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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聖 嚴 師 父 開 示】 
   
       找回真正的自我 
 
相信沒有人會承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你一定會說：「我

就是我啊。」但是你可曾想過，我們所認為的「我」，或者「自
我」究竟是什麼？你可能因為從小到現在，大家都叫你這個名
字，你也已經聽慣了，就覺得這個名字就是我，我就是這個名
字。 

 

你也可能會認為：「我的身體是我，我的家是我，我的思想
是我，我的能力是我，我的財產是我，還有我的太太，我的先
生，我的孩子，都是我的。」但是在這些話裡，出現的只有「我
的……」、「我的……」，就是沒有說出究竟什麼是「我」。 

 

例如：這是誰的身體？是「我的」身體；誰的思想？是「我
的」思想；誰的觀念？是「我的」觀念；誰的判斷？是「我的」
判斷；誰的鈔票？是「我的」鈔票；都是「我的……，我

的……」。 
 

那麼，「我」到底是什麼呢？ 

事實上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我」！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因為從小就被外在各種的
價值觀念所佔有，被物質的環境牽著鼻子走，成為外在環境的奴
隸而不自知。為了我的身體、我的財產、我的家人、我的……，

又哭、又笑、又歡喜、又懊惱，全都是為了「我的」，沒有一樣
事情是為了「我」。這是多麼的愚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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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想想，我們剛出生時，腦中本來沒有知識、學問，也沒

有記憶，但是隨著後天的學習，漸漸地會辨別事物的名字、形象
以及數量的多少。然後又進一步做出諸如 ─「這對我有沒有好

處？對我好不好？」「誰是愛我的？誰是不愛我的？」「我喜歡
什麼？不喜歡什麼？」 

 
等等價值判斷。而且在長期社會化的過程中，為了讓周遭的

人所接納，也漸漸學會了抹滅自己真正的聲音，掩飾自己真正的
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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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口是心非久了，連自己真實的感覺都無法體會，也失去了辨別事物真相的能
力。身心往往處在無法主宰、無法掌控的情況之下。 

 

真正的自我，應該是能夠主宰自己，能夠差遣、調配、控制自己的身心活動，自己能
夠做得了主，這個才是自我。應該要向東走，就不會往西去；能夠主宰自己的雙手去救
人、助人，而不是殺人、不是打人；也能夠主宰自己的心，讓它生起慚愧心、謙虛心，而
不是驕傲心、自大心。 

 

        可是我們往往易受環境影響而轉變，隨著環境而動搖，以佛教的說法，那是隨「業
力」而轉。「業力」簡單的說，就是過去的無量世，一生一生所做的一切善、惡，在現世
得到的一切結果。   摘自《找回自己》 

 
【僧活小語】                       螞蟻菩薩給我的一堂課                       釋常悅  

 
來到 LA道場領執不到一年的我，上了好幾堂生命中的第一課。百年不遇的瘟疫

COVID-19大大改變了我的生活模式，30年來加州最大的野火令我體驗到不能呼吸的感
覺，而小小的螞蟻也給我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課。 

 
今年入夏以來，我們居住的室內空間陸續出現螞蟻的踪跡，從洗手間開始，漸漸擴展

至洗衣機、茶水間、臥室。每當看到它們，就要立即小心翼翼的把它們帶到室外去，為它
們皈依並請它們留在室外。螞蟻呼朋喚友的速度非常驚人，如果沒有立即行動，接下來我
們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才能把螞蟻雄兵請出去。我們不能留它們在室內，數量多、身
體小而脆弱的它們，在地板上成群結隊的跑來跑去時，我們得非常小心，否則會踩傷甚至
踩死它們；當它們出現在水槽中或浴室中，我們更要留意，用水前一定要把它們請走，否
則它們會被淹死；它們還會爬到床上，在我熟睡時把我咬醒。 

 
所以，一旦看到它們出現，除非立即要上線帶共修，否則我們一定是立即行動，把它

們請出去。標準作業程序（SOP）是這樣的：用兩張薄紙片讓螞蟻一隻一隻的爬上紙片→
放進紙盒→送到草地上→授三皈依。因為螞蟻太多，放進紙盒的螞蟻會爬出來，所以要分
好幾次，來來回回，才能把室內的螞蟻完全請出去，然後在它們出現過的地方噴上醋或稀
釋的橘子精油。一開始，一天只需要重複這個 SOP 1-2次，漸漸地螞蟻出現的地方越來越
多，再次出現的間隔時間也越來越短，有時每天要把它們送出去 4-5次，這樣的日子持續
了將近兩個月。 

 
在這個過程中，觀察到自己的身心變化。每一次把最後一批螞蟻送出去，坐下來，舒

一口氣之餘，下意識的都會期待這是最後一次。於是，下一次看到螞蟻時，第一時間升起
的念頭是：怎麼又來了？！有完沒完啊？！……身心同時混雜著恐懼（不知道這樣的日子
何時了？）、焦慮（還有好多事沒做啊！）、無奈、無助、等感覺。然而通常來不及處理
這些念頭和感覺，又要拿起紙片、紙盒，趕快行動，啟動 SOP，把它們一一請出去。有時
要花上 1-2小時才能夠完成，坐下來時，身心俱疲，內心更是期待這是最後一次。然而，
數小時之後，它們又出現了...... 

 
直到某一天，我的心中升起一個大大的問號，這些螞蟻到底從哪裡進來的？循著這個 

疑問，我開始思考，它們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出生在室內，它們會出現在室內，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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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室外進入室內的入口。我應該找到入口並封起來，螞蟻就不會進入室內了。然而，入口
在哪裡呢？帶著這個問題，當我再看到螞蟻出現時，不再如之前那樣急著把它們請出去，
而是蹲下來，靜靜的看著它們，觀察它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很快，我發現了它們進來
的地方，於是，我用牙膏或噴上橘子油的衛生紙封住入口。這一招有用，但過不了兩天，
螞蟻又出現了，因為它們找到另外一個入口。它們的入口可能是牆壁的裂縫、窗台或窗框
與牆壁的接口、電源插座的縫隙、水槽下面的裂縫、門框的縫隙、地面牆角的縫隙、下水
道水管進出牆壁的地方等等，可謂無孔不入。 

 
一次又一次的發現入口、堵上入口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身心開始改變。看到螞蟻

出現時念頭減少，情緒不再被攪動；而每一次把螞蟻請出去之後，也不會再期待它們永遠
不回來。看到螞蟻又出現在室內時，只是平靜的停下來，看它們往哪裡去，就能找到它們
進來的縫隙，想辦法封住縫隙，再把進來的螞蟻請出去。完成之後，內心還會升起一個聲
音提醒自己：不用期待這是最後一次喔！ 

