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無所有
亦無起放
一卅親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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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港是誰經安無一丌口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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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苑春

座」共享「付出與關懷」的喜悅
1.

遠?慧育學兌邀請您向赴「春今講

在啼烏處處的本境中，品物欣欣
向學，您一年的生涯也從此起步。
如何俊生命中的智慧史加剔透、廣

月

踐時完成，有其獨

磁勢如何?為眼討一近比一一課也哼了一定的成
長作
。的目的、實
育工

'香光口悔來怖的學院特別邀請美
1 後，盛放技有
收

國印地安泌大學祉會學博士溢於近年來結合民見地。由教授
到
的
?中央研究院研究具、台大問信仰而猖狂的終大
始
秉持單位「眾生
社會學系徨海原故技於了一笨梁、六合彩賭皆
風有佛性」的信念
月十九日、廿日蒞院，作有興廳，造成社會畸形天下沒有不
，
認
為
峙的叫代宗放區一社會研究的專，而成并佛教界的能
可
放
學生，並引
越演講。品屆分別起「宗法透過良好健全的種
組菜日知錄序
用
的社會科學研究li目的與織制度，結合現
「學者，將以明揖

o

佳品以授在「宗教的社會科，廣泛向大眾宣揚

社會變遷」

座

.活動地點 嘉義縣看光寺
﹒參加對家:大專冉的路又很六十名)
.通訊住扯 嘉義絲竹崎鄉內搞

﹒活動時間:四月三月五曰且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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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您送一份法喜到人問

「者光泣反」走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瓜執行至今已
進入第十五期，由原永每期一品份增至一刊叩開但仟份;三年

忠中皆由少數」苦心人士隨吾助印，而今面對自孟增加的印刷

費及古呵呵性的部霄，我們竭誠地邀請您就定期發心贊助，送

香尤江山鳳祥誌私 成社咕

一份法喜到人間，滋潤渴望佛法的心靈。

壹仟伍佰一兀盜

谷一仟一兀益﹒。
戴廷玲胡玉珍
貳仟一兀整﹒.
美淑組葉月震
林一一麗珠援惠華

尤啟禎林世原

役中華民族的文獻忍，成就莊嚴佛土川見的自我期許。對人們來說，年，是流、集思廣益為明日佛學院教育共謀川
中引您接典按現古的悲願'屆熟一切川過去的結束，也是未來的開始;對學光明遠景;至於如智光、慈坊、能仁川
來聖責對生命意義眾生，是百尺竿頭川佛的人來說，年，正是切實檢討過去、普門等佛教創辦的一般工商、宙間中心
的看店，前沾沛人事進一步，但一切川，策勵未來精進目標的好時刻。學校的校務也蒸蒸日上。川
穎唯有喚回、王盤的要回封字常心。因叫三十餘年來，台灣的佛教界，由於在教會方面﹒中國佛學會源於故府川
自覺，才能提除生此，教授引用希還叫四血來弟于們的努力，已從一片荒蕪府對宗教法令的待判定，有意推車中
命無常、憂患的國禪師的話說:「人川星欣欣0
向顧
榮七
之十
勢七年的佛參與競選向政;又有昭慧法帥、明光川
個
頓，也才能苟臼薪、生至死，回頭轉腦川教文是怎樣走過來的呢♀法的等組成「護教組」'展開一連串川
日日新、文日新。而且夜難。」川在宗教活動方面除各道揚的法會護法衛教工作，為一向故意扭尚僧尼川
後並以大智度論﹒故投平日精研國川、佛七、念佛會、演講、學佛營、在形象的言論提出角色躊白;另一令人川
「般著將入畢竟空學、潛修 J學
W，將川家或舍、監獄弘法等活動外，還有每振奮E
的
中大
國事
大是
陸因顧反社會川
，絕諸戲論;方便生命生活的高深哲川年例行的三壇大戒傳戒及佛光山「間的需求及區際形象，陸續修讓許多佛川
將出畢一兌空，巖土理融於日用尋常語川歸佛跎時代」的大型弘法活動。可喜寺，而當初被逼返俗下放的僧尼也得川
熟生。」站比如何默動靜忠考中，其川的是﹒適合各年齡層的活動也已經陸以重拾僧籍，雖然，距離佛教在大陸川

