以作牠的窩，人家要抓牠，牠
可以往棺材裡躲。我們修行就要有「老鼠啃棺材」那種精神。 
 
       還有，如果老鼠老是在那裡啃啃啃，不休息；人來了，也不
跑，牠大概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老鼠很機靈的，所以，人來
的時候，牠就溜掉，累的時候，也會去休息。但是，在沒有把棺
材啃穿一個洞之前，牠是不會罷休的。老鼠這種精神就好比愚公
移山，一個修行人應該效法這種精神，找到一個方法，就要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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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恆地在那上面用功，用功累了，休息休息；被打擾了，沒關係，休息一會兒再來。如
此，日積月累工夫自然純熟。 
 
  同樣的，我們做任何一件事，都可用上這個方法，就是要有信心、決心、恆心，不畏
艱難險阻，不怕失敗挫折，勇往直前，最後一定會成功。 就像老鼠啃棺材到最後，啃穿一
個洞，棺材裡面是空的，什麼也沒有，那你是不是白白的辛苦了一場？不，你的時間沒有
白費，經過這樣的磨鍊之後，毅力及耐力培養起來了，以後，遇到事情不灰心，也不退
縮。 

 

二、追、趕、跑、跳、碰 
 
另一種修行方法稱為「老鼠出洞」，或稱「貓捉老鼠」，或稱「貓看老鼠」。這個修

行方法專門用來對治我們的妄想心，也就是隨時、隨地留心它、注意它，就像貓捉老鼠，
方法是貓，妄想是老鼠，我們有修行才知道我們的心是多麼飢渴，就像餓得發慌的老鼠，
時時想到洞外去找東西吃，若有一隻盡責的貓，守在洞口，老鼠自然不敢出洞。 
 

「老鼠出洞」的方法怎麼用？可畫個卡通圖作說明，我先畫個老鼠洞，洞裡有好多餓
得發慌的老鼠；在洞的外面，再畫一隻毛茸茸的大貓蹲在那兒，虎視眈眈地瞪著洞口，雙
方按兵不動，比賽看誰的耐力強。貓坐鎮在洞口，等老鼠出來，預備大快朵頤一番；老鼠
也在等貓走開，伺機溜出來，找東西果腹。貓餓，老鼠也餓，雙方就僵在那兒。最後是誰
勝利呢？你們想想看：貓聚精會神地注視著洞口，瞪著瞪著，時間一久，牠又餓又累，不
知不覺眼皮闔上了，睡著了。洞內的老鼠看到貓睡著了，可樂壞了，還不趁著這大好時機
溜出來！就有一隻老鼠輕手輕腳地溜出來，唯恐驚動了貓。貓也非弱者，牠很機警，耳朵
更是靈敏，牠雖在酣睡中，知道老鼠跑出來了，霍地躍起欲攫住老鼠，老鼠拔腿就跑，貓
追趕老鼠去了。貓離開洞，於是，一群老鼠嘰嘰吱吱，歡天喜地地跑出來。貓呢？正辛苦
地追那第一隻老鼠，老鼠看到另外一個洞，鑽進去了。貓沒追到老鼠，垂頭喪氣，再回頭
看原來那個洞，咦？怎麼老鼠通通跑出來了？由於牠忙著追老鼠，東奔西逐，追來追去，
結果，一隻老鼠也沒抓到，貓空忙了一場。 
 

三、隨緣了妄想 
 
這種情況，就像修行調伏妄想一般，他在用功，曉得妄想要竄出來了，他努力地看住

它，不准它出來，時間久了，用功累了，打起瞌睡……「咦？剛才好像打了個瞌睡。」這
一想就是一個妄念。「剛才究竟是在打瞌睡呢？還是在想些什麼？」那接著又是一個妄
想。就這樣，妄想連續出現，這個時候怎麼辦？ 
 

貓要怎麼樣才能看住老鼠？這有方法的。貓守在洞口，等老鼠出來，貓的心情要放
鬆，不要急躁，心想你出來也好，你不出來也好；你出來，我就逮住你，你跑掉了，我不
追，放你一條生路，洞裡還有其他的老鼠，我要防著牠們，再有一隻老鼠出來，或許我就
逮住了。我們修行要抱著這種態度，才有成功的希望。這就好比「百鳥在樹，不如一鳥在
手」，你把手中的一隻鳥放掉，去抓樹上的一百隻鳥，結果，那一百隻鳥飛了，這下子連
一隻也沒有了。修行就是這樣，既不能追逐妄念，也不貪多、貪進步；不可得隴望蜀，有
一點進步，還希望進步得更多，結果，連原來的那一點進步也失掉。修行一定要紮實牢
靠，以這樣的態度來修行，妄想心就會減少。不能緊緊張張的，要自然輕鬆，否則，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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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繃緊，就容易累，累了就想睡覺，還能做什麼？修行用功的時候，通常發生的情況，便
是緊張、疲累、昏沈和散亂。    

 
現在講「老鼠入牛角」，這是一個修行的方法。可以分作兩個層面來講：第一層面，

不要鑽牛角尖，因為鑽牛角尖對一般人來說是條死路。第二層面，要鑽牛角尖，這是修行
方法，是禪師要求禪眾修禪的一條活路。 
 
四、鑽入牛角尖？ 

 
為什麼鑽牛角尖對一般人來說是一條死路？以人的生命來說，你、我、他也都在鑽牛

角尖，人有生、老、病、死，生命的終結就是死，誰能不死？可是人很愚癡，雖明知難逃
一死，卻又掙脫不開名枷利鎖的束縛，不管年輕的、年老的，都憧憬著有個光耀的前途。 
先說年輕的，他從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奮鬥，終於擠進了權貴群中，最後所得的是在靈堂
中懸掛的輓額及聯幛，最多再加上祭文、弔辭、墓碑與墓誌銘，這種身後的哀榮，便是他
辛苦了一輩子的終結，可惜他卻無法親眼在生前看到。雖然如此，人都非走這一條路不
可，這一條路不能說不好，只是在鑽牛角尖，因為前途本身就是牛角尖。那麼，如何才不
鑽牛角尖呢？依據佛法是要我們腳踏實地、刻苦耐勞，如此可消業，且能使更多的人因為
我們的努力而得到幸福，這是行菩薩道，而不是為了求名、求利、求前途。我們應該有崇
高的生活目標，為眾生謀福利，為眾生解除痛苦，不想到個人的未來，不計榮辱，得失隨
它。能有這樣的不執著心，你所造福於人的就多了，你的生活也必然愉悅自在了。所以，
對一個修行人來講，他的生活態度是自然平常，順逆不拒，他不鑽牛角尖，他走的是平坦
的陽關大道。 
 