 
隨著縫隙一個一個的被封住，螞蟻的影踪從洗衣間、茶水間、臥室、洗手間漸漸消

失，至今已經一月有餘不再出現了。過程中，看著自己內心的起伏，對於學習禪修時，聖
嚴師父常常叮嚀我們不要期待開悟，要把過程當成結果有了比較深切的體會。螞蟻讓我體
驗到期待徒增煩惱，而用智慧去觀察和處理，找到原因，去除原因，發現一個裂縫，封住
一個裂縫，當所有的裂縫都封住了，螞蟻就不再進來了。一如修行，不期待哪一天會開
悟，而是盡己之力，精進不懈的努力修行，覺察自己內心的煩惱從哪裡來，用佛法一點
一點的消融煩惱。當徹底放下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煩惱執著時，如煙消雲散，就能轉迷為
悟，見到自己本自具足的佛性，可謂水到渠成。 
 

感恩螞蟻菩薩給了我這一堂珍貴的修行課。 

 
執著。無常                   釋演宗 

總是想要封存美好 

以為這樣便得以永恆 

無論是扉頁中已乾燥的花 

或是片刻的溫暖笑語 

總希望持續不變 

於是套上膠膜 

將這片刻 

壓好裝進 時光膠囊 

美好 

被塑化了 

再也嗅不到 

那片刻 



        

 4

                               簡要「介紹法鼓山」                                    林博文 
 

做為法鼓山的義工，日子都過得相當忙碌。周遭的親戚朋友，常常無法理解我們為什
麼看起來那麼的忙。如果有人基於好奇心問我：「法鼓山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團體？」 
 這時候我應該如何「簡單扼要」去回應？以下是我能夠想出來，認為最恰當的回答： 

 
法鼓山是由聖嚴法師創辦的一個提倡「心靈環保」，並且是特別重視「教育」的佛教

團體。法鼓山的信徒在做的事，可以用一句話代表，那就是「提倡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
土」。除了應用正確的佛法觀念與方法，經由不斷的修行，使自己的心，比較不會受到環
境變化的干擾、影響及汙染，同時也設法把這些觀念與方法，介紹給他人。其目的就是希
望看到「人間淨土」的早日出現。 

 
如果問的人想知道更多，時間又允許的話，可以再告訴他： 
 
法鼓山所辦的活動，主要以「教育」及「關懷」為主軸。所謂的教育包括三大類：

（1）大學院教育（2）大普化教育（3）大關懷教育。在進行這三類工作時，他們之間相輔
相成，也就是說「以關懷完成教育的功能，又以教育達成關懷的目的」，因此，在法鼓山
的共識裡有一句話「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 

 
說到這裡，如果感覺到發問的人，還想要更多資訊的話，可以請他留下 email 地址，

設法寄更多的資訊給他。 
  

＊註：http://www.shengyen.org/bio-thought-p2.php 

 
         《法鼓山的方向》讀書心得                    何昕瀚 

 
很感謝法師們及執事們組成這個讀書會，讓我有機會與大家一起學習《法鼓山的方

向》這本書。閱讀本月的幾個章節，幫我澄清了幾個平時在團體中朗朗上口的名詞，背後
的來源及涵意。 
 
        首先是「法鼓山的鼓手」：身為一名義工、參加道場的活動，有時會被稱為法鼓山的
鼓手，自己也覺得似乎這樣就是位鼓手。但確切如何才是法鼓山的鼓手呢？一直沒有追根
究底地去了解，直到讀到了這句「當我們知道一、兩句對自己有幫助的佛法時，將它轉告
別人，這就是法鼓山的鼓手」，才恍然大悟。原來，鼓手就是簡單的一顆心，一份關懷，
一個分享，時時有仁慈與悲願，不需要什麼深奧的佛學知識，簡簡單單、平實地落實在生
活中，人人可為，人人可懂。 
 
        法鼓山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聖嚴師父生前，不時問我們這些
鼓手們：你們心中的法鼓山建好了嗎？意思是說，在精神層面，我們是否已準備好了？我
們是否可將佛法落實在生活中，以慈悲智慧斷除煩惱，體驗人間淨土的風光呢？聖嚴師父
亦強調，法鼓山的理念，雖是由他所提出，但並非他個人的創見。那是源於釋迦牟尼世尊
的悲願。人世間各種的苦惱，是由於觀念的顛倒， 亦即貪欲、瞋怨、愚癡作用的結果。因
此，釋迦牟尼世尊勸勉大家： 

http://www.shengyen.org/bio-thought-p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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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布施和喜捨來戒除貪欲的煩惱 
 
當以慈悲和忍辱來對治瞋怨的煩惱 
 

當以因緣法和因果法的智慧來解脫愚癡的煩惱 
 

當以禪定和精進的力量來澄清散亂和不安的煩惱。 
 
        當煩惱斷除，我們便是處在佛國淨土了。法鼓山的方針，「回歸佛陀本懷，推動世界
淨化」，是依據這個原則。法鼓山推動的三大教育:「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也是基
於這個原則。 
 
        展望法鼓山的未來，聖嚴師父在書中提醒我們：「我們有光榮的過去，得來不易，應
當珍惜；我們有無限的未來，尚待開發，必須精進。我們法鼓山的僧俗四眾，雖有發大悲
願，弘傳正統佛法的信心，卻不能有自我膨脹的慢心，我們要謙虛地向天下人學習，取人
所長，補己所短；奉獻我們的所長，包容他人的所短。永遠不要自滿，永遠都有前途；永
遠虛心檢討，永遠有路可走。」 

                                      
              海、風、鳥                                   曾常增 

 
      今天早上到附近的寧靜海岸邊散步，當時天空一片晴朗，微風習習，感覺非常舒服。
來到一塊矮叢時，我停下了腳步，向不遠處海洋望去，看到海上幾塊大石頭上，有許許多
多的鳥聚在不同的大石上。或許因為沒受到海岸邊（人類）的干擾，它們似乎顯得特別自
由快活，吱吱喳喳不斷地在聊天和作日光浴！如此海闊天空，風和日麗，心曠神怡的我，
可以感受到身處在人、禽與大自然中共存的一片和諧與歡愉中⋯也很感恩此刻能站在這美
麗的海岸邊，欣賞海洋和海鷗。 
 
      突然間，一陣強大的海風迎面吹過來，夾帶著濃濃的鳥糞味，滯留在我的大鼻頭周
圍，久久不散。前一刻極愉悅寧靜的心，頓時生起一股厭嫌之情緒，還暗自嘀咕著這陣海
風吹來真不是時候，把我賞海觀鳥的雅興一下子給徹底破壞了！我於是摒住呼吸，急步離
開海岸，之前那種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愉悅祥和感覺，此時似乎全然消逝無蹤！ 
 
