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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母親是世界土甘寂是愛我們的人，而佛陀的愛是給全人
指導老人走向幸福和諧與心靈智萃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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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結夏行佛劑
九胡付一朮足護生靈

但得心中諸垢畫出
一小生生處護真生
(註一)

@制心員制戒
莫隨青車去

夏天，正逢雨季，恰是草木生長
依薩婆多及摩得勒伽二論說閏月
和蟲類繁殖最咯的時間則。比丘的 是不計算在內的。所以，結夏的
正業是每日沿門托澈，難免在行
日踢，如果逢上閏月可能長達一
路時會遭遇到很多的蟲慮、蛇鼠 百二十日，但基本上仍算是三個
，一一這雖是無心之失，但和佛陀的月，這是在結夏時應該研白的計
慈悲本懷是相逢的。而凡事廳防
算準則。
患於未然，單知出行會損傷物，煩
，不如暫居僧伽藍中，也居士們
修四事供養，一不斷其墮瞄因緣

，二免僧眾教生之嫌，才不會與
護生之旨相背。
同既為臨非，故招世詩 ll 前
面肝談的弊端，顯然是對出家人

明白了結夏的種類後，我們應
該進一步了解到底要如何結夏才
是如法如律的。菩薩戒初津卷七
說:「心形寂靜為之安，要期住
此謂之居。」夏安居目的就是為

樹立了不足的形象。再者踏傷物

韻，本易招世嘲諷，況且人的毛
所以對於處所一定要慎重考慮。
首先要選擇適當的地點結夏 o在

芸口。

二來容
9

錯上可知，安居之處可為僧伽

食。

同沒有施主可以供給笛，梁和飲

回安居之處附近沒有可依止的
持律比丘。

易傷他物命，兩皆不利。

多，一來對已造成干擾

川叫安居之處9畜類蚊蠅蟲類太

錢修習道業。

，使佛法的傳揚深受打擊。惜別以 川門離業落太遠，有所需求不容
易獲得 o
，為了修學的積僅義及防避譏線
HH
太靠近成市，人多喧崗，妨
的消極逞，比丘們必定要有夏安

及，將令大眾喪失對一一一賽的信心 現了論中指出有五處不宜安居

了勤修道業，避免俗紋的干擾，

病，多喜以偏概全，只因少數比
丘的失態和犯蹺，可能會成為整
個僧團為人詬病的藉口，影響所

@九旬抖抖一民足護生靈
在佛世除了常隨眾外，平常佛
弟子們都是散居各處，向人聞傳
播佛陀的教法和人生的真理。但
是每當夏天雨季來臨時，河水暴
漲，比丘們的衣物、針筒、坐具
等隨身日用物品常會被大水漂失
了。另一方面，夏季多蟲蟻，比
丘們在遊行時也容易誤踏草木殺

傷了蟲蠟。很多人看了這情形，
就譏笑釋迦佛的弟子們實在是不
知慚愧，常午在外遊行，以致於

漂失衣諒又傷害生盔，就是蟲類

﹒安居結夏行佛制
或許有人會間，為什麼安居一

面一個月是供成辦所吉衣服(草

級，機易研希
步否

然可以依丘。對於依庄的律師要
」'所以佛陀是我們的大家長，
就舉行解夏自恣法，驗收三個月
恭敬供養和法的一示法盆，並依敘奉其他人則依戒蠟順序受籌，韋獻
來用功修行的成果。律中告一 -口z
行，如此才是真正的如法如律。
菩薩受最後一籌，象徵著安居期
「夫九旬修道，精煉身心，人多
別以，安居前尼僧國要先作差使
迷己，不自見過，理宣仰憑清血來
間，要請韋獻菩薩明察秋毫護持
，垂慈誨一示，縱宣己罪，恣僧治
(即一是選出尼僧采代表)，到依 大眾用功修行。
再談到夏安居的方法，主要有
學，內彰無私隱，外現有純淨，
立的律師處請示結一度安居注意事
三種
一是對首安居，一是心念
項，回來後要向大眾報告並搏達
故日白恣也。」一一這天也叫解夏日
依立阿葡梨均指示。差使完畢， 安居。對首安居又分兩種
，表示三個月的結夏圓滿結束，
依處
在安店的前一日，就辰一孩譜上座 不依人，只適用於比丘僧宙間，且 界限解除。依佛制，在解夏這一
是明律知法的上座，雖不是主法
比丘(尼)向大眾桌自何時要開
工人要發一件迦締那衣(功德衣)
始夏安店，也可藉此鼓勵大眾預
，非同弟子，是故依處不依人。
，由僧圈中推選三位代接受，
作三個月安居的修學準備。
若非明律知法上座或是比丘尼，
這是對如法結夏國倆的比丘們的
一定要行依處、依人的對首安居
再齒，在安居前憑一該要清楚標
一種獎勵。
。第二種是心念安居，唯限比丘
出居處四方的「界相」，如果不
對一個出家人來說，他的可貴
清鐘，就應該要豎立自什標步使大 可行，一一這是因比丘無所依人，不特殊不只在於剃除鬚髮、著壞色
衣，更是在這倡形相之後，有份
知向誰稟白，才行心念安居。方
結夏安居除了在時間上