五、打得凡情死 

 
        第二層面，是要鑽牛角尖，那就是禪的修行方法。我所主持的禪七，有要求禪眾「大
死一番」的話。所謂「大死一番」，就是死「偷心」。 

 
偷心是禪宗的專有名詞，怎麼偷？很簡單，就是閩南語「漏氣」的意思。偷心就是漏

氣、洩氣，修行人不能洩氣，要一鼓作氣。譬如兩軍對陣，第一次鼓打下去，士兵們就要
衝鋒陷陣，勇往直前，不能稍有停歇，不能回頭，不要考慮到死亡的危險及敗退時的狼狽
境況。唯有置生死於度外，這一仗打下來才有勝利及生還的希望；如果是沒有鬥志的懦
夫，大概在他還沒衝到敵人的陣地之前，就被自己的人踩死了。所以，置之死地而後生，
是兵家所言無上法寶，而這「大死一番」的禪的修行，就是採用這種方法。不可假藉理
由，原諒自己，或追求靠山，逃避苦難。我所編輯的《禪門修證指要》一書中，收有一篇
戒顯禪師的〈禪門鍛鍊說〉，乃模仿《孫子》十三篇而寫；《孫子》十三篇是練兵的兵
法，〈禪門鍛鍊說〉則是練禪的禪法。修行禪法就是「老鼠入牛角」，這在兵家叫「破釜
沈舟」、「背水一戰」，讓士兵瀕臨絕路，不戰一定死，作戰還有活的希望；就是出絕
招，以激勵士氣，喚起戰鬥意志。大慧宗杲禪師最善於用奇招來訓練禪眾，故在某一次禪
期中，有五十三人參加修行，他使十三人開悟。 

 
在美國的禪七期中，我曾對一位叫 Ernese Heau 的禪眾用這種方法訓練過，那是他第一

次參加我所主持的禪七。修行到第四天，他的心已相當調順，但尚無法引起疑情，他來見
我，我就落井下石，狠狠地訶斥他不會用功，我即跟他說：「從此以後，若無消息不要再
來見我。從此以後，什麼事也不要你做，好好的把你的疑情挖掘出來，抓住它！」本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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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修行修得很好，反而突然讓我潑了這麼桶冷水，頓時陷入一種無援的狀態。他在修
行之中所依賴的是，遇到什麼問題，找師父替他解決，這下子師父不管他了，他好難過，
他想：「師父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叫我離開禪七？我究竟是回去呢？還是繼續打坐？」一
位護七人員告訴他：「師父的意思很明白，他是要你好好用功，如果你沒有進步的話，就
不要再見他了，因為要你好好用功，所以什麼事都不要你做。」他聽了還是很懊喪，他自
忖道：「往後要是一點進步都沒有，怎麼辦？師父還是不睬我，那我以後就沒有師父
了。」但等他一坐下去，他就下了決心：「反正沒有師父了，什麼師父！一點也不慈悲，
我從此以後根本不要師父，我靠我自己，要發狠心用功。」當他發狠用功之後，到了第六
天，發生了非常好的情況。 
 
       這就是用的「老鼠入牛角」的方法，我把老鼠往牛角裡面趕，趕到牛角尖裡頭，不僅
讓牠沒有前路可走，連後路也給堵住，使牠無所憑靠和依賴，瀕臨絕地，逼牠自己從死路
中尋出一條活路。 

 
       還有，你們知道阿難尊者怎麼開悟的嗎？阿難尊者在佛陀座下，沒有證阿羅漢果，因
此，當佛陀要涅槃時，阿難就問佛陀：「世尊，我還沒有解脫，你老人家去了，我怎麼
辦？」佛陀說：「我要涅槃了，要度的都已經度了，沒有度的，也已經種了得度的因
緣。」佛陀把這個責任交給迦葉尊者。迦葉尊者對阿難很嚴厲，當佛陀涅槃後，要召集五
百個大阿羅漢，來結集佛法的三藏，由於阿難能把佛陀一生四十九年所說的法，都記在腦
子裡，結集聖典時自然少不了他，可是阿難那時沒解脫，大迦葉就說：「寧缺勿濫，阿難
不是羅漢，不准他進來。」並以五罪訶責阿難。阿難在門口哭哭啼啼的，等著進去，有人
為阿難向大迦葉講情，阿難也已當眾懺悔，大迦葉仍毫不通融，他看到阿難進來，將他一
把推出門外說：「你沒有資格進來，這裡是阿羅漢集會的地方。」阿難遭此打擊，心想：
「佛不在了，迦葉尊者也不管我了，我沒有人可以靠了，我自己修行，我不找人了。」阿
難便在這樣被逼向死角的情形下，退出大眾，一心禪思。當夜，臥未至枕，四果現前，開
了大悟，得到解脫。迦葉尊者就是用「老鼠入牛角」的方法，使阿難開悟；如果迦葉尊者
不這麼逼他，而是和顏悅色地慢慢教他要怎麼修，那阿難就會想：「佛陀涅槃也沒關係，
大迦葉還在，他會幫我的忙。」如果這樣，  阿難就不會那麼容易證得阿羅漢果了。 
 

六、枯木逢春花又發 
 
「老鼠入牛角」的意思就是大死一番，大死一番就是死「偷心」，主要是死「倚賴

心」，有所依恃或有所假借，就是倚草附木，不能獨立，當然就無法見到清淨的自性了；
必得把所有賴以為安全的屏障撤除，則通向解脫的活路自然現前。 
 
       如果處在「山窮水盡疑無路」時，你還要不要往前去？可是如果你不往前去，那「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便見不到，也體會不到了。如果你不灰心，雖然山窮水盡，你還是
要往裡頭鑽，以根本不準備要活的心情，走進去再說。這一進去，哇！美麗的景緻豁然呈
現眼前，真是別有洞天，令人陶醉。若不是你冒險忘身去探幽訪勝，如何能見到這無限風
光？ 
 
       今天講的「老鼠入牛角」這個題目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通佛法，一是禪法。對於
一般人，當使用通佛法，不可以鑽牛角尖，應教他走陽關大道。所以對通常的人不要跟他
講最上乘的禪法，否則會害了他。等他已進入佛門，已經開始修行，才可用上「老鼠入牛
角」的禪法。      摘自《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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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活小語】                                居家防蟻分享                                      常俱 
 
三年前遇到螞蟻菩薩進入房子裡的困擾，想到之前學到的方法，用香茅可以防蟻，但

是香茅在西方不容易取得，上網查了一下，發現西方人用肉桂粉防蟻，這就是人們就地取
材的智慧。過去兩年在洛杉磯的夏天，我們用了很多東西合併的方法，檀香木、爽身粉、
醋、肉桂...但最終我們都還是得‘與蟻同住’。 