      在回家的途中，我忽然間覺察到：原來我的五根，剛剛在海邊時，居然不斷地在對各
境緣進行品檢，分別美醜好壞，貪愛嫌惡。而在這一連串的心理活動後，我才發現平常自
覺還蠻安定、清靜如一池湖水的心，竟然在瞬間就經過了多次的翻滾，其實早已變成了一
池濁水！ 
 
      對緣而未照，好個「不」思善、「不」思惡的凡夫啊！我當下俯頭，慚愧不已。 
 
      大自然其實對待所有的眾生是慈悲平等的。太陽藍天海水沙灘和風可不曾因為腥臭的
鳥糞，或不同根器的眾生，或良莠不齊、甚至不斷破壞天然環境的人類，而作出過任何的
挑撿及取捨；更不曾因為我們的差異或過失而遺棄過我們。而我這凡夫，常在不自覺中向
外抓取，又基於愛與不愛的感受，對境、人或物產生了種種分別和自我執著，取與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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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到海邊走了這麼一趟，其實是讓我向大自然學了很珍貴的一堂課。正如藕益大師
所說：「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而我今天可是遇境「驗」了心，後知後覺中才發現
自己定力真的不夠，根觸塵而心起舞，更遑論以慈悲心去圓滿我和眾生（鳥群）之間的關
係和因緣了。由此可見，我確實還有許多需要努力改進的空間。 

 
                   你是否像我一樣，活在迷失的世界裡 
                      ( Are you lost in the world like me )                           Ellen Han 
 
著名的好萊塢大片「黑客帝國」中最經典的一個伏筆，莫過於男主角在面對真實和虛

幻世界時所做出的選擇。如果男主角尼奧選擇藍色藥丸，他就可以留在虛幻的世界裡。在
那裡，他是駭客世界中瀟洒的駭客，同時也有女主角的陪伴。但如果他選擇紅色藥丸，他
就可以脫離那個虛幻的世界，擺脫無力感，並成為真實界的救世主。常濟法師在「Joy of 
Imperfection」的講座中所分享的由 Steve Cutts製作的僅僅 3分多鐘的黑白動畫片「Are you 
lost in the world like me」讓我再一次陷入類似的「人生如夢，夢如人生」的深思。比起科
幻片中的黑客帝國，人生又何嘗不是一種迷失的夢境。有些人貪婪於美好夢境的假象，痴
痴不願意從中醒過來。在這個美好的夢境裡，所有人都專注於最流行的產品，最前衛的時
尚，最震撼的時事新聞。不知不覺中，人們成了手機奴，電視奴，消費奴，同時也在不知
不覺中失去了自我。少許清醒的活在現實的人，反倒成了這个世界的另類，孤獨的感受著
自身的傷痛，他人的傷痛，却無法阻止沉睡的人們逐步走向懸崖的邊緣。 

 
      當然，不管是黑客帝國也好，動畫片也好，製作人都旨在用一種極端的、浮誇的描述
手法來諷刺現實，激發人們對於生命和生活意義的思考。作為平凡人的我們，雖然還無法
體驗開悟後對人生夢境的淡然處之，我們可以努力學習如何在迷失的世界中找到自我，連
結他人。找到自我的過程就如同是一部又一部的超級英雄歷險記。從想要突破的念頭，到
不畏困難的實際行動，到勇敢的克服低谷時期的自我懷疑，到新的蛻變和重生，周而復
始。只要我們願意不斷的挑戰自己，堅持讓自己走出舒適圈，我們便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實
現新的蛻變和重生。與此同時，活在現實裡意味着要有足夠強大的內心去面對孤獨和嘲
諷。如果我們能用一顆關愛的心、仁慈的心，去真正的關心和連結那些在夢境裡像我們一
樣迷失的人，我們便可以建立心靈的連結，並在現實的世界裡，體驗最真誠的美好。常濟
法師在講座最後分享「不要問這個世界需要什麼。問自己什麼才能讓你感受到真正的活
著，並努力朝那個方向去做。因為這個世界真正需要的是從夢境中醒來的活生生的人。」 

 
            學佛心得分享                                            李演希 
 

        什麼是學佛？ 學佛的慈悲與智慧，談何容易，改變自己的習氣，活了大半輩子現在才
來印證佛陀所說的法，就好像嬰兒剛學講話學走路的那麼艱難，到現在還是初學者。     

    
記得第一次在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心靈環保讀書會裡的那一天，舌頭打結還帶廣東口音

發抖的來讀聖嚴師父的《智慧 100》，那是多大的勇氣，決心學習佛法來改變自己的貪、
瞋、癡、慢、疑。也是法師和師兄師姐們的支持與鼓勵，從不懂到可以用法布施來分享。
其實學佛不一定要學到很多才能分享，正如法師說知道多少就分享多少。沒有標準的答
案，多聞、多思維、多講、多問，要有正見的解行實踐，不停的調整自己的身口意，是一
條很漫長孤獨的光明正道及至成佛。師父說得對，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對治自我的無名執



        

 7

著心，當我很生氣的時候，就以果醒法師常説的一句話來提醒自己「全部都是你自己，沒

有張三李四，都是自導自演。」，也可以用十二因緣來克服自己的慾望，也有人問：是否
學得太多有走火入魔的現象。答：學習佛法就像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像每天要吃飯要睡
覺，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分割的。聽了四年佛法，到今天才知道師父和法師在說什
麼，但是不去體驗實踐，那只是知識不是見識。學佛最妙的是，能從無明，到覺悟，到究
竟涅槃，也是從黑暗中走到光明，累生累劫的成佛之道。                                

 
由於這個疫情，綱路上的課程更多，聽到的佛法更廣。好像無情的眾生一樣，花開花

謝，因緣所生、因緣所滅，沒有好壞之分。誰說學佛很枯燥很難，如法修行，多聽、多薰
習、多實行便能進步。為什麼要定課，要多聽法師們的開示，才不會走出正軌。體驗過程
才是真正的走向成佛之道。感恩十方法界眾生，感恩有您，阿彌陀佛！                  

 
                           人生是苦、也是樂，由你決定                  楊麗菁 
 
 

很開心看到演宗法師回歸道場，在大悲懺共修分享她的智慧，同時也讓我體會到因緣
的轉換。 一向很受用於常俱法師的開示，好像是聽到了我內心的需求和迷惘，每次總能在
法師的字句中，找到生活中的智慧。無奈散惰心起，中斷了共修的因緣。 

 
法師提到「人常常覺得人生有苦」，這個話題，使我想起以往與一位時常有歡喜心的

菩薩的對話，當時慢慢琢磨領悟他的回答。分享如下，也許各位菩薩能有所體會。  
 

我問：您覺得人生是苦 、還是樂?   
 

菩薩答：人生是樂的。  
 
我不禁吃驚地問：難道您生命中未曾經歷傷心痛苦之事，例如失去家人的苦，失戀、挫折
等… ? 
 