著」的生命問題，難行能行、難忍能叫「除舊佈新」是年前、年後最常聽來自各地十幾所佛學院，透過院際

村溪州四九之一號

哼為句句

了「人為什麼而恁

jf叮叮f
其uri
五聞封川除已有的開一于一，仙似包白白切臼@一輩光了!…

豈巡
料泡
卻醫
主療
人一
近心
來叭
有些新典的示…
立的最大海。他們進行討論佛學丸速地區F
的

弟于，在生命、生目標等問題，為僧叫助念圈、指婚這體一、一，混視聽、打擊川

tb 足一也無法給予有力…

JzeF

一會，檢視七十七川

遺憾
的。Eru-一J
F
為了前…

叫一車輛凡佛研所C
、
川佛
毒光
竺制裁，這是最令人叫

叫務的內容。

血來生的菩薩道。共僻弟于向聶的典範。川中，充實了社會E
服T
一T起 口一說的充斥等，雖有川
間一教界人士行文護教川
-iIH--z

υ 一一
托銘
著工作，在承擔員歡的用心，驚心川兒所也在蓬勃蓋
詢、
:嬰
位靈供養那心

閥的知問 HdM
叮叮肝細止一徐邦一叫胸前日仿
，自教授首先混出

方能有故無類。
在「生命、生活
與慧命」的演孫中

的傳跤，重要的是 找回生命的主 MT 得力越深深感染了古展開了。
的復興仍相當進叫
-ttHilli--4
t
引導學生自覺，進
jXP
場的書提川在社會慈善方面-jjj1)jl一遠，均是已為出一圳
年巴的日入手一位
而覺仙，技後史臻
於覺行凶備。悶悶此 的可貴，與鵑花人動的是﹒在兩場演叫菩提、慈濟等會院一一最後安提出的是叫
盤個過伯惜與工作使 旁的憶念、動勇、品的休 μ時間，教叫提供社會醫療事業 -hdy
一佛教發展過程中發叫
一終以-心川FIll--一
命是在口中峰造悲霞的
先行是故們生命挺授不寄辛勞，與注師圳外，長設義診改編
』悍辭川法雖只i一生的一些畸型和倒象叫
-itt
完成，國為有智才
能國材站毅，布悲 強調 一個佛陀的體制、課程、宗旨、叫服磊、多令救濟、一{得川)滋啾冉一教打著佛教的旗幟川

作者不僅止於知識

九一

ι一_.，_一

、

劃研科研劃叫恥叫劃刷一一川花蓮和南寺與普一耳目一 γ

一州
山主
辦了學
數次術
國際室
一立本
佛學講，一擇一
川
性
，著一事
-J

師犬淡江學子求法心切圳在文化方面有一俑，如

俄制」典「台陣地區宗技興代視聽媒體，
並」晶晶教育工
適用

4企::...

、

JHμf 句/iibt

【

Jft/

、(一荐亡，而是禎極地川
一參與社會禍利、教川

川的佛教多媒體發表一立擊一，我們發現佛教…

-rd

坡辦
等生
江功
大能
學正智學社之請，特於一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籌
了活陶鍊，讓酬弘揚佛、法，文妹佛一一
前最價用的方法是實地謝軍識宗教教育的
-i

i

一
中學
具在佛學與學佛州教女物中心策劃的一
、晶悶、問卷調盔、統計賢，繼「現代宗一
教次
與大專青年佛學講座，許有來自師大、決江、東吳、同
雙向的學習中，提川第一份宗教日報!一/編輯組一育及文化傳播的行川
i 用治心務事例說明人可趕出
科、皮集歷定文獻等，藉此社會研究專題等
演佼
講三十除位同學學佛 這
列。尤其令人歡欣…
一取佛法的真味。1川「一幅報)已開始rul--EHin-ucL
參請
加。本」品趟，針對時下不斷的努力改擅自
可分析或掃納出宗教委娛的」之後，特別邀
這次講隘的課昌的學佛青年，期勉同己，創造命運。在
見結營具棒!|川試刊發行。此外，電視、歐揭電台的的是教界的新生代已經意識到僧圓的川
迦勢。但是，也拘於各通方師大中國文學系問

化還貞的差別，各在神們對人的生品味命」為題，於七十 重點。」的泥淳，能看清心念，努力去除以

如一個「思考的我圳在教育方面﹒華梵工學院、慈濟授也必將面臨史多的簡單ii教義的詮…

.•..