 
這三個多月來道場沒有對外開放，我們的活動空間變得比較單純，有比較多的時間可

以留在寮房區安心備課，在螞蟻菩薩開始出現就留意到了，立刻啟動防蟻策略，先把螞蟻
菩薩們請出去，把他們的路徑擦乾淨，預防螞蟻兵繼續前攻，自由選擇不一樣的‘防蟻
劑’，可以選擇用香噴噴的橘油，也可以用很嗆的醋，或是用比較溫和的肉桂粉。另外把會
招引螞蟻的東西清理掉，維護環境的清潔，不過也發現一個現象，這個地方處理好了， 它
們卻可能從另外一個地方出來！ 

 
剛開始的時候，每次回到寮房區就抱著期待不會有‘新訪客’的心去檢查環境，卻常常如

我意料的‘怎麼又來了’！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但是瞋心，不耐煩的情緒還是起來了，覺
察到了就開始調整自己的觀念：他們不是故意來找我們的麻煩的，在清理的時候為他們皈
依及祝福，藉機練習培養自己的慈悲心。有時候好不容易才把他們‘都’請出去，鬆一口
氣，期待苦盡甘來時，工具才剛歸位又見它們的踪影 百感交集，只好再提起正念，繼續努
力，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否則恐怕會越來越多 ! 

 
修行生活也是一樣，時時以戒定慧來淨化自己的身口意，平時經由拜佛、拜懺、誦

經、念佛等方法安定身心， 實踐少欲知足，懺悔業障，慈悲喜捨，感恩慚愧的生活方式，
煩惱現前時即時慚愧懺悔‘清理乾淨’，找出煩惱的根源，是貪？ 是瞋？是痴？還是慢？ 或
是疑？坦然的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 

 
我們的「防蟻工程」已經進行三個多禮拜了，螞蟻兵從一開始的列隊前進，到目前偶

爾看到零零星星的，也沒有辦法很明顯的看出來是從那個地方進來的。這好像我們比較雜
亂微細的煩惱，要更提高覺照力，才有辦法看到。過程中，無論我們的心理或是身體對外
境有什麼感覺、反應，練習保持「不憂不喜」、「不迎不拒」、「不貪不瞋」、「不嫉不
妒」、「不疑不懼」的心，就會平安、平靜和平衡，菩提道上，勇猛精進， 法喜充滿。  

 
                        參加「成佛之道」讀書會心得                      蘇雅玲 

 
很感恩有這個因緣，讓我一口氣參加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兩個週六讀書會: 「學佛五講」

以及「成佛之道」讀書會，兩個讀書會相輔相成，讓我能夠有系統的一步步踏上學佛之
路。雖然人生已過了半百，起步有點晚了，但 Late is better than never，至少我邁開了第一
步！老公常說「你都這麼老了，還老愛上什麼課啊？」 是的，就是因為我已經這麼老了，
人生來日無多，才更要把握難得的機會學佛啊！ 

 
來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從學打坐，聽經聞法，到後來參加福田班，當義工，打禪，加入

讀書會前後也十年了！每當有小組討論要自我介紹說自己學佛幾年了，我都回答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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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確定甚麼叫學佛，來道場參加活動當義工就叫學佛了嗎？這麼多年來感覺自己長進 
得有限，貪瞋癡煩惱依然很多，或許就是這種懵懵懂懂，抱著懷疑，聽多少算多少，目標
不明確的態度所致吧？直到讀書會依常悅法師的建議選定了成佛之道這本書，並介紹我們
看印順長老生平事蹟的錄影帶，才被他畢生不顧一切困難險阻學佛、弘揚佛法的迫切與熱
忱所感動!想好好來讀這本印順長老用他畢生飽讀佛經和學佛的體驗，為有心學佛的人開示
的修學佛法的次第。讓我們在浩瀚的佛法中，能有一個完整的地圖導引，掌握到佛法的核
心，一步一步地跟著印順長老的腳步學佛。 

 
每次讀書會之前，淑良師姊會先讓我們知道該次讀書會的預定進度，好讓我們事先閱

讀成佛之道這本書的相關內容。讀書會的進行是一開始由常悅法師帶領大家靜坐以準備好
平靜的身心聆聽佛法。接著會先簡短的複習上次的內容(很感謝讀書會帶領小組成員事先幫
大家整理好)，然後才聆聽常延法師講解成佛之道的錄音檔，再由讀書會的帶領人淑良師姊
帶領討論。成員分享聽到的重點或最有感觸的內容，並針對有疑問的地方發問。大家在討
論中連結過去的生命經驗，觸類旁通，激盪腦力，對所講內容自然有更扎實的認識與深刻
的印象。尤其讀書會中有好幾位老修行，往往在我們討論不出所以然時適時提點，受益良
多。指導法師常悅法師雖然總是很謙卑地說跟大家一起學習，事實上是我們最佳的善知
識，像佛法百科全書一般，有問必答，還常常會澄清我們的觀念。 

 
讀書會甫一開始就因逢新冠肺炎疫情而透過網路進行。因為零距離，加上大家都在家

避疫，讀會的成員增加到二、三十個人，出席率相當穩定，討論自然更為熱烈豐富。三月
七日的讀書會，讓我對甚麼是佛，甚麼是學佛，還有甚麼是信佛有了清楚的概念。所謂
佛，是指覺悟到自然法則，能從自我中心的煩惱痛苦中解脫出來，具有清淨智慧的人；並
且能以這樣的智慧與無私的慈悲，徹底而沒有副作用的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所謂學佛，就
是以佛為師範，不斷的向佛學習。所謂信佛，是相信有這樣的成佛之道，只要照著這樣的
方法，自己也能成佛。我感到成佛好像不再是那麼遙不可及的目標，是有那樣的方法讓我
遵循，只要我有信心並且照著做，有一天我也可以從無盡的煩惱中解脫出來，甚至可以幫
助到別人！  

 
第一章進入主題後首先就講到皈敬三寶。讀到印順長老的偈語「有海無邊際，世間多

憂苦，流轉起還沒，何處是依怙? 積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
國家治還亂，器界成復毀，世間諸可樂，無事可依怙。鬼神好兇殺，欲天耽諸欲，獨梵依
慢住，亦非歸依處，歸依處處求，求之遍十方，究竟歸依處，三寶最吉祥！」 讓我感觸特
別深!人生至此，真是看盡悲歡離合，生老病死，也經歷了積聚消散，從高處墮落。 