菩薩答：快樂 、傷心 、痛苦，皆是生活中必會經歷的事 (It’s all part of life) 。既然明白這
些情緒都是正常的反應。何來言苦? 當妳經歷痛苦前的十分鐘，妳是快樂的。那為什麼只
執著當下痛苦的時刻，而定義人生是苦的。同樣的，妳也可以專注在先前快樂的時刻，而
說人生是快樂的。 
 
我似懂非懂的又問：我明白這道理。當人遇到事情而有的痛苦情緒，是無法控制的。您要
如何處理面對這些情緒? 
 

菩薩答：問自己問題，然後自己回答。直到沒有問題可問為止，妳就明白真相和道理。也
就可以放下，不被困擾了。 (我更加困惑了) 
 

菩薩又答：例如我失去母親時，在難過的當下，我自問為什麼會傷心難過? 是因為她是我
母親? 是因為孝順而難過? 還是因為我愛我的母親?  
 

        如果因為她是我母親而難過? 由於家人這層關係，而被定義為「因為失去家人，會難
過」。既然如此，是否也可以重新定義為「失去家人，可以不用難過」。這是指對事情不
同的認知，但請別誤解，這與佛家所言『為人子女要盡孝道』並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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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因為孝順，而難過；或是因為愛母親，而難過；難道不難過，就不孝順或不敬愛
了嗎?  既然不是，為什麼要選擇難過? 
 
同樣世間事，換個角度看待，則人生就不需是苦的。因為每件事情，不是只能用一個

角度去衡量。妳可以選擇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而有不同的感受。妳可以決定要快樂地看、
還是要傷心地看?  也就是說，妳可以選擇妳要快樂的人生。再者，當困境發生時，回到根
本。問自己，最重要、最在乎的事物是否還存在? 如果是，相較之下所處困境就不算什
麼，也就不必太被困擾 。 
 
我最後問了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What’s your secret of happiness?  
 

歡喜菩薩回答: 妳應該問自己這個問題。 
 
對這個沒有答案的回答，我笑了。但是我聽懂了－遇到事情，我們總是不斷地尋求他

人的解決之道。如果不是自己想通，就不會是自己的。 

           
      新冠肺炎居家避役心得分享                       黃女純 
 
這次全球新冠肺炎爆發，美國聯邦及各州政府從三月下旬開始陸續下居家避疫令。在

那之前，我剛從台灣回來，台灣民眾那時因為對於這次疫情的恐懼，有些人早就開始搶購
口罩，一度造成口罩荒。後來又開始有搶購民生物資的趨勢。我位處的偏僻的小鎮對媒體
的報導都只當成是電視上的新聞，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已，跟我們實際生活中的老百姓是沒
什麼關聯的。看到媒體報導超市裏某些物資被搶購一空的畫面，心中不覺也開始緊張起
來，問家人要不要先屯積一點民生必須物資，家人倒是很淡定，看來媒體的新聞是很難在
我們這個寧靜的小鎮掀起波浪的，我這個很少待在家鄉的過客倒顯得有點反應過度了。但
是到鄰近的大城市去採購東西的時候，卻發現媒體的影響原來還是挺大的，看到衛生紙已
經限購了，大家拿東西的速度超快。但是當時對於物資缺乏的恐慌都還不及後來到美國經
歷的。 

 
回到美國之後，居家避疫一開始，很多華人開始瘋狂屯積民生物資，雖然知道未來因

為疫情的關係，肯定要多留一些東西在家避疫，但是看著超市裏一個一個堆滿物品的購物
車，架上開始缺貨，我頭一次感受到好像身處戰爭動亂時代的那種不安，而那種不安随之
而來的是對物資缺乏的恐慌。從小，只要大家都瘋狂去做的事，我就絕對不加入行列，我
會在旁安靜地看著，或者甚至走開。但是現在家庭幾口人的生活不考慮不行，我也會陷入
對未來恐慌的心境裏面，不是對感染疾病的恐慌，而是對物資缺乏的恐慌。 

 
但是這幾年的佛法薰習，讓我在這個時候首先學會冷靜觀察，不隨波逐流，我雖然也

會想著要多拿一點，以後萬一買不到怎麼辦？因為對於未來的憂慮，思緒一直打轉，是要
多拿一袋衛生紙還是兩袋？看著大家一袋、兩袋、三袋地往推車裏面放，我的心也跟著起
伏，雖然還沒有到「任它外境變動，我心一切自在」，但是曉得大家瘋狂採購的動作只是
一種不安的表現後，這個時候很自然地會用法師經常說的以平常心去面對，當下就能很安
心地響應政府的呼籲，一次只拿三個禮拜的份。 

 
同時內心也告訴自己，在這個環境之下，大家是生命的共同體，不分你我，我做的任

何事都會對別人產生影響，自己如果恣意多拿幾份，有可能後面的人就買不到，這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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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是很大？再者，自己深知個人的福報就那麼一點點，平常耗用比累積的速度要快，這
個時候拿那麼多，到時候用不掉或吃不掉，豈不是太浪費福報，那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後來自己會一直想探究自己恐慌的來源是什麼？追根究底就是因為害怕失去，失去這

個身體，失去生活上因為物質帶來的便利，我們太習慣生活中各種各樣的便利了，但是當
我們看到自己恐慌的源頭的時候，當我們不在乎會失去什麼的時候，那份因執著，害怕失
去而產生的恐慌就會瞬間消失不見。所以我們是害怕什麼？不是害怕失去外界的東西，而
是害怕失去這個有生滅的生命，害怕失去我們圍繞這個生命體而建築起來的物質環境，名
聲、地位等等。說到底，是自己無法真正接受無常的事實。 

 
再繼續分析恐慌的心理，恐怕也是如果醒法師講的，我們自編自導自演，看著眼前瘋

狂採購的畫面，當下就依著畫面再繼續往下編，接下來就是斷貨的畫面，然後就是大家都
買不到東西的結果，於是心理自動恐慌，然後就演出血拼的戲碼。一切都是自編自導自
演。所以在各種情境當中學會看自己的念頭，真的會對自己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感到非常驚
訝！而到了晚上，這樣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就變成了夢。這也是我們自性的妙用之一？ 

 
另外再分享一個小心得，居家避疫期間，從前可以自由地買東西時，其實較容易造成

浪費；現在因為買東西不方便，如果沒有想做的菜的材料，會想辦法把現有的材料拿來使
用，這時候發現，自己經常都是被自己的慣性和認知給限制住。因為我們要做什麼菜的時
候，會先在腦海裏思索，去想像，然後再去找材料，如果發現沒有，在以前就會想辦法買 
到。但在這個非常時期，不想出門，又沒有想要的材料，本來會習慣性地苦惱，抱怨不能
出門，沒辦法煮自己想煮的菜。現在開始學習放下自己固有的想法與習慣，直接去看自己
現有的材料，突然靈感就來了，發現原來做菜可以這麼隨性的時候，才知道原來自己做事
是被自己的想法以及思想模式限制，而不是外界。所以我們是可以任外界如何變化，心一
樣自在的。 