法是:安居日早晨兵修威儀，於

有的忍識。反以，解夏日才是出

的修學方向和做為一個宗教家應加…

「 -A忿不

生且具祭足，百非不起具護生」與心如

來果禪師的一句法語

四月將屆，香光寺也要進入第 4
五個年頭的結夏安店，在此關以

城鎮上
家人具正的過年，不但在 4
又增添一歲，也表示自己在僧國
姐又向前邁了一步，而且更成熟
更明白要擔任如何一個角色。

，在三個月的用功中更肯定自己爛

是一一議行者再重新調整自己的腳步鏘

鮮明的自覺。每年的結夏安居就

佛前供列香花燈燭，虔敏禮拜、
長跪，對佛像票白，白今日後結
夏三個月，行此法者是現律知法

o

結定蚓外，空崗上也告一定的界

某位律師為依丘，方為如法。

的上座比丘，否則仍應心念進依

眾閉撩

限，在對定的一純國內活動，非必
要事，在安居紛問絕不搞出界外
人右安居而不結界，是右邊戒律
的。此外結界時妥注意男女二眾
，比丘尼界亦不得入於比丘界巾

@不居處無處可居

有划，比丘界不得入比丘尼界內
，仟右街相涉，皆不知法，不可不
慎!

第一種是有難移居，四分律中

我們除了遵守外彤的「界」外
在結夏安居期間，一經結界，
，~史進一史的是是立心中的「界」即不隨便出界，否則就是破夏。
。將一切的攀派和維念採除於界
但有二種情形可為例外
己，約束自己不妥走出這道一界牆

星期日
U

自編的教材，專任授課法師，特別的課
程安排，有順序地將佛學介紹給您。
國六十五

關班時間

曆月
農五九

即日起

受理報名

七六一三七一七

七九巷二之一號紫竹林精舍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
話

••

一立一 出「水果禪師語錄」。

愉

不如此，仍為破夏。
另一種情形，為三質事能生善
滅惡，必須離閱僧伽藍，可以受

加師肘夏自恣，可分得夏衣

比丘(尼)安后圓滿，參
一立一一

斷食之處也可移居他處安居。若

日出界。受日法是向大眾表白理

時間是從第一天的日出後至第七

欲受日」闕，用現代話來品，就是

為三實事才可離關安居處，而且

為要。

@自恣時起禁足自終

再離去。

位處，譯曰 吟
μ 詩聲、閑寂

遠離之處。
為計里程的單位，或託三

十里，或說四十里。

主品閑盆經品叫干抗議。且大師蒼
白分律比丘尼鈔~一層、道宣述

﹒參考書目

社六

次分盒，天空。主白，可明
一証=一
天的日落前算七天。如果七日不
丸子掌紋時。
及遲，則安績一月十叉，但一定要在大
眾前作羯膀，一一這在佛制中時「說 一証四 僧采所位之國林。
可
z 可侃之總名，是比丘之

社丘

由後才出外。最長是七日，它的

.一立解

一為梵行難，一一 大眾共勉，望今夏個個情得一三總
所明的難宿二
端倪!喇喇
，佛制應該遵循也必須一一這段傲， 是命難，或因飲食的缺乏，忍有

外，在九甸的日子中時刻提醒白

..

、烏畜也有躲在相窟中的時候，
-o這些
何以獨獨這些佛弟子:
話傳到一比一一比丘的耳中，就把情

弟子不可常年在外，每年夏季要

一是

中的的近

iiEi 釁齣

ME 各自

..

蘇林月里

陳柏年

林憲章

歐現忠

陳慧珠蔡秋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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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形票告佛陀，佛陀於是教誡比丘 定限在三個月呢?這是有它特殊
鵬聽不宣有此行為，以致令居士譏線 用意的。第一，印度的夏季愿為
融體而童心口棠，並制定「以後凡我 四月到八月，只站前三個月，後