 
記得當初面臨人生巨變時，我像掉入大海一般絕望慌亂，徬徨無助，經朋友接引曾到

農禪寺求助，聽了一場聖嚴法師的開示而皈依。可惜福報不夠，為了挽救婚姻家庭，找算
命改運白花一大筆錢，後又被親人帶去問鬼神，尋求外道，差點走火入魔！而後更被朋友
帶去教會，直到聽到一句「不信就是最大的罪」，讓我毅然的離開教會。為求身心安頓真
的是尋尋覓覓兜兜轉轉了一大圈，才終於知道「三寶最吉祥」。 

 
皈敬三寶，是成佛之道的起點，只要確立目標，下定決心，充滿信心的持續走在這條

路上，且不中途脫隊，最終必將走向成佛的終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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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課表中的秘密                                鉛筆 

 
   每一個存在的問題都有它背後的因緣和價值，再深的疑惑也能盼來答案的出現。法師說

過真正的答案都不是在書中能找到的，也不是坐在蒲團上就能看見，它只會在日常生活的
挫折變化中出現。果不其然，就在全人類面臨新冠病毒所帶來的重大生活變故和挑戰的非
常時期，為了帶領大家在家時也能做到不放逸懈怠的管理好自己，法師透過網絡推出了早
年師父為法師們特別設計的定課表。從薄薄的一張表裡，我看到了一堆正是我要的答案，
也讓我對很多的觀念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法師在講解定課表的結構和內容的一開始，就解開了我近十年的一個疑惑，那就是關於

「九拜」 。每次在道場早晚課結束時，總是發現法師們向上禮佛時與我們平時所了知的禮
佛三拜很是不同。每次都想問法師們為什麼遠不止三拜？可又不好意思，就這麼一個不好
意思就讓自己在這件事上迷惑了十年。原來「九拜」是師父為法師們制定的一個定課項
目，具體內容是：皈敬本師釋迦牟尼佛三拜，皈敬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拜，皈敬十方三世

一切尊法一拜，皈敬十方三世一切賢聖僧一拜，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瞋癡，從身語

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九拜。後來才知道到這九拜還只是定課表裡所藏諸多寶物中的

一件而已。 
 
   懷著一顆急切想成佛的心，一份條理分明內容豐富的定課表很快出爐，並被高調的張貼

在一面每天進進出出都要面對的大鏡子上。法師說 每天要在完成的項目上劃勾，未完成的
打 X。不曾想這麼一張表格竟給我原本風平浪靜的生活帶來巨大壓力，因為我決定每件事
時都必須顧及到表格上的反映，結果做任何事情心都被一根無形的縄子牽扯著。一個月下

來，只有自己明白那根本就是一份習性戰勝了一切的備忘錄。法師在介紹這份定課表時語
重心長的對大家說過一句話，事過一個月後我才深深的體會到法師的慈悲。法師說：自己
規劃，自己管理，定課表不用交還給法師檢查。 

 
   一個月之後我明白定課表是需要不斷調整，因為每天都有很多計劃外的事情在發生， 

因此制定一份可行的定課表比一份好看不好用的表格更重要。由於定課表的內容裡涵蓋代
表戒, 定, 慧三類， 所以一段時間過後很容易從表格上看出自己哪方面薄弱，它起到了讓自
己心裡有數的效果。 

 
   經由兩個月在定課表上熟練操作，可能因為求勝心已經熄滅反而更容易看清自己的問

題，於是乎我就在定課表上做起了減法。把那些只是長得漂亮完全做不到的項目全部請
走， 減到最後就只剩下三樣事情是我近期在乎和看重的事項。早睡、早起、適量餐食。雖
說事情少到了極點，做起來才發現真正要做到仍舊是有難度的。看似簡單的三件事彼此是
相關聯的。吃得過飽身心不容易安定，就影響睡眠，睡不好就不肯準時起床。所以我決定
做不好這三樣，其它的也不用去想。難怪法師在禪十這麼高端的修行場合中的開示裡會提
到「最簡單的事最難做到」。終於明白為什麼法師一再教導我們說培養做事的持續性對一
個人的修行是非常重要，而剛開始培養這樣的能力的時候，心不要太大，從堅持做好兩三
件事就好。 

 
   在家關閉了近三個月的日子裡，發現自己的對定課表的感覺變化落差很大。從開始面對

它有添堵的感受到現在越看越喜歡，這中間的改變要歸咎於它定中能變和可調的無常性。
當你調到適合你自己，並真正從中有所收穫的時候，你自然會對它愛不釋手。記得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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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定課表是在一張打印紙上畫了密密麻麻整篇的格子，經過數月改版升級到現在同樣
還是一張打印紙，但只畫了兩週的格子，把留下的半頁紙分成三個平行的空間等份。那是
我給未來三個月留出的一片了無牽無掛的虛空和充滿想像的藍天。通常在這片寬敞的區域
裡我只會寫上幾個字或一個詞，它可能是未來三個月裡想做的一件事，也或許是我想要讀
的一本書的書名。自從有了這片空曠視野，我驚奇的發現它給我帶來了堅持的力量和愉悅
的心情。開始我並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從昨晚網絡共修常俱法師的開示裡我找到了答案。
法師說如果一個人有發願，在修行的路上他不太會受到外境的影響，因為發願能對治修行
途中的懈怠。法師還引用了一首網絡打油詩: 「 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
蚊蟲冬有雪。收拾書本好過年。」我很喜歡。雖說字面上是四季，但我覺得它也可以是我
們的一天或者是一生的縮影，真是一個很好的警示。大德們總是說修行是需要幾分勉強和
堪忍，不然就很容易一事無成的空過一世。 

 
   雖然三個月來我的習性依然故我的堅不可摧，做事仍舊拖拖拉拉，毛毛躁躁，但我還是

覺得自己從定課表裡已經開始有所收穫。在時間的運用和安排上，漸漸的我開始有反思與
抉擇。知道要把一天中精力最旺盛的時段用在最有意義的事上，而不是看八卦滑手機; 意識
到拼三餐是人生存的所需，但不是生命的意義。實踐定課是把佛法運用到生活當中的最好
形式，它能加深我們對佛法的理解也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的認識。既使三個月看不到有任何
立竿見影的突破痕跡，也不要放棄。正如法師在禪訓開示中所提及；修行不要有有所求的

期盼心，而是要培養出竹子般踏實紮根打基礎數年的精神才最重要；習慣養好，基礎打好

才會有更大成長空間。 
 
   定課表的好處是說不完的，因為那是一座金礦，深不可測。感恩師父、法師、道場在這

樣一個特殊的時段，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以陪伴我們一輩子的修
行法器。據說一個好的習慣需要堅持半年才能養成， 我知道我是捨不得放棄的。 

 
                                       接納 -  無常讓我學會的事                       三寶弟子 
          
這幾個月的世界變化無常，不僅是平時隨口說的人生無常，這次真的是切身體驗的無

常。先從疫情開始說起，我們面對的並非有形，它無聲、無息、摸不著、看不見、防不勝

防。這類的敵人是令人恐懼的，因為無所防起。我想起果醒法師有一句很美的開示: 「我寧
可優雅地活著，也不願意恐懼的死去。」 是的，當接受它的時候，心就安了，雖不容易但