 
這次全球性的疫情慘重，據估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約超過 41萬，每個國家都受到重

創，每個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而最近加州又野火不斷，在這個災害連連的時期，為了祈
福，道場法師們從居家避疫開始，就一直在網上進行大悲咒共修，結果這樣的共修，反而
跨越了空間的限制，讓更多的人來參與，也是始料未及的好事。 

 
最後祈願我們都能用聖嚴師父的「心安平安」來面對此次疫情及災害，讓我們先安定

自己的身心，這樣周遭才有可能跟著安定，同時也祈請諸佛菩薩慈悲加持，願往生者都能
往生善道，有機會修學佛法。永遠不退失道心。 

                        
     「千處祈求千處現」 
                                   洛杉磯心靈環保讀書會                                     Tina Sung 
 

        我從小就愛看書，從小時候躺在床上看漫畫，到現在戴著老花眼鏡看書。不管人在哪
裡，身邊一定會有書陪伴著我。來到美國之後，為了讓自己的英文程度好些，也陸續參加
了幾個英文書籍為主的讀書會。但是自從開始學佛之後，看的書就漸漸的從受歡迎的英文
創作小說，改成聖嚴師父的著作；讀書會也從一般家庭主婦吃喝閒聊為主，改成了大家一
起學習佛法，相互鼓勵精進的心靈讀書會。下半年因居家避疫的關係，不僅持續原有的舊
金山道場讀書會，更有這個特殊因緣，加入了洛杉磯道場辦的心靈環保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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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其他活動的關係，我只能每隔一週參加，但是洛杉磯的常俱法師，師兄師姐們都
非常的鼓勵大家繼續，讓我自己更加提醒自己，不要懈怠。每次的讀書會，都會有不同的
師兄姐們自願來朗讀書中的段落，然後帶領的師兄姐們再逐段的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想，
就討論題來做討論。在這裡，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沒有太多時間上的限制，所以每次讀書
會都可以聽到許多的分享，讓我也學習到如何把佛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這邊要特別一提
的是，讀書會的會後筆記做的非常詳盡，我第一次看到時都愣了一下，真的很隨喜讚嘆師
兄姐們的付出，讓會後的我們可以繼續複習，而沒有參加的菩薩們也可以了解當天讀書會
的內容。 
 
        這一期閱讀的書是聖嚴師父所著作的《菩薩行願》。師父就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
薩，及普賢菩薩的願及法門做了詳細的解說。讀書會進行到現在，我們已經把觀音菩薩的
大悲心和地藏菩薩的大願心討論完畢，也再次學習到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的普門示
現，及地藏菩薩的無盡誓願。希望對這三位大菩薩的行願及修行法門有興趣的菩薩們，也
可以有機會閱讀。 
 
        之前就因為聽到「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這兩句話而感動到流淚不止；
之後也聽過，只要心中有願，我們不用刻意去找尋，善知識就會來到我們的身邊。我深深
地相信，我的願，菩薩都有聽到，才會給我這麼多好的因緣，來學習和親近佛法。也祝願
各位菩薩們，所求皆成，所願皆滿。南無阿彌陀佛！ 

 
                            烹調的藝術－法入心、菜入味                     凌演禪 

 
        八月份東初禪寺雲端佛學講座，果廣法師為大家準備了多道調身、調心的禪素食。喜
歡法師先以佛陀故事，輕鬆解說佛法義理，然後一一介紹自己體驗過的素食範例讓大家練
習。從一開始的擇善法、捨惡習，直到調食材、融味道，時而翻炒、時而燜煮，每道菜的
細節都隱藏著眾多妙法。透過解行，我們不但品嘗到法師累積的智慧，還可實際運用在生
活中。  
 
        有信眾提到美洲不容易取得台灣食材怎麼辦？法師說如果因緣不具足，我們就先放
下、不做這道菜。有一次聽到，茄煮金針大白菜，很高興終於可以實際操作。當備好料、
拿出筆記時，發覺這是一道 42小時才可完成的菜，如果時間算不好，半夜還得起來備菜，
只好耐心等候一晚。隔天一早算好時間，分別將茄子、白菜依序泡水 6小時與 4小時，當
時心中有個疑惑，白菜泡水過久不是會流失維他命 C？但還是先遵循法師的方法、放下心
中疑問。浸泡過程中，看著含苞的葉瓣在水中如花朵般綻放，看起來那麼新鮮有活力，很
開心地繼續回到方法，專注去除菜葉不好部分、擇取可用食材，再仔細算好距離平均切
下，將等距離的菜依序平鋪鍋內、加入適量調味，等鋪好最後一層金針花時，已經是快到
就寢時刻。繼續耐心等候 24小時，期待隔天晚上的正式烹煮。先是大火滾煮、再漸調中
火、最後以小火燜熟收汁，起鍋前加上一點油滑潤，這道味、香、色的作品終於完成，此
刻也已練就出不急不徐的功夫。先是欣賞著自己的首次作品，再慢慢夾起三小條原本不同
顏色、形狀、味道的菜，細細品嚼融合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滋味。終於明白法師
的用心，唯有如實練習，才可真正體驗其中法味。                   
 
        我們的習慣，總喜歡與熟悉或類似習性的人相處。法師說這是一種理想，但大家面對
現實生活時，通常都不是如我們的意。近期 LA學佛五講，因疫情緣故改為網路授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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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來自各地，有新、有舊，每個人也多帶著不同的獨特性格。前幾次的空中討論略顯生
疏，常悅法師似乎不急著改變，先讓大家有足夠時間吸收、各自發揮。在不斷的鼓勵與修
正中，觀察著每位學員的特質、適時調整組合、盡量讓學員們均等釋放出最好的味道，最
後再加上補充的潤滑，藝術創作也就一一呈現。雖然上課的成員與內容一直在變化，經過
長時間學習與調和，肯定的是大家的佛學基礎越來越扎實，凝聚力也越來越強，上課生動
活潑又融洽，常常在下課時還捨不得下線。。 
 
        也許目前我們還不是一位熟練的烹調師，但我們可以運用這些烹調方法落實在生活
裏。與外境互動前，是否能先察覺自己的屬性，是清淡或是濃郁？檢測自己已準備好了清
潔與軟化？交流中，是否也時時注意火候，不宜過猛或過小？最後能依當下需求，歡喜調
整自己，輕鬆擔任起主食或配菜來成就每一餐？如果能常常練習，欣賞彼此、多一點接
納、少一份堅持，那我們烹調出來的菜，應該就和法師所體驗的味道相差不遠。   
 