@欲知藏身處
回首簡單門天

如果我們因怠忽而放馳了，什麼
有三個月依聚落或僧伽藍安店。
三)。三『番，如果四個月盡結， 籃(這凹)、阿蘭若(註五)、
都可以任一意改定，則「禮失而求
」這就是最早佛制結夏安居的因
可能有人因他事或地處一偏遠因緣 或倒下、山鼠，但緝無虎狼、盜
版、水火之難。也成是在結廈前
諸野」那是相當悲慘的。因此淫
無法趕上四月十六日的結豆，就
緣。
要考慮到居處的安寧、安全及道
他
大
師曾以孔子所強調的「入愛
由此可知佛陀制戒是因地、國
喪失了參朋安店的資格。既以多
此羊
處，我愛其磁」的要義昭示後
時、因人的制宜的，依此我們探
閱一個月，以八叫几十五日為最後 還供給的問趟，而且要估計干一室里某
閉門于，可見結界是必要的。
究佛陀制定此成的用意，主要是
限，令能自作調盤，一一這是佛陀的 是否有可依止的律師等條件。但
在佛訓中，比丘尼是不准在樹下
悲心和智患儡照弟子的需要而制
防止三種過失;
、塚悶和山科胸中安區的，這是一嶼
川無辜，遊尸汀，妨修道菜||定
比的。
U
丘應兼備內修和外弘的歷鍊
o在
所以，安居外，有三種，即前安 及到女來的安全出采。在本質 LL

在結夏安居的儀式中，最重要
」是佛法中的專用名詞，依現代

要事先請好依止律師以便安店紛

導循佛制，剋期用功。依準根本

•• ..

..

•• ..

..

一年中，有些時候是要到人問去 店、中安居、後安居。

..

的是受籌結夏和依止安居。「籌 「室而假」的意思。受日山界主要

五月十五日中任何一天開始，往

，自用心才算如法。依庄的律師依

問譜法，並在女居圓滿再往彼處

，比丘尼較大僧多一垂的障礙。
依佛制結夏安居必定要有依止
的律師，若在此丘僧圈中有上座
比丘明於律法者，即可一為依庄比
丘，法無則路捧一律師為依止的
對象。尤其是比丘尼爾圈，必定

，婦除一切的外緣，佛在遺教徑

後結三個月名為中安店。

設設奧淺

、抗遺憾戀戀戀戀戀道戀戀鵬聽懿懿鸝騙醋

托恥乞食和弘法教化，但是經過
刊的安居 ll 在四月十六日至
一投游行的教化生活後 9就應一改 七月十五日止共三個月結夏名的
再回到僧圈中自修、自我充賞，
出女口盾。
這就是再教育。所以結夏安居朋
叫中安居 ll 未趕上四月十」八
間，就要將擾攘的身心安定下來
日當天結夏器，從四月十七日至

..

的用語就是點名計數，共有多少 要經過正式的大眾告假方不算皈
位比丘(尼)、式文摩那、沙彌 夏 o如果出外後，提早辦完事，
(尼)，凡參加安籌者，即發闢 即應立刻返凹居處，不可故意在
外逗留至七日，當一心槳念造業
如果無法遠離憤閣
巾也有說到
，則如大鼠，眾鳥集之，不免有

百一揭磨法，須於四月十五日受
籌，凹月十六日安居，但如果時
間和地點允許，也可以於安居日
佛制應在半由句(註六)內可到

達的。如果沒有，三由旬內也可

更，
進您

象溺泥，不能自出，必要離部世

便了

更您法學
增特堂，

桔折之患，又說人在眾中，如老

..

..

門叫後安居ii 從五月十六日至
八月十五日止，為期亦三個月，
名為後安居。
不管是那一種安居郤是要足三
個月，而且要到最後一日的夜分

期

僧伽作持品質系安是為
再行受籌。在受籌前要先一嶼掃投
以 o以現代這股便利的交通來衡
弘川法師輯
座，揖需引以全體外加州二支，一為一本
一一個月的前安居睡一該是到最後
量，只要混在二太內舟車可往還
部釋迦牟尼佛，一為護法韋伯趴菩
-d
都可以作為依止的
一日的夜分益，明相出才算國俑 永果禪師語錄水系禪師若
，但通常是在七月十五日這一天 一不稅金一、每一演培法師芳
對象，中此用這可指可清晰通遠的仍 薩，佛陀在卅一會一五 「吾在僧數

年為{弗佛

槃的出世勝業。

五

旬安居圓滿，中間如遇到閏月，

，我踏觸海，很
令{門進過。以久

出維生死和解脫捏
緣，方能修叩門F

日

忠于明指出(註一二)以後才算九 的距離，滋

初研以您入固您蓮
級讀提還佛的己友
Ji)l 班供未法基學;
外是 fE 接大礎佛

印

原解學定視
有佛說如，更如愛
的學可果進穩呆的

ll

級中初

叫損傷物命，逢慈賞深

星

全家福平安會全年五 00 元

月
十二
十
五三

..

...

度地處熱帶，每年四月到八月是

參加辦法

課開班讀研學佛

..

四五

祈願齋主一于元以上

..