似乎也是唯一的方法。   
 
這疫情一轉眼也過了半年了，儘管起初大家再怎麼不能接受，現在感覺氛圍似乎不像

先前般的焦慮。但卻在我們已經快能接受如此的生活後，近來的族群事件又帶來一個高

峰，一樣是讓人無法接受，但這次有目標有對象，所以感覺上事件越來越激烈，社會越來

越不安。 
 
每當我遇到困境或起煩惱時，我都會問自己，這些現象是要讓我學習甚麼呢？在疫情

的開始，人心惶惶，但在恐慌後，可以看到全球人心凝聚，攜手一同抗疫，人們開始反

思，知道如何互相珍惜並感恩彼此。而族群事件讓人憤怒不安，但隨後也讓我們學習互相

尊重，互相支持。每個挑戰與衝擊之下，現象似乎都會慢慢地整理，整理到應該有的位

置。看似我們不斷的面臨挑戰。但在這挑戰中又可以看到正向的部分。這讓我體會到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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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絕對的對錯。沒有絕對的好壞。也沒有種族膚色的分別。一切都是共同存在的生命共

同體。但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那所有的不安、恐懼、 憤怒，就只會讓我們更加傷害彼此。 
 
所謂的接納不一定是要同意對方的觀點，不是沒主見也不是沒原則。我理解的接納是

能接受這件事情的發生，接納別人可以有跟我不一樣的意見，接納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

性， 也沒有所謂的應該與不應該，因為這些只是我的解讀。事實上我無法改變過去發生的

事情，但我們可以改變這件事在此刻對我的影響。只是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是耗損在
這無法接受的心態下，讓自己精疲力盡。既然遲早終須不得不接受，倒不如早點接受來得

自在些。 
 
上周末女兒跟我說要去參加集會遊行，經過我們深談後，我相信她能保護好自己的安

全，我接納她去做她覺得正確的事。回來後她跟我說這大概是她人生最深刻的體驗，我很

欣慰我們彼此可以理性的討論這件事，聽完她的分享後，我深深感動，也很佩服女兒的勇

氣。這與我在新聞媒體上聽到的訊息有很大的落差，重複不斷播放的媒體訊息會讓我失去

了焦點。讓我更能深刻體會我眼見耳聞的都不一定是實相，而我往往會被這些假象深深的

困擾著。這件事讓我有機會練習用更寬廣的心來接納身邊的人事物。 
 
師父的「四它－面對它, 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有著高深的智慧，這不僅僅只是朗朗

上口的提醒，更是一種心態的轉折，當我能接納之時，一切的波濤洶湧終將轉為風平浪

靜。在接納之後，我們自然有顆柔軟與感恩的心來感受在各個角落裡都有人時時為世界，

為地球盡心力，也能看到在這紛亂的現象裡還存在的美好。  

 
                                        自省與掏糞                                   三寶弟子 
   
在一次的「大悲咒」共修裡，法師提到師父對於「自我反省」與「掏糞坑」的比喻，

讓我印象深刻！ 
 

法師說以前鄉下的糞坑是開放式的沒有蓋子，所以日子久了，在大便上會結一層屎

皮，乾燥的屎皮使得糞垢不是很臭。師父說懺悔就像是揭開屎皮，要把底層那些臭的清理

乾淨。這陣子我常在後院清狗屎，天熱的時候，狗屎是乾的，也不臭，很容易就清理乾

淨。但萬一下雨過後去清理, 那就是個噩夢，黏糊不說，還臭氣沖天。好幾次我實在無法忍

受，想改天再清，但師父的這個貼切的例子一直在我腦裡盤旋。 
 
這個過程想的時候噁心，聽敘述過程也不是很舒服，更別說要做了。但如果我這樣就

不願想、不願聽、不願做，那也不可能會有乾淨的一天。修行也是一樣，要時時反省自己

並能察覺妄念煩惱才能有清明的心。 
 
所以現在每次清狗屎都是我聞思修的時機，這不斷的薰習，讓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要鼓起勇氣並提起心力來面對並清理自己心中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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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其間的網路共修心得】 
 

林麗君 
 

這次疫情說來奇怪，「待在家」的指令規定前，因為怕會被感染到再傳染給別人，所
以早早就已經待在家裡，不敢外出，剛開始只是休息，但總覺得身體不對勁。後來參加不
同的網路共修活動，一下子變得好忙，因為活動很多，有誦經、持咒、念佛、打坐、聽佛
法，覺得佛教突然興旺起來了。感謝法師、師兄師姐們分享資料或訊息，鼓勵我參加，我
就這樣地參與了進去，逐漸變得很積極的想要多參加學習。 

 
以前覺得要學佛法就得去道場，每次都要開差不多一小時車程過去，而且總是要在週

末才可以學習，回來又變得好累。平日在家裡學習只能看書，現在覺得「真好」，不單是
可參加 LA 道場的活動，也可以參加 SF、NY、台灣，還有香港的活動，好豐富喔！而且可
以參加與自己比較相應的活動，現在變得有很多的選擇，可以配合自己的時間表，又可以
問問題。以前學禪修，譬如默照或話頭，一定得在禪期裡面才可以學到。 

 
之前總感嘆，為什麼學習禪修，一年才有一、兩次的禪七可以參加。學了十年才學到

那麼一點點，真沒福報。現在不一樣啦，不用在禪期也可以學了，而且還可以問問題，法
師直接的回答。突然覺得現在大家很有福報，有那麼多的學習機會，都可以很快地透過網
路上的修行活動在家裡學習，精進用功。 

 
這疫情待在家，對我來說，變得簡直是學習的天堂，你想怎麼學就怎麼學，而且不用

花額外的時間舟車勞頓。不管是學禪或聽聞正法，都方便許多。同時，在那麼短的時間密
集式的學習，也覺得進步快了很多。很感恩法師們、師兄師姐們的付出，也很感謝疫情間
仍得在醫院，或是超市等前線工作的這些菩薩，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一切的因緣，感恩！ 
 
李倩明            

 

世間無常，國土危脆，無常就是永恆的真理，順應因緣也沒有什麼好壞的差別。日常
活動有所改變，一家四口齊聚集在一起也很安詳，時間多了很多，反而接觸佛法更多，未
嘗不是一件好事。 