                      「楞嚴禪心」上課雜感                   黃演擇                     
 
五月份在法鼓講堂上果醒法師的楞嚴禪心五堂課，對於法師的開示有一些學習心得感

想，願野人獻曝與大家分享。 
 
《楞嚴禪心》是法師今年初所出版的第一本書，裡面的內容包含法師對《楞嚴經》、 

「法鼓講堂」開了五堂課，介紹這些可以與生活生命結合的正知正見。 
 
法師提到六三一二的知見有：六正見，三見行，一人一世界，二不(不住不續)，內容豐

富精彩。今就以一人一世界的知見說明自己小小的一些心得。法師以 Potluck的例子說明，
每個人的身體就像一道菜，聚集於這個世間的場所，每個人都可以享用(感知)每道菜，只
是每個人的感受認知會有不同，這就是一人一世界。在一人一世界中，有「全部都是我，
也全部都不是我」的知見，此處的「我」是指佛性。佛性是沒有能所的。本人的學習心得
如下： 

 
1. 身體是被感知的，非我。 
眾生皆以身體為我，卻不知身體僅僅是被我(佛性)所感知的對象而已。我們的心(佛性)
原本遍一切處，何其廣大無垠，但因一念無明，便以所明的對象為我、為他。一旦有了
對象，有了能所，便有了虛空，有了世界，有了你我，也就有了煩惱！ 

 
2.  全部都是我。 
一切都是佛性的展現(相)，則一切相平等。法師以黃金做的佛像與黃金做的糞便為例， 
相雖不同但其本質是同，因此一切相平等，不須取不須捨。 
 

3.  全部都不是我。 
由於感知到的是相，會生滅，因此非我(非佛性)，可以遠離，不執著。 
 

4.  全部是我也全部不是我。 
這讓我想起佛法說的離一切相、即是無相，相相平等無有差別，因無差別無有恐怖。離
一切相，相相不染無有執著，因無執著遠離顛倒夢想。對我而言這知見在教理上又與
《心經》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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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將佛法的名詞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解說，並轉化為可以理解的觀念知見，可於日常
生活中時時修、念念修，法師的深厚功力值得讚歎學習。 

 
法師提醒這些知見並不需要全都瞭解，哪些知見與自己相應就先學習應用。重要的是

理解後要試著應用，讓解行相應。最後這些知見是可以相通的。 
 
由於上課的內容豐富，希望可以拋磚引玉，有興趣的師兄師姐們可以上網上課或請購

這本書。法師慈悲的將其畢生所學，毫不保留地分享給我們芸芸眾生來學習。希望我們可
以把握機會在修學佛法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新冠疫情對我們學佛的影響                Michael & Linda 

 
        自從疫情爆發後，大部分的人都開始在家裡辦公。 家裡的客廳成了辦公室，而上班的
穿著也被睡衣取代了。雲端這類網課工作需求大增。飲食外送平台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的救
星…。 對我們退休的老人來說，這句口號至為恰當：「老實待在家，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
獻」!     

 

        前天讀誦《華嚴經》第 69卷，有一段經文與我非常相應： 
 

菩薩『以種種方便成就眾生，所謂於在家放逸眾生，令生不淨想、可厭想、疲勞想、
逼迫想、繫縛想、羅剎想、無常想....老病死想。自於五欲不生樂著，亦勸眾生不著欲樂，
唯住法樂… 。』 的確上了年紀，就會特別覺得世間的一切都會讓你煩心，唯一使你真正心
生歡喜的，就是進入佛法的世界。上面這段經文，不是這樣清楚地告訴我們了嗎？ 
 
         Linda和我不會因為在家避疫而感到非常的無聊，相反地有了更多的時間，安排參加
各種各樣的網上講經與共修課程，在此我就分享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的參與。 
 
「避疫之前」的學佛活動 
 
        我們喜歡上大法鼓、法鼓講堂，列舉如下： 
果醒法師：無我的人生觀、楞嚴與圓覺、華嚴心詮、神會禪師的悟境等的開示不勝枚舉。 
果慨法師：大悲懺法、88佛洪名寶懺、修行在梵唄、佛教徒的生死觀、教觀綱宗等等。 
果見法師：金剛經、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等。 
常慧法師：經典講座（信心銘）、憨山大師（觀心銘）等。 
常啟法師：小止觀概說、石頭希遷與參同契等。 
 
        還有果如法師、果光法師、果毅法師、果賢法師、果幸法師、常綽法師、常諦法師、
陳英善老師等，宣講不同的主題、不同的引導。感謝師父培養這麼多優秀的法師，能夠全
天候 24小時在空中為我們說法，身為法鼓山的我們，真是太有福報了！拜網路之賜，從心
性上不斷地實現師父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疫情期間」的學佛活動 
 
        三月中加州開始居家避疫，隔離到現在九月，從總本山到各分支道場，充分提供
ZOOM 、Facebook的線上直播講經及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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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道場：果慨法師講述「法華經與改變的力量」十集，每個月月底的大悲懺法會，每天晚
上 8:30的大悲咒共修，常延法師主講的「學佛五講」音檔讀書會，以及印順導師的著作
「成佛之道」讀書會，五月份開始常悅法師叫好又叫座的「六祖壇經」共學。 
 
舊金山道場：常惺法師的「禪淨雙修、如何修？」，台北美國連線的「寬心助緣」、「高
僧行誼」。 
 
溫哥華道場：常諦法師的「法華經的迹與本」，現在最熱播的果慨法師「教觀綱宗」。 
 
紐約東初道場：果醒法師的「禪宗祖師公案語錄」，果廣法師的「阿含經」、「戒學概
說」、「禪素食」。 

常護法師的「中國禪宗祖師的故事」，常灌法師的「大乘起信論概說」 (熱播中)。 
 
農襌寺的梁皇寶懺及象岡道場中元三時繫念法會。 
 
高雄紫雲寺的中元地藏報恩法會。 
最近的法鼓講堂： 
果慨法師的「遇見高僧、遇見自己」 
果見法師的「認識娑婆所在之華藏莊嚴世界海」 
果醒法師的「楞嚴禪心」 
 
結語 
 
        感謝這個疫情，讓我們能夠專心、不攀緣地、有如閉關式的在法上精進用功，這是有
生以來最難得的經驗！對已經罹癌第四期的Michael 來說，日子只能以「天」來計算，倍
感時間的可貴！在任何情況下，隨時都得提升自己是最重要的事，當然修行的目的，就是
要踏踏實實地親自去「體認」，佛法才能真正的受用！ 
 
         最後用晚課時的「普賢菩薩警眾偈」大家共勉之： 
「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
逸！」 

 

            來生與師父有約                                         宋演施                             

 

居家避疫至今已經五個月了，家中不管是先生還是孩子們，心都還算安定，並沒有太
大的焦慮與不安，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也利用這個機會，參加了許多的共修課程，除了舊
金山道場之外，洛杉磯道場也是我共修課程的主要來源之一。 