.•

讀望
班除會閱

農國
曆

欲參加者，請將闇府芳名，生辰年月
日寫明寄來，以使入疏祈安。
郵政到接 O 三三 O 八六九四 l吞光寺

，了。的佛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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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一天的傍晚，

我信步跟到南洋杉
哼，向下望去是滿
叫做刊翠綠的地瓜間，
收回眼光時不給意
的抬頭看到了身旁

的它i才一作不到

猛然而生，不由得

，它竟長得如此挺
跤，…股莫名之感

r

﹒

命力令我不敢侵判

趕來縮回靠在它身
Fl
，仁的
是它變
得不可愛了?還是
它尊貴而早韌的牛
。

一年前它還是卡
分稚嫩的?記得兒
童冬令營的前夕，

隨小的它還鬧了一
導老師提議道，國九

齣笑括呢!常時指
卅叮以利用前晰的南
洋杉作成道心門。
以
在一-一
M前我從來

均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會心裙位一聽咕著
蘭州附山，怎麼可能
那 毆 述 的 一 -m
山

朴成已心門呢?」丹也絮，起滿腹
狐
p開
了提
叫兄且不恍然大忱。原來此杉非被山 9至
今間的程來，還暗自覺得好笑呢?﹒然而
的叫在，它已不是那冬令營門前動中既低叉

余的可愛滋具模樣的小樹了。它曰終探
7
在[一遼瀾的天窯，去帥叫甘情更

沙灘上

波下去

足跡被搭起的海浪沖走了
沙還是沙
求依然一波上來
來來往往
來去之間
天地做乎正玩著
浪與沙的遊戲

很多人在未決定自己是

否要出生時，就己身不由
己的被生了出來，而走的
時候也是迷迷糊糊，就是
這樣來得無可奈何，去得
不出自己，有誰能從生命
的泥澤中翻滾出來?
那年我才十歲，什麼是
世間的生離叉什麼是死別
?什麼都迷迷糊糊的，大
伯父驟然不見
一了!剛貼上的

/一紅色草草
'一下來了，那錢
Fm 于跡還在門邊祖船
長達一著，哭聲、喧
彭(一雜聲和大人們
一匆忙進出的腳
111i

步聲，弄得整

個四合院鬧哄哄的。好奇
夜空下，大伯母嘶聾
o

的我躲在牆角偷偷的張望
著

連那
1.

的衷于躁，伴著時斷時續燃
燒冥紙的火花，扭曲了每
張本已木訥的臉，我不禁
打了個冷顫，奇怪

角的板凳上，我無趣的坐

平時最喜歡逗著我坊的小
叔叔都不理睬我了，在牆

了一夜。出續時，堂姐拉
著我同行，看他哭得傷心
欲絕，一直喊著「爸爸|
爸爸」'調皮的我也提押
的學著他的聲弱，一竟也弄
假成真眼淚奪眶而出，乾

過，而叮嚀我好好用功的
話語還依然縈繞耳邊，只
聽得父親低泣的說:「孩
于，媽媽走了，她再也不
回來了 1.」沙啞的聲音隨
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

脆陪著他一起哭吧!一聲
中，而不知惰的弟妹均拉
哭，心程還一邊一喵咕著: 著父誠的手吵著要媽媽抱
地?為什麼一定要哭呢?
，我鐘頭望著發呆的父親

瞧見偏房的阿巴桑滿臉鄙
惡，睡著我品
「侃一這個
歹囝仔，我的錢是不是你
倫的 1.」「倫」|!多您
可怕的字候，一昆駕臨在我
的頭上，剎時間我明住了
。「沒有!沒有人會倫你
的錢!」、我理直氣壯的回
法品，她的跟睛瞪得更大
-f
﹒「沒有媽管教的故子
!」「不!不是!不是每

時失去了重心。有天，從
學校回來，剛踏進門，就

了工作常不在家，身邊聽

家裡冷清多了，父親為

閃爍著的萬家燈火。

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

不到溫馨的呼喚，感受不
到損惰的照拂，往昔的歡

l

伯父去世的第二年，在

伯父只是睡著了，過不久
還會醒來，為什麼大家都
那麼煩人，行列文這麼長
，再加吹吹打打的來吵他
呢?年幼的我那裡曉得失
去親人的悲衷!

倫、推情不見了，生活頓

一個飄著細雨微冷的晚上
，死亡的陰影第一次爬進
了我的心 ll 永遠雌忘母
頭蓋著白布，橫躺在病床
上的情景，父親輕輕地揭
開布條，滿是厚繭的手微
微地顫抖著。白色的牆，