 
        道場無處不在，每天給自己定課，一早開始念十句「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然後拜
《法華三昧懺》，念《八大人覺經》，師父的「四眾佛子共勉語」，法鼓山的理念，「大
悲咒」，《心經》，「往生咒」，「懺悔文」，「四弘誓願」，「普賢警眾偈」，三皈
依，迴向偈，發願，禪坐，瑜伽和其他運動，早餐，做菜，午睡。下午鈔經，讀《法華
經》，讀師父的書，在家上班。作晚課，參加晚上大悲咒共修，娛樂是和親友分享佛法，
看電視集，生活很踏實。 

 
更法喜的是聆聽及參與法師們精心安排各種的開示、經文解讀、教導實踐、共修、體

驗、體證，令自己更加生起對學佛永不退轉的信心。在疫情其間，有時候已會不自覺地誦
起「大悲咒」。更奇妙的是在跪拜《妙法蓮華三昧懺》時，心就專注在身體上，看到妄
念，把心拉回來，不管它。太妙了，做到「人在那裡心在那裡」，可以隨時隨地禪觀自
己。體會到禪修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妙不可言。參加讀書會的課程其間，自己聽聞
之後要思維，被問到時要盡力以自已的解讀去回答，有疑問就要提出來。依照佛說的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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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正知正覺，常內觀調整自己的身口意，常用佛法來正思維，自省察覺自己的行為，
如實修行，其福不可限。 

 
最近外界發生很多令人感到動盪不安的事情，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煩惱即菩提，佛法

是良藥，妙哉妙哉。感恩佛陀，感恩一切眾生，感恩法師們，感恩所有的現象，為眾生祝
福，人人平安無事。阿彌陀佛！ 
 
Sarah Lin                網路共修  無遠佛界 
 

政府下令居家防疫，商家關閉，道場活動暫停， 以為會是困坐圍城無處可去時，卻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法鼓山安心專區，各分支道場提供精進共修的課程百花齊放，為籠罩
在疫情散播恐慌的世界，在虛空中展開一場一場法筵。 

 
忽然間沒有時空限制的講經禪修各種共修課程，二十四小時全天開放，課程內容豐富

多樣，於是場場不想錯過，有時還趕場，趕趕趕，聽聽聽，一天下來也記不得到底聽了什
麼。還好及時在大悲咒共修中聽到法師提醒「有否問自己上那麼多課是為了什麼？」美其
名求法認真精進，但微細念頭中也是一種貪念。上課共修聽法師講經開示是一件幸福的
事，所以不想錯過，但若只是聽經而不思考，不檢視自己的身語意，不觀照念頭起滅，不
珍惜每個呼吸的瞬間，那麼所聽所學無法成為有力的正知見，如同果慨法師提醒我們的，
「未經思考的聽經聞法不會產生力量，只是法喜充滿」。 

 
《佛說阿彌陀經》裡描述的東南西北上下方都有佛出廣長舌相在說法，在雲端上的共

修，不論多遙遠只要輸入密碼即可參與，就像在西方極樂世界「即以食時，還到本國」共
修結束馬上到家。佛土無國界，更相信佛陀仍在靈鷲山說法，有一天我們一定會拿到登入
密碼。 

 

 心安就有平安，各道場提供的共修課程是安定身心的心靈處方籤，人人選擇適合自己
的心靈配方，心淨則國土淨，在這不安恐慌現象中，我們要當一個安定分子，安定自己，
安定家人及身邊的每一個人。  

 
不管目前這現象是討厭、恐懼或害怕，要相信種種因緣聚合這現象，這現象也會隨著

因緣散去而消失。不久前跟一位師姐借這本《經王 法華經》，書中看到這句話「仰望夜
空，觸目盡皆菩薩，而佛陀的手，就在我自己手中」當你不安，悲傷或無助時，記得看看
天空，滿天的菩薩都在對我們微笑呢！諸佛菩薩不捨眾生，從未離開，以前是，現在是，
未來也是。 

 

卓憲欣 
 

聖嚴師父有一句法語「精進」不等於拼命，而是努力不懈。持續的每日修行是佛弟子
很重要的功課。 

 
三月初，南加州政府開始執行 stay at home order，各地方大大小小的活動都停止，政府

要求大家儘可能的待在家裡。因為對 COVID-19 病毒的不了解，以及死亡人數的每日攀
升，我的心情也是七上八下的，想著可能會發生的最壞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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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候，法鼓山不同分會推出了很多網路共修課程，例如 : 洛杉磯道場週一至週
五每晚 8:30 都有持誦 7 遍「大悲咒」，以及法師開示的共修活動。常悅及常俱法師特別強
調每日定課的重要性，定課的形式有很多種，可以念佛 ˴ 打坐 ˴ 拜佛 ˴ 拜懺等等。 定課不
只能讓心靈有安定的作用，對於修行上更是很重要的助力，心靈安定了，我們的覺照力也
會提升。  

 
除此之外，四月時，東初禪寺舉辦了「地藏三十」，也就是每天都拜誦《地藏經》，

雖然沒辦法每天參加，但假日有空也會上去和大家共修。再來，禪修課程也很豐富，每週
六象岡的果元法師也帶領大家打坐，講解禪修的觀念，還記得有次一位禪眾問法師 : 「我
的朋友是 COVID-19 第一線的救援人員，他該怎麼面對? 」法師回答 : 「人生的結束不是真
的結束，其實是另一個新的開始。」我聽到好感動，好正面，如果害怕死亡，想想這句
話，就不再害怕了。 

 
洛杉磯道場週六和週日早上也有英文禪坐共修的活動，歡迎有興趣的人可以一起參

加。由洛杉磯道場的讀書會共修，我更是學到很多正知見，「學佛五講」及「成佛之道」 
是以常延法師的語音檔為主軸，然後透過討論去釐清我們對佛法的觀念，學員們對佛法有
問題的地方，常悅法師也細心及耐心的幫我們解答，每次都覺得收穫很多，受益良多！ 

 
台灣的法鼓山僧伽大學和舊金山道場合辦的「高僧行誼」，更是我不想錯過的課程。

每個禮拜僧大的法師都會介紹一位高僧，故事精彩豐富！每次聽完一位高僧的故事，他們
對佛法的熱情及堅持都會讓我肅然起敬，印象深刻，也把他們當作學習的榜樣。 

 
COVID-19 讓大家的生活都改變了，大家在家裡的時間變多了。然而如果我們可以把

多餘的時間好好地運用，多多充電 ˴ 修行，相信在家的日子不只不無聊，而且還比 Pre- 
COVID-19 時充實自在。 
 

朱嗣華               網路共修成成果概敘敍                           
 

新冠狀病毒開始在美國各地擴散期間，各地政府宣導民眾儘量留守家中。我雖然個性
較為愐腆不善結交，但長期固守斗室，仍不堪心靈空虛，難忍過久與外界隔離。幸賴 Gary
師兄郵電告知法鼓山道場設立網路共修可參與，欣聞喜訊即刻加入。 