 

感恩身邊有這麼多的善知識，每每遇到相應的課程，都會和大家分享；不論是常俱法
師帶領的週三「心靈讀書會」，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大悲咒共修」；或是每週日早上常悅
法師帶領的「六祖壇經共學」及最近剛參加的「成佛之道」讀書會，我都上的滿心歡喜。 

 

其實一開始師姐告訴我「成佛之道」讀書會上課時間時，我有點猶豫，因為不曉得先
生和孩子們，會不會因為我在週末又花三個多小時上課而起煩惱心；結果一切順利，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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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用心的上完這堂讀書會。讀書會上課的方式，是以印順導師的《成佛之道》一書，加
上常延法師之前上課的解說音檔，搭配帶領師兄姊的提問，再穿插常悅法師的講解。整場
讀書會內容豐富精彩，帶領的師姐師兄們準備充足，從會前 email給大家先聽的音檔及閱讀
的章節，到讀書會中所有的 PPT，整個流程非常的順暢，三個多小時一下子就過去了。在此
也要藉由這個機會，隨喜讚嘆洛杉磯的師兄姐們，因為不管是星期三的「心靈讀書會」，
還是星期六的「成佛之道」讀書會，會前大家均做了充分的準備，而會後分享的筆記內容
也非常的詳盡，這些都是我要學習的。 

 

這次讀書會的主題是討論三寶的真實意義為何？「信佛學法敬僧，三寶萬世明燈」這
句話對很多菩薩來說已經是耳熟能詳的。聖嚴師父也說過，這是四眾佛子共勉語中最重要
的一句話。經由今天的讀書會，我才知道，我們必須要確定皈依的對象，及如何通過形式
的三寶來歸向真實的三寶；也學習到佛寶的轉識成智，尤其是第八識轉大圓鏡智，佛陀教
導我們，要我們的心如實映現萬物而不黏著，展現種種清淨圓滿的功德與智慧。我自知我
目前心中的鏡子，一定什麼都照不出來，因為事事黏著，只是多少而己。所以更要努力用
功，讓自己的鏡子也可以稍微乾淨一些。 

 

今天另外的一個收穫就是，我確定了一直以來所發的願是正確的。雖然是以回到法鼓
山及追隨師父為主，但這並不是個人偶像的崇拜，而是包含真實三寶的。經過了法師的解
說，讓我在學佛的道路上更加有信心，也希望三寶繼續護念，讓我勤心莫退，莫忘初心。
上完讀書會的隔天，剛好把「今生與師父有約」的這一系列結緣書看完了。我希望來生也
可以與師父有約，如果可以再世為人，希望可以回到法鼓山遇見師父，繼續追隨師父學習
佛法，做師父的小小幫手，一起建設人間淨土，在成佛的道路上，跟隨師父前進。南無阿
彌陀佛！ 

 

                      LA「法青與兒少」專案，「疫外」萌芽         小小兵＃9 
 
因為疫情關係，道場所有對外的實體活動，不得不改為線上共修，為了讓更多人知道

如何參與，監院法師請大家幫忙做電話關懷，於是我們便打電話給ㄧ些常互動的菩薩。  因
緣不可思議，原本只是ㄧ通閒聊話家常的電話，竟然讓五年前大家所提的「法青與兒少」
企劃案，有機會可以再拿出來重新評估，這是因為 AJ Wang Foundation Scholarship 創始人
王菩薩夫婦有感於年輕人因疫情宅在家的苦悶與不安，願意發心贊助道場籌辦青年學子親
近道場學佛。 

 
在監院法師常悅法師的支持下，四月底草案ㄧ通過，立即邀請 8位義工成立小組，開

始發想細節，集思廣義，腦力激盪，抽絲剝繭，去蕪存菁，來來回回，提起又放下，放下
又提起，過程中團隊的無私與熱情，法師鼓勵，讓我們每每心懷挫敗時，可再次回到共同
的願心與願景：讓年輕ㄧ代，藉由「學」與「教」，接觸佛法。 

 
終於在 8月 8 日，「法青與兒少」專案正式啟動，而且是以ㄧ種更活潑，更完整，更

有意義的常態性的方式開啟序幕。今年第ㄧ次招生對象大都是以道場義工的第二代為主，
共有 38位年輕人報名參加，30位是在校學生，8位是剛畢業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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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無法讓這群青年學子回道場進行實體上課，但也「因禍得福」因此讓更多
學生可以從不同的地方一起在雲端上課。第ㄧ堂課，監院法師特別邀請台灣法鼓文理學院
辜琮瑜老師替學生上課。因為是第一次在線上辦分組討論工作坊，兼顧中英文翻譯及師生 

 
互動對話，為了讓課程進行順利，整個團隊在開課前沙盤推演多次，揣摩種種可能遇

到的問題。結束後從學生們的問卷中，知道課程的內容對他們有幫助，讓他們有學會以更
寬廣的心態，看待自己與別人的關係，也從人際互動的關係中，認識到自己的慣性。 當團
隊看到這些學生的回饋，大家都頓時忘了之前的辛苦！                 

 
回想這四個月來，團隊的每位菩薩是個個有願心，同時個個沒把握，因為沒有經驗，

只好大家手牽手心連心「摸著石頭來過河」，有人善於莽撞往前衝，有人負責丈量河水有
多深，有人專門調查石頭的大小，有人提供愛心療癒，有人專門當啦啦隊，有人像老參，
當大家 high 過頭時，會猛來ㄧ記棒喝，有人邊走邊玩，專門提醒大家多放鬆！有人走得
慢，常常跟不上決策變化的腳步，但仍歡天喜地的緊跟著大家走，覺得團隊有點像卡通裡
的小小兵（ Minios），個個單純善良又天真，管他外面疫情每天發展如何，….真的就這
樣，LA的「法青與兒少」「疫外」的萌芽了，而我們這群阿姨媽媽們的小小兵，也順水推
舟搖身ㄧ變，被封號為「 Youth Program Committee」喔！ 

 
Joy 
         
            我ㄧ開始，也不知道要如何的合作，不過看大家都還蠻認真的，工作分配好，然後各
自分工，下次 meeting討論，可是幾次之後才發現事情不是想像的那樣順利，但重點是團
隊成員相互扶持、拉拔，讓每個人都能夠在一個團隊中不斷成長，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支
援、培養默契、擁有共同的目標，讓我深深感覺到團隊力量無窮大，覺得自己還蠻有收獲
的！ 

 
Carey 
         
        這幾個月常常想起聖嚴師父曾說的「佛教一定要走入人間，走入大眾，要年輕化。」
還有果慨法師說的「對眾生最大的報恩，就是讓他人能跟三寶有連結的關係。」雖然在道
場也曾辦過一些與年輕人接軌的活動，立了竿卻還不見影。今年，獲得一個曾經取之於社
會，現在回饋於社會的基金會支持，所以大家從無到有地發揮接力精神，一次次討論到深
夜，一張張兒少與青年教育的組織藍圖於焉形成。希望這群小鼓手在不久的將來也都能
「共擊大法鼓」！ 