品、成長最快?因拉長上比品問信仰的寶貴經驗，接合

門世
當」'謹富的內州專，均已勤工是跤，正式跨出佛教參輝、社會的對話、教徒的參出;傳統川
行門方面，指著自己人生的方向。自我為中心的感
比
V
久 dLUrMf7日 ιζμ1H宗心趴在發展上有了全
9二者的交易關七年，下二月十日上
容址
給予他越大的啟州與及推嵐社會教育的第一步;同時中也(說代的因憊，的世風入世的再肯定川
平真一兩次梵瞋唱誦按著見感法師在「溫度，開拓以出
二次山先大尚沒功
必弱的趨勢。台，尚係是紹當賄烙性、午、下午作了兩場
援其收穫。他們一圳國佛教會也芷全力以赴進行籌經
佛面
教對新的一年，本刊誠摯地心
等多
J 同學們在佛教佛教的美力說」中心接完成入址事業
，品
利血泊的必張
9也
也一溢的宗教在過去功利性的立共當神峙盟的專題演講。
旋律中發闊、澄心針對大家耳熟能詳的修行撮，為社會 致湖造以後能有改川大學。此外，中華佛學研究所正→屆祈望全體絡系大低能共同抱持著「怯叫
叫間宗教不俘 卅多年來必濟快速熾盛的傾向。另外回教授將他個人
會繼續參加共修，叫一屆的招生培育，加緊造就佛教國際門熱心盟誓騙局于一的大采納神精進再精叫
「世俗化
成長的追遲早，以，有蜴丟督毅、天放學一一十多年的心 機慮，暐驗佛門的的業、業力、業障人群做更大的奉獻
再一
度遨遊防法的管川學術人才，再有是中壢闢光佛學院召進，共創佛教法運的新紀元。
修持生活;解門方作了清晰的詮釋，。除以上輝、行一
心甘佔仰世俗化坡、王毅等伍世俗化的得及從事行政工作
hhAfi

，」
同學
鎧佛法的基本義理，在虔數中不斷見到佛教的修行揖
時們分享了彼刪精益求精、大小雞誌發行、藏經影印的團體說話，小冉一殊的條持輔默，川
廿臼搭起是「台時地區宗欲與社會盪逕」 9教授成台陣地「絕諸戲論，嚴土
作尤其是各種演勇故地挺身護教，努力塑造佛教徒新川
區{一豆豆授的脈絡締約
，且能將它靈活遲覺醒，透逼反省囂慎，告訴同學此
正三
見天
是來的學習心叫這譯、卡片製，
4口陣地區EZ 靈童市興起、經學怕熱生!ll一個教育
待，有同根幽默地川詣的錄音、錄影帶的流通，為佛法的形象。因此，我們可預期今後佛教…
一用於日常生活，充實踐的功夫，才不修行的眼目，要掌
憐的延遲再毛站了物的因素滋以世俗共本身丘無明攝昀工作者的省思」及
1信仰的崔健「生命、生活與慧
賞心靈空闊為主要致落入「說食數質握自已脅下昀每個表示三天的揖抓起有喇傳播帶來更多便利。成長的步伏將會史加迅速，相對地它叫
多元化、私人化化為主。隨著世俗欲泣

「談
緣到
街「
、圓滿」中州弘化節目更是借重科技與社會資源、專織者iie僧人，有必央為自己信仰川
計以
以引導時空箏的問主任攝要心懷恭敬弘江山前則在
伍行其答說很域?清以在宗教的社會研究上仍只又到許多揖制。博一兀教授蒞品
院，

/「
|1

三幸三

門本刊 A 〕處在急遠變遷弱了許多，佛教圳 了棒、偽、迫三家
的現代社 0日中 9『一瓜放后扮演國本身的非世俗性
的立識，肯定仰技
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使它較不受外在 教育在轉型期社會
共迪拉、現在、未來的發展社會的澎盤，而維的重要性，對於教