 
其實這項共修法會早已行之多時，因遺憾已缺漏數日，期日後能無一日不參與。 

共修法會禮儀規範與道場形式雷同，猶如親臨道場。故惴懷虔誠、肅穆、清靜心禮佛，家
中佈置亦簡約莊重，彷如諸佛親臨說法加持，竊思何等殊勝！ 

 
       至今加入網路共修已一月有餘，一切依照禮佛儀軌：靜坐襌修 - 禮佛 - 誦讀「大悲
咒」、「心經」- 迴向 - 法師開示說法，自詡獲益良多。尤其是「大悲咒」念誦艱澀拗口，
如今已能朗朗上口。常俱法師的說法亦讓我體會到自己識法之淺薄，用功不力，當勤精
進。感恩法鼓山道場提供這個平台讓我們有機會共修佛法。 
 

凌演禪    共學、祈福與覺醒             
  
新冠病毒疫情令許多人憂心恐懼，還好法鼓山即時應變，居家期間，推出各種禪坐、

法會、講經、研討等課程，以滿足大眾需求、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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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見到來自世界各地 如同 All you can eat 的各式佛法盛宴，不自覺地像跑馬燈般狼
吞虎嚥。但吸收有限，警覺不該如此貪心，漸漸捨棄許多美味佳餚，但同時又怕自己「得
少為足」 因而糾結不已。後來想起法師提示，每個人資質不一，要避免患得患失以免徒增
煩惱；應重質不重量、穩健踏實才是真正的修行之道。於是在滿漢全席中選了幾道合適課
程，排出居家定課表。早上先由獨自禪坐打開序幕，然後依照自己時間選擇網路共修，晚
上則在 LA法師帶領的「大悲咒」與《心經》中，結束當天課業。內容豐富，連平時沒誦過
「大悲咒」的同修也漸漸喜歡這種規律步調，每天晚上定時守在電腦旁等候法師們的唱
誦、迴向與開示。經過三個月練習，現在晚上協助持咒操作 zoom時，也能自如操作、輕鬆
換頁。 

  
記得剛接觸《地藏經》時，純粹是為父母祈福而誦，並不完全認同所有內容。後來有

緣加入 NY的《地藏經》共修，常華法師帶我們深入義理，分析地藏菩薩為何在因地中一次
次重複發願？原來它是有不同層次對應。誦經圓滿的當天，最大的收穫是誦經時不再困
惑，而是滿滿的感動與喜悅。 

  
因網路共修，有緣和一位在不同地域的晚輩一起參加 LA的英文禪修。喜歡在英文禪修 

時與年輕西方弟子從現實角度探討問題，以實際方法解決疑惑。討論過程中，如果觀念有
偏差，常俱法師很快地將大家拉回佛法的正見。 

  
週六讀書會除了聽教學音檔外，大家累積一週的疑問也會一一提出討論。雖然已學佛

一陣子，但習氣仍重，遇見不如己意時，常習慣性地拿起心中久藏的金剛尺來衡量彼此對
錯。由於愛自己，所以這把尺多半是去丈量對方。對此，常悅法師沒有置評，而是以柔軟
的語句，輕輕地帶著我們認識自己，是知見上產生錯誤？還是慢心作祟？有一次打坐身心
較安定時，觀察到起伏的不滿情緒，由淡然轉為激動再慢慢回復平靜。突然心中一陣鬆
軟，衡量對錯的尺也因此漸漸軟化縮短。人非聖賢，熟人無過？也體驗到煩惱會經由自己
的造作而生而滅。 過去痛恨的無名情緒，當下不再厭惡排斥，因它讓我有機會練習修正，
進而升起對它的感恩。 

  
每天都有太多的佛法佳餚，還好各道場貼心地放在公共平台上，讓我們有機會找時間

回頭品嚐。喜歡果廣法師帶著我們走進佛陀世界，深入淺出地教導我們如何學習聖者的生
活態度。當有人懊惱自己失去學佛動力時，法師會像慈母般地呵護安慰，教我們先在生活
中培養善根，廣結善緣，珍惜身邊善知識，並且量力行十善。也許我們還做不到像師父一
樣，令每個遇到我的人得到利益，但至少可練習，不要因自己行為而讓對方起了不善念。
日積月累，學佛信心自然會增長。 

  
果醒法師除了教大家許多熟悉的「 後念碰不到前念」等觀念外，今年又加了一

道 potluck。生動活潑地帶著我們認清「虛妄心」與「真心」，如何將「眾生用」 轉為「佛
用」，如何在生活中修持各種「波羅蜜」 。遇到不合意，就咄咄逼人、以牙還牙、忍氣吞
聲，還是明白「根本沒有忍辱的我，沒有我需要去忍辱的對方，也沒有忍辱這件事」需要
處理、改變？也許現在還不能像法師一樣自在瀟灑、逆來順受，但還是可練習如何利用逆
緣轉為成長動力，揣摩體驗萬物的因緣生滅，遇到境界現前時練習不迎合、不抗拒 ，漸而
鬆綁過去所堅持的己見。 

 
 疫情持續，世界一樣運轉，大家也都有分內的事要完成。希望透過一起共學、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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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會更加覺醒、關懷，讓地球有機會得到應有的潔淨與休養，人心也可漸漸地回復到原
本的清明與寧靜。 

 
                             Sharing of EMD Experience                          Jeremy Bieber               
 

I first attended English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EMD )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in El Monte this past November. For ten years, I studied and practiced on my own. 
This included meditation plus the reading and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from various spiritual paths, 
psychology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pirituality and the mind, 
hop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myself and what is needed for a happier, more peaceful life.  

 
After four months at DDM LA, all activities shifted online due to the pandemic. Chang Ju Fashi, 

Lisa and Gary were very supportive and encouraging during this transition. Not only did our EMD 
group continue to meet Saturdays, but due to demand a Sunday session was also added. There are 
regular attendees from throughout California, a few from Canada and one living in Hawaii. I am 
grateful to serve as moderator twice a month for these discussions and to provide live music during 
the meditation on Sundays. 

   
Since joining DDM LA,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angha. As someone 

strongly focused on personal practice, I underestimated the value of group meditation, sharing and 
discussion. Not only have I gaine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teaching, these people have 
become friends.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have made a difference in my life. 

 
It is easy to see how the pandemic has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Yes, even our global 

economy is impermanent. But look at all the good that has come with it. We have a beautiful, 
growing community at DDM LA and I am so thankful to be a part of it. We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holds, but if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ultivate presence, peace, love and compassion, each 
moment will be a joyous one! 