 
Sarah 
   
        回想三個多月前，第一次開會時，毫無頭緒不知如何開始、如何進行。往往一籌莫展
時，聖嚴師父的這句話「因緣有，要努力」就浮上心頭， 此刻 AJ Wong Foundation 提供獎
學金鼓勵青年學子親近佛法，我們更要把握這因緣，盡力讓這個計畫實現。師父曾說「在
今天及未來的佛教都必須要朝著國際化、普及化和年輕化這三個目標邁進。」 洛杉磯道場
培育高中、大學生接觸佛法，善加發揮他們中英文的雙語能力，願這批年輕佛子能朝著師
父說的國際化年輕化不斷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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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n 
  
        自覺什麼都不懂又不會，而其他隊友們忙著做企劃書、教案整理、學生問卷調查等
等，個人好像都沒幫上什麼忙。不過，倒是很清楚明白自己不僅不聰明，簡直又笨又傻，
唯獨剩下的是滿腔熱情。看著隊友們個個盡心盡力，互相幫忙，讓我有了想和大家ㄧ起繼
續努力的勇氣，因為從這團隊我感受到一份安定安全的力量。 

 
Gail 
  
        一開始，對這一群在美國成長的年輕人，對這頗具深度佛學 workshop「三生有幸」的
領受度，我都抱持保留態度。 但隨著辜老師一步一步引領契入主題，我深深地被老師講題 
 
內容所吸引，雖是線上會議，但能感受到學生們都能專注地聆聽。藉著選圖思考過程，每
個人都進入了一場自我世界的巡禮，覺察到自己一直以來與他人溝通的連結模式與關係。
每位學生在分享的過程中，都能看到老師仔細聆聽孩子們的自我敘說，藉著回饋、關注，
暢通孩子們的表述，背後帶出了一股強大同理力量！無疑地這過程已經開啟每位學生重新
檢視自我的心靈之門。覺得這群大朋友真的是「三生有幸，遇見佛法」。 
 
Sandra 
  
      去年無意中和同修聊到法青未來的發展時，當時的結語是「希望能有法青自願組個團
隊，帶領年輕人認識佛法。」 那時想若真的有這樣團體形成，定全力護持。因緣不可思
議，今年五月，接到 Ashley師姊在電話那方，問可不可以一起參加籌劃兒少與青年學子教
育的計劃。我在電話這一方，一邊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一邊馬上開心地答應。之後，大家
腦力激盪的從無到有的組織起來，實在是太佩服師姊們了! 好專業，好有耐心，更重要的
是，大家的心是一致的，都希望透過這計劃能讓更多當地長大的孩子能接觸佛法，進而回
饋給社會。我實在是太幸運可以參加籌劃，自己也學了很多新的東西，也發現自己的態度
上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8月 8日 晚上看到學生們興奮的分享上課學到的新觀念，一切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 
 
Diatie Wong 
  
         When I was approached by Ashley to join the DDM Student Workshop Committee, I was very excited! It's 
such a rar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new and life changing. I was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is team 
alongside so many strong wise women. I was so happy to hear that DDM wanted to create a College Buddhist 
Group because I believe that young people should plant their Buddhism seed when they are young so they can 
take what they learn and apply it to all aspects of their life, such as family, work, school, and the community. I 
can't wait for the youth programs to grow and help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kids!  

 
The first meeting was very exciting because we had a guest speaker from Taiwan, Professor Gu, she came 

to share her wisdom. We are so lucky to have the guidance from Chang Yue Fashi. " If the mountain won't move, 
build a road around it, if the road won't turn, change your path, If you are unable to even change your path, just 
transform your mind." said by Master Sheng Yen. I know that we have a strong team and we can face difficulties 
together to create a better community and help spread Buddhism.  

 
Chelsea Wong 

  
        I am honored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of creating a program from the ground up! Working with the 
committee is very inspiring because everyone cares about this College program so much. In the beginning, our 
goals seemed so far away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uncertainties, like Covid-19 and not knowing i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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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ould join or be interested, but we all kept going and developing our ideas into reality. I am so grateful 
that I had the chance to meet and work alongside so many remarkable, hard working, and kind people.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this team and I look forward to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DDM Programs.   

 
When the orientation and first meeting happened, I felt very relieved and happy that so many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I have never experienced being around so many 
College students, just like me, who are curious about learning Chan Buddhism. Even though the 
meetings have to be online, I am glad we officially started this program in 2020. I felt truly 
inspired to work harder so that everyone could have an insightful experience and learn more about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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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月新書介紹： 9、10月新書介紹： 
  
  

中文書名：法鼓全集 2020紀念版 (全三箱)  中文書名：法鼓全集 2020紀念版 (全三箱)  
英文書名：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Sheng Yen  英文書名：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Sheng Yen  
作者：聖嚴法師    作者：聖嚴法師    
出版日期：2020.10 出版日期：2020.10 
  
  

中文書名：聖嚴法師中華禪法鼓宗禪法研究  中文書名：聖嚴法師中華禪法鼓宗禪法研究  
英文書名：A Study on the Dharma Drum Lineage of Chan Buddhism Established by Master 
Sheng Yen  
英文書名：A Study on the Dharma Drum Lineage of Chan Buddhism Established by Master 
Sheng Yen  
作者：釋果暉      作者：釋果暉      
出版日期：2020.09 出版日期：2020.09 
  
  

中文書名：(簡體版)幸福告別─聖嚴法師生死關懷  中文書名：(簡體版)幸福告別─聖嚴法師生死關懷  
英文書名：A Good Farewell: Master Sheng Yen on Life and Death 英文書名：A Good Farewell: Master Sheng Yen on Life and Death 
作者：聖嚴法師；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作者：聖嚴法師；法鼓文化編輯部選編    
出版日期：2020.09 出版日期：2020.09 
  
  

中文書名：禪的智慧─與聖嚴法師心靈對話（大字版）  中文書名：禪的智慧─與聖嚴法師心靈對話（大字版）  
英文書名：Zen Wisdom: Conversations on Buddhism  英文書名：Zen Wisdom: Conversations on Buddhism  
作者：聖嚴法師    作者：聖嚴法師    
出版日期：2020.09 出版日期：2020.09 
  
＊ 欲購新書請與道場聯絡 ＊ 欲購新書請與道場聯絡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Dharma Drum Mountain Los Angeles Center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 CA 91732   4530 N. Peck Road, El Monte, CA 91732   
Tel : 626-350-4388,  Fax : 626-350-1378, ddmbala@gmail.com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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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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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