白色的床映著母親原本無
血色的臉顯得異常慘白 9
頓時我失落在這個白色的
世界短!ii這是真的嗎
?不!我不相信 1.母說溫
暖的雙手似乎剛在臉頰撫

加輝

訪

短
歌

阿巴桑轉身出去喀昧的木

個失去母親的張子都是役
有教養的，怎麼可以一竿
子打翻盤艘船呢?」我大
聲的喊著，回答我的只是

在一次不可思議的因緣

向叫小。

不變。唯有身心全部的奉

中，我皈依了佛門，胡啟
了我生命的新梭||人生
儘管如此短暫，因漲儘管
瞬息萬變，生老病死一定
會來，而生命的真理永遠

獻，生命無限的意義與價
值才能從中嶄現，因為在

我來到這世界以前，我已

擁有太多，接受太多的照

命的尊嚴，也肯定了採索
追尋的樂趣。我如同啄皈
蛋殼的小鳥，就在一個-初
獎的清晨，我欣喜的探出

顧與關愛，我也肯定了生

捲起的海浪沖走了，沙還

是不甘讓生命就這麼輕易
的斷送?沙灘上，足跡被

，我怡然的滿懷著希望跨

頭來，毅然決然的飛了

屐聾，憤怒、悲愴!我想
哭，但我哭不出來。
隨著歲月的流逝，愈大
念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
時常獨自走向海邊，向著
大海吶喊，多麼希望滾滾
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
來心靈的孤寂。好想向前
撲去，就讓一切消失吧!
一再的躊躇'是責任?還

是沙，水依然一波上來一

波下去，來來往往，來去

出了過去的自己。抬頭望

望的告訴她

ll

我也要像

著天空的飛，漓，我充滿蚓

你一樣展趨飛出籠子，突

也無法掌握呢?而那已然

之間，天地似乎正玩著一展
與沙的遊戲。我一直想
為什腔連這最具賞的當下

違逸的過去又要到那裡去

挫折、有障礙，但那是鍛

皈陰疆、愛侶，飛向那一真
正屬於我的天地，雖然有

誰叉口真能捉住些什麼?我

生命的陽光對著我笑呢!

練自己也壯的被放。瞧!

尋找呢?在時間的浪潮裡

給然了解，一切都是不會
、莘仔的，就像沙灘上的腳

從那以餒，每逢過年，老伴兒都會大
的早提著菜幣上街張羅孩子愛吃的東西
，把家裡佈置得喜氣洋洋，還點了一對

少對蠟燭燃燒寄了，孩子們卻不會用來

紅蠟燭，他就學在門邊等待，可是，多

劉老先生收罔空洞的眼神，瞪著手中

過。

的信，老伴誓言的接過信，讀了起來「

父母親大人膝下﹒﹒孩兒今年本來想帶妻

知時思.飛枝:政 5f~

了

，收音機裡正傳來鳳飛飛甜美

信兒從老太太手上滑落，隨著風飄飛

顧成:長間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雄，

rr

。」老太太像洩氣的皮球，無力地坐了
來，只聽到隔壁的小君童稚的讀書聲

往下落

。

」'劉老先生搖晃的

站了起來，一間首正若得錯淚撲皺皺的

報得三春暉

上二千兀向雙親拜年，願雙親一幅壽綿長 的歌聲立戀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
行嘻嘻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

兒回家團槳，但淑琴想利用假期到東部
旅遊，所以無法回家探望二位老人家，
又因為經濟不景氣，家用開銷大，謹寄

罔翼:夜核

j

近的制界"迎接凹的八方吹送過來的存

..

湧﹒泉﹒之﹒
J歌
f\可
歲月啊 f 」不自覺的，劉老先生滿佈皺
紋的臉上流露出一絲微笑。他彷彿叉聽
」稚嫩的聲音。那一陣子，下班以
1.

見孩子們牙牙學語時，喊著「爸爸!抱
抱

後他還要趕著回家教寶寶走路呢!真不
知那來的一股勁兒，那有時間想到腰酸
背痛的事兒!孩子的成長就是他全部的
寄託 o

日子如流水般逝去，突然間，他發現
孩子長得和他一般高了，三個女兒相繼
遠嫁，小兒子也有女朋友了，女方看來
蠻柔順的，就給他們「、送作堆」吧!這

j

念臼悲

川了干叫

劉老先生倚在門檻邊，乾癮的手緊握
著一封信，楞楞的警著前方，連老伴兒
喚他都沒聽見，原來他文同到過去的歲

品。夏天到了怕孩子熱著了，冬天一來

父為爾:不羽.日兩

今年區天，強烈的颱風來襲，所有花
樹都飽受暴風雨的摧殘?南洋杉也不例
外?縱向乎被迫根拔起了奄奄一息地趴在

芋，9納一向又一切?前幾天，和口問師兄站在

那年，他正年輕力壯，叉娶了個貌美
的妻子，不久，小倆口兒就白己搬出來
另築新筒。

想要建立一個家庭可不是那麼容易的
唷!孩子們一個個出世句奶粉、衣服、
嬰兒林
，開銷突然增多起來，怕孩
子吃奶粉營養不夠，叉要添加許多副食

J女同

廳向自:散樹:

'.:j茶，一一

:

今高爾:隨引

地 ko 隔天早土，師艾領著師兄用三根
長竹竿扶著它們不久，它的生命交再度
活躍起來了?不時神采飛梅地舞動著巨
月

1.