 
Taking Refuge with Dharma Drum Mountain EMD 

Reflections from Keith Teeuwen 
 

As we all know, the year of 2020 has provided us significant disruptions to our lives. The 
reaction to COVID-19 caused lack of income and/or lack of freedom for most peopl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recent reaction to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was 
highlighted with emotion (anger and fear), followed by protests, looting and occasional violence.  
During this time the Dharma Drum Mountain EMD (English Meditation and Discussion) group 
has expanded our practice from one meeting per week in person to two meetings per week via 
Zoom. 

 
The EMD community (I call it My Sangha) has really provided support and a lot of learn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ructured learning focuses on reading Setting in Motion the Dharma 
Wheel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on video topics, both by Ven. Master Sheng-yen. For me, the 
real learning occurs during the discussions. Every session I learn new insights into Buddhist 
practices that help with being able to recognize and handle my emotions and my suffering.  While 
there are times when our discussion is focused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thinking level, I am deeply 
impacted by the sharing of personal stories and conditions that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share.  
During a recent meeting we focused on how we deal with anger  - in Shifu’s video, the focu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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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 the cause of anger, but how to use our recognition of anger, analyze for the cause of the 
anger, and then release our attachment to the cause by various practices (meditation, prostration, 
reading or chanting a sutra, etc.).  Several people gave real life examples of how this worked out.  
For me, I need to continue to focus on recognizing and acknowledging my feelings of anger. This 
provided for me a path for handling anger without regard to the cause and placing blame.  I use it 
successfully at work and in m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 have volunteered to help with these sessions by being the moderator for some of these 

sessions.  I have found that this helps me more than the time that I spend performing and preparing 
for this task.  I learn the topics of discussion to a much deeper level, think of examples how this 
learning can or has helped me in my day to day practice, and get to join a session with other 
moderators and EMD organizers that always turns into more sharing and personal learning.   

 
The membership of each EMD session is constantly growing and changing.  I learn and grow 

with every sharing from every person there.  I am very appreciative of My Sangha!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Yanxin 

How many of you have given money away to a beggar on the street? I imagine a lot of you 
may answer “Yes” to the question I raised. Now imagine that after you offered the $5, he repaid 
your kindness with a warm smile and appreciative gesture, what are the chances you will give 
money away next time you see a beggar? My guess is probably very high. But imagine, instead of 
receiving a warm smile, he turned to you with a mean look and demanding tone of voice, yelling 
to your face: “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little amount of money you offer?”, how would 
you feel inside? Would you be angry and yell back at him, trying to lecture him about gratitude? 
Or would you take back the $5 you offered out of resentment? How would you feel next time 
when another beggar approach you for money?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offer money to someone 
again? What was the reason you chose to give the beggar $5 in the first place? Were you expecting 
him to say “thank you” afterwards? If the offering is without attachment, would you be bothered 
by his lack of appreciation?  

The act of charitable giving, is no doubt a noble and good deed in itself. However, many 
choose to give for a reason. Few can actually give without attachment. In order to know and learn 
how to give without attachment, it is important to first reflect on and be aware of the reasons of 
your giving. Psychology Today coined a handy reordered acronym “TASTY” for the top five 
psychological reasons of charitable giving: Trust, Altruism, Social, Taxes and Egoism. So, ask 
yourself right now, what are the reasons you have given in the past? Was it because of your 
affiliation with a trusted organization? Was it due to genuine concerns for others? Was it related to 
a social cause you care about? Was it in exchange of tax credit? Was it to make you feel good or 
look good in other’s eyes? If none of the reasons above were your motivating factors, would you 
still choose to give? 

The “Giving” I am referring to not only includes monetary giving, it includes other kinds of 
givings as well. It is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d in Pali language, as “Dana”. Mahayana Buddhism 
emphasize the practice of three kinds of Dana among layperson: giving of goods, doctrine and 
courage. For most peopl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as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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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itself involves many years of Buddhism learning and meditation practice. Sheng Yen 
Fashi recognized the challenge majority of us face, and help us defined level of giving into five 
different stages. Stage one, expecting a return first, then provide offering as an exchange, whether 
it is for health, wealth, career or other personal wishes; Stage two, give first, but later on wish for a 
return from the good deeds; Stage three, altruistic volunteering without any expectation of returns, 
as people at this stage enjoy the act of volunteering itself; Stage four, giving out of concerns for 
others. At this stage, people give without expectation of any outcome at all. Whatever the giving is, 
it will be shared among others, whether the amount is large or small; Stage five, giving isn’t seen 
as an extraordinary act. The act of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is Buddhism practice in itself. The 
act of giving may not bring any positive outcome or even shared by others, but it won’t disturb 
your inner peace or state of mind, hence the non-attachment can be achieved.  

I, myself, am only an ordinary layperson, with less than 2 years of Buddhism learning. I have 
to confess I am nowhere near Stage 5 of Dana practice as described by Sheng Yen Fashi. I am  

often humbled by the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I met in DDMLA, who showed me by action 
ways to practice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Within the past 4 months of COVID-19 lock down, 
DDMLA is also challenged on how to continue spreading the wisdom of Dharma amid an 
international pandemic, especially as meditation practice has essentially become lifesaving during 
the minimum human contact period. Many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worked tirelessly days after 
days, weeks after weeks, behind the scene of various online activities, to keep all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connected and supported. Whatever was the reason they choose to volunteer and give, I 
am deeply humbled by their dedication, commitment, selfishness, and genuineness.  

Chang Ju Fashi  from DDMLA have shared a very touching story happened to her personally, 
to show us what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really look like. I would like to re-share the story here, 
so many of you can read and reflect on the story as well. One day Chang Ju Fashi encountered a 
homeless guy cleaning up the front porch of DDMLA. When asked why, he simply replied “I 
happened to be walking by, and though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gate to the temple was 
not even open, he would not have known it is a temple, needless to say for whom he was doing it 
for. He was not expecting anyone to acknowledge his action, nor to receive anything in return. 
Someone cynical might say, what a waste, he has nothing better to do in life. To those who have 
been studying Dharma and Buddhism, we recognize the value in his selfless giving.  

“When planting a tree, nurturing the root; when fostering a character, nurturing the heart”. 
COVID-19 has brought out so much of the dark side of human nature, be it fear, anger, greed, 
racism, sexism, intimidation, confusion, etc., but it also served as an opportunity for many to 
reflect on their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as a result, brought out the better side of human nature 
in many of us as well. We are learning on a daily basis how to get in touch with our own emotions, 
how to stay aware of our physical reactions, how to monitor and regulate our feelings, how to 
listen to our heart and mind, and stay focused on what is most important right now, not what is 
important in the past, nor in the future. May you continue to be able to find the strength to nurture 
your heart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may you find more joy and 
peace on your journey of practicing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Amitof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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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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