。

樹「「。他-說「我想可以把竹竿拿掉了
9
它是獨立了。」我望著它，點點頭
嗯!應該可以了。」一陣涼風送來，
南洋杉用力搖曳著枝幹'很得意的向我
們說
「我'的確站穩了!」

9

紙黑的軀幹在法濛的晨一霧中，顯得

清晨出班繞佛時?總要仰起頭來看看
它
死亡

母雛勿

會面

文怕孩子受涼了，為了養見育女他日以

樣老伴也可得個幫手，君老伴兒高興得
嘴都合不攏，買傢俱置新房，裡裡外外
忙進忙出。然而，希望郤落空了，那天

爾背反;四庭:聲生

..

•.....

，孩子劫吵著他娘要搬出去住，孩子的
娘只有獨自流淚著。

........

按晶
「啊!那真是一段既忙綠而叉甜蜜的

風上:食巢

j

日飛當

..

繼夜的賺錢，手上都起了厚厚的繭，妻
子雖然只有理家照顧孩子，卻也忙得焦
頭爛額，失去了音臼的豐映。

詩偽燕:翅旦.兒 ýJ己

........

那麼堅韌'一點也看不出它曾一度溯臨

南洋杉長大了!它終於割捨了被呵護
的依賴，用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走出渺小
的天地、的認識浩瀚的世界，雖然必須忍
1.

但成長的腳步永遠沒有
9

停 息 OE
旭l- 就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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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無淆的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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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代掘出叩的
J封糾

划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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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培植出來的話 9你的家永遠只能
顯得那俊俏囊。所以，三家在那神

念佛持誦、禮拜研經、日常

的時候，都要面向西方，將今天所
做的

是這樣的寫著﹒.

在已由一澈了禪師有名的悟道偈語中

點心思，該如何蒸?或怎麼炒?若

不能吃了，我又如何處理它呢?如
果沒有這些觀照，就體會不到領執

的用義，也達不到負責執事的目的
，不但波有培一帽，反而把一幅報給折

作務、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各種
學習
一 乃至所起的一切心念，

務反而閃此怠忽了。想想修行人的

無益處，而行者為何出家的末來家

時間歲月，修習善法，饒誰有情尚
且不敷應用，怎可一冉虛擲且加以梁
污呢?為何說是染污 9就是一說心用
在向外奔馳攀緣上，如道聽途說的
人我是非滋長痴慢，或無稽鄉愿的
新聞舊間，徒增口舌過惡
製造許多無謂的煩惱，不但妨害了
自己向這之心，也干擾了別人，這
損了。

就是梵網經菩薩戒木中為我們指出

藉著內心的虔敬，至誠懇切地對著

眾咐，自然結到的是無上善緣。反

阿彌陀佛訴說、發露、自向著，我

過來說，如果只是好逸惡勞的心、

的 說
l無義語、無利益語，或惱父

們每個人都瞬間該要找到這些東西。

尋師訪道事叮當

母或惱師長，或惱同學乃至六道一

大寮是個培一鬧的好地方，粗蔬飯
菜木來是這場中的飲食，我若是以
歡喜心、平等心、照顧心來供養大

我今獨臥捏槃堂

這些垃圾，最後結到的是惡緣。可

計較、分別的心，同樣一鍋飯加入

識的指導，心一直外放，染上了「

，這正與解脫道相連相背的。解脫
道的開始，首在培養自己寂靜堅貞
的心境情攘，先看清自己的心念，
時常入中心佛l!對佛陀的憶念，念法
!對法莊嚴的信心，念倍!對
善知識接引的感恩，來轉化自己的
凡情俗念，觀照白己的貧染愛著點
在那裡?
有些行者警覺性不夠，染污的心
態一直沒有調好，也沒有得到善知
的人。

E是最會生活
行者的清風亮節，一一
才

道相礁，與法相會，自然能表現出

，縱使傲的是一件日常的瑣事，也
「心，念念
一定不能忘記要念念是善A
是道念，在一舉手一投足問都能與

，他老人家還是叮嚀珍重地打開鋪

在床上，把生活中的瑣砰細一事都經
過一番領略觀照，咀嚼玩妹，這是
何等的看待生命，看待生活的楷範
啊!因此，大家應隨時心存著念、
道念，珍重日常生活，用此心念與
人結緣。

一爪甘寂寞的
明迦老師開示
見嘩記

在瑜伽菩薩戒本第二十一條說

「懷愛染心，談說世事，虛棄時日
，是名有犯，有所達越，是梁違犯
。」想在這裡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這一條文何名為「虛談棄時戒」 o
什麼叫做-虛談棄時戒 L 呢?簡單

對行者而言，為什麼不能參預世
事，談說世間政事得失及白衣家中
的長您好惡呢?因為只是虛談，磨
破嘴皮，於己於他於圈計民生都一

L圍所不可，就是「參預世事 L 也
是不允許的。

到「不得為利養惡心故，過國使命
。」'「為利養惡心故，通國使命

不顧接受師長的啟迪，喜歡自己到

處一參陣芒，談天說地，浪遊諸方

，但又未具參方限，結果虛掛「參
學 L 的空名，把生命鎮日地隨時間
流逝，而自認為是灑脫自在，不受
拘束。對個人而一言，不會把握時間
、設計時間、應用時間的人，永遠

是在浪費生命，這是相當令人婉惜

的!對整個佛教來說，使得佛門的
屬隊紀律蕩然堅仔，我們的佛教也一

直為這批人歇著歷史的包袱，導致
世人誤認為佛教是散漫、鬆懈，沒
有嚴謹紀律的宗教圍棋。想想每個
人一天都是二十間小時，有那一個

人是多一點的，希望有成就的人就

要珍惜每一剎那，那來閑工夫虛浪
呢?因此，初出家的行者，首要之
務是學習入眾，以感入中心三寶的心為

明也自然應現無礙!

，而與士口佛的心相契相應的坦蕩光

佛 L的落寞孤寂就自然剝落消解了

們靈光爆傲的機緣，以法喜來蛻化
我們的愛染貪著，那麼「青燈伴吉

照每一個當下，掌握每個可能使我

教經中佛陀曾在口誡我們.，「不得參 基礎，把生活穩定下來，在僧關生
活當中，胸鑄我們對佛法、對眾生
預世事，通圖使命 L ，梵輔經也提
、對自己的擔待力，學會照顧運用
自己的時間，從日常生活中用心觀

的說，凡是談說世間，評論國事都
是屬於這條戒所遮仕的範圈。在遺

虛談棄時 L的惡習，以為一旦出了
家，就是得大自由、大解脫，因此

大家都讀過夏丐尊所寫的一代律
師!弘一大師與他在寧波相聚幾
日的生活，即使是破舊不堪的蔣子

見不管我們用什麼心，自然都會感

成果的表現一點也蒙騙不了事實的

通的，不要只用嘴巴說而不肯做，

中認取別無他」。因此，最捷徑、
穩當的修行法是志在阿彌陀佛的世
界，借重彌陀願力，牧一牧我們這
條頑強的牛，慢慢走上回家的路!

,

切眾生皆起惱害。」而且貪染愛著
9
室內歡閒散，論說天下，不甘寂寞

門無過客窗無紙
爐有寒灰床有霜
病後方知身是苦口
健時都為別人忙
八苦交煎也無妨

老個自有安心法

人在健燥的日子，是忙著尋的訪
道。參學遊方，老是忙條的作風塵
客，很少關心自己生死大事，一旦
來耐不測風雲或偶爾閻王稍個訊息
，才會仔慨然覺得生滅變異的陳然、
無常的有限郎(孤寂的悲涼，但真做
了禪師均在當下的因緣中，體悟了世

俗的秋，醉生夢死的我是虛幻的，
他找到了?侖的真毅，這是究竟的
安心，也是真正的溫馨，因此他老
人家自由自在接受一切了

，你將永遠失魂落魄，永遠在生死
路上飄泊。這個家是永桓而且溫馨

且找到門可以進去，如果找不出來

υ

替從勞不堪，實在是夠可憐的了!

大家要推確實質的在日常行持、
尋師訪道中找到「家在那裡口γL而

nJ

好好提起功夫用功，不然生死交

如果波辦法伐到，那就要狠下心來

。正是扣駁我們心一僻的問題，是帆
得你我永注深思反夠參究的問題
r

一樂，一愛一喜生起就想恥的出去算
用我的生命走進僻的法中，用現代
了，但是你有段有位過 所煩倘你
的語言、現代的詮禪將佛法傳揚;
更要有一顆原定貞節的心l禁得
的問題得到縱答了波有口 γ你要躲到
起鞭叫你一?守得往前中一貞，在不斷的失 那裡去?這些生死、煩俏的問題，
敗伴折中使自己蛻變出來 c這是要
如果得不到答案的話，你文能扒在那
裡逃?如果不是一幅德州緣及如口若巴
透過耐力、毅力和智慧來完成的。

一見滯記

這輩于是姓「人」，如果現在一口

氣不來?崗女性什麼?件牛、拉馬、
姓圳、姓鴨都有可能的，我們父如

「 l11----------ili

何能夠知道毅仁一次崗女性什麼?所

富

一悟師父開一木蜘熱點臨禪盤且

-rHZdAgaeJZJA 偽總州結州的精叫

劃劃刷刷引 iiJ

練中挖掘到自己生命的甘泉!

力以赴，必可從學習中、從生前歷

確信只要我們有信心、有方向，全

一心師父開一朮難嗎觀將
「|占阿說距拉
九一站幾天年終大掃除?看大家很費
t

力地將一年來的積垢及平日不關心
的死角加以清除，但檢

俺不住的青溜出現，心裡是叉著急
文媒過。同為從打掃工作中反躍出
大家為項所憾的倦怠?可是悶頭想

恕?畢竟你們都還初學?儲管是發
大心要追求菩提道?但以目前的心
這也正是你們要用心
現在一字和LL9

續體會訕。仍盔挂一議義理活躍在心中應
如疑有人問你l家在那裡?你
怎麼答稜?「我家在台北市中正做

以，大家一定要把它的叫川來。

，可以帶給我們溫餒，也是一切力

幾巷幾芹總號終慎之將一，我們一

問一汁的家在那何?如果是禪宗就

嶺的源頭，體取它就會受用無窮，

直都是這樣叫咎的。現在找想而問
諸位?那是諧的家?是不是你的家

「家在那裡咕，一他馬
就能夠提起
LJ

「救出家了?我

府參的。古來參-禪的人，就只要問

?或許有人會說

的家就在一台光寺1嘉義縣竹的鄉

去關煦的地方。
大家有位有 H
見過挖井的了有?首
先一妥制定一個地點，地點決定俊，
就運用各種方法去挖掘 c在挖掘的
儲管何一川棚、每一鍵的落
9

下都有可能耐到深戚在地底下阻礙

內埔村、財州附九之一悅。 L 對佛法

疑惰，不只提起疑惰，而且從中找
到對生命的解答。××在大學時代
常上承天寺，每一次上山都會去的
蟬廣欽老和尚 e老和尚問他
←你
「老
家在那 哩
J 。-他恭謹的答著
和尚?我家在台北市松江路::
0) 一次間、二次間都很自然，次
數一多，同樣的這一問題，他猛然

會主 AF
凶F
，自后，一/一

民間/取台久口一市一
心師父開一木

..

過科中

前進的堅硬石判，有時也可能遇到

將取它，政們自然而然就有方向感
，有遠大的理想目標。現在未法時
代的人是「見牛人少覓牛多，山北

我剃了頭，穿了出家僧服，就己經

疑情生起ll怎麼我家會是台北市

呢?疑情一起?窮追
JE--

不捨?他請求老和尚疫他，州債來他

山南兒也麼?明睛一條來去路，個

稍有認識的更會答胖道，咀一眼前這

這股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

9

得到解脫;如果說這個身間是我的

松江路

見豪記

有人、有事、有物、有處所，在每

領執事是為大家服務勞役，也是
驗證自己心靈的生活實踐，這當中
找到自己真正的家。但當下一心文
怎麼樣?一煩惱起來，什麼東西南
北都忘了?找不到門可以進去。這

本色、風格。比如像今天早上的飯

只右在那個地方安下來，才能

例一心?用什麼方法去找?修淨士

已經放了有些天，還可不可以吃呢
?如何處置 9若為了惜一蝠，就要用

一當下都要加以觀照什麼是行者的
法門的人?一是心作佛雪是心是佛
-ll念念彌陀;而且每天到晚上

9

家在那神?到底那裡是政究奇的家

9

中

、一頁行的家?大家要好好的找一找
e 叫
人之常情是可 叫
f 順嗡的時叭叭，
得意指揚，不可一枚 9或哈哈大笑
?樂不可支 9樂得自己忘掉自己;
逆緣琨前 9就怨天尤人步好像天下
的人都對我過意不去 9閃此也忘掉

出家了。如果是念佛法門的，真正
的家就在一心持念阿彌陀佛的一心

個問大假合的臭皮黨是我的家 f 」
我們一位吊在這麼多個家裡間，轉
來神去。如果說你〈母、兄弟那個俗
家就是我的家，那我不必修行，不
必出家;如果番光寺是我的家，那

家，常空被送上情場的時杖，我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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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鬆懈的炒層句〈宙間將前尚的工作
的挖

塌陷?但是拷舟的人仍是繼續不斷
持續力量是怎麼來的?那是因為結
井的人很清楚水是深戚在什麼地方
，而且確信所勘測的地點無誤。

e 在做什麼?我的方向在那裡
道。 我

我們木來的佛性是圓滿具足的?
而修行猶如梧并 9現在我們就都處
在挖芹的過得巾 9雖然有前人的典
舵、善知識的引導，但在遭遇重重
困難時多如何藉這些來激出生命的
自我完成不懈不怠。.那就是我們要
能掌握住當下每一時刻?清楚地知
?我要怎麼去挖掘 9若不龍這樣，
到最後也只能是個盲目的挖石人而
修行的生活要保有一顆寂靜的

反聞自性

趴U
在那裡?做不起一份
，一自己，到F

o

心l一小為名聞利養、毀譽等八風

迴光返照的工夫?一苦
所動桶，也至有赤忱的心l1記住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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