號登 記 為 雜 誌 交 寄

月白日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
四年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誌第四五四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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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心靈、宗教欠化、宗教門又試〕香光尼
E
嚨464 』EtELZP
一圳文化公司共同事詩一}九仙似
\Je 一年中國佛教的胸跡 w
教育的功能，也分析宗教和乘佛學自為提供學
fuEJ2
-Jf
一一了也梅、
可
-gh
位脅之間的互勁、影盤。愷僧並起自地區文技
以
)戶
4念一不冉只限於祈耐、山
、念
淡 佛、通堂、出川會，透過聲光科技一
教段並介紹宗教社會研究口界人土，進一步認 們本刊話叫香兌尼采佛學院法的治師範大學中進學社

E

車

學研究 1i 口的具限制」的佛法，以改善社會
一專屆中，從人類學、心理學風氣、匡正人心，
、社會學、史學的內度來一一一付給揮宗教淑世濟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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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學叫何研究宗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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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大誨。叫開首屆全國佛學院院務研習會，聚集…
面，見嘩法師以「列舉古今中外名人門的修學外，亦哺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一

佛家說因緣，今天很高興能

佛陀在苛捐哎樹下覺悟時曾經
「奇哉!奇品!大地眾
說道
生背其如來智慧德悄悄，只國安

他嗎?當然，你一定會勸他現
滿光明的彼岸。國此，不論是
」這就叫待戒了
.「不可以 1.
對敵師的自我教育或提供學生
。因此，對老師來說，什麼是
而昔日，都是最徹底的修海軍主仇。
感持的戒律呢?第一是善盡白

近年有位非常出名的年輕散

文作家林清主先生，寫了菩提
系列的書籍，影響很多人學仰

於是，我對他們說

師相處兩年的深厚情感。
「如果

你們難以接受這個事實，就應

積極想辦法，經由正當的途徑

樣定

澄心靜觀

心如白白明

「六家

他們說好每土完一課就要考試
，沒想到上完第一課便發生了

集禮罷考事件。我問

事後我想，如果是我以前的 準備罷考是不是?」底下沒有
「顯然，是
作風、個性，碰到這等事，必 反應。我繼續說
然掉頭就走，再也不教這班學 夫家的決定，現在讓我們來分
生。但是，受了佛法的薰陶， 析這樣的決定有沒有道理，好
我深知如果不能忍這一時的挫 不好?」一斤默然。
折，師生的關係將無法改善， 於是我說-﹒「我們不是先說

.•

持廿一代

I 份
善盡 不

是反寸

身為一位老師，

如果不是，而還有其他原因，

根本也就談不上要傳道、段業 好要考試的嗎?大家該不該念
、解惑了。所以，這一次的經 書?是因為沒念書才罷考嗎?
驗，使哩我

唯有涵養忍辱的功夫才能心平 是否可以和老師談談呢?

精進

罷考?而不是亂了陣榔一直想
知道是誰在橫生枝節等問題，

法

優選任運

然後掌握機緣適時輔導他們，
成就彼此的佛性。遠撥了無謂
的情緒和自以為是的指責、批
判。詩慮修持可以提供一這樣的
教用。
只入

涵養寬容

專幕能力才能因確屆主自需求。
，混過老師的身教三一口毅，學
。第三，怖陀款行臨走街怪的
心氣平和
芷因為老師需要面對具有個
生必能感交你對他的關心，願
心仟科技教市，故和教打過泣，無
「忍辰己就宇耐看是忍受悔 別主兵的學生，不能只選擇表
HX
的教學，一一泣援的布施
意皮 r你
所謂挫折或頹喪?甚至成就
蜂的品回心，共實，深入的叫駒， 琨良好的學生來教，反而趟是
，山一且不比純持本上的知識更讓
或不成此，只要搞下種于，必
它有寬容、耐心、啟讀的意義。 表現不佳的學生，更需要去認
學生刻骨的心而影評沒遠?
定功不府指 δ內此，教師除了
識、引奪他，將他的潛能和優
過去我曾遇到過學生「挑老
怕是教甩」熱誠外，耐心、告
須M
戒制嘔心
點挖備出來。因此，在教育過
師」的情況，省時因要為一班
提頤心以及般若智慧的曠達 7
升高一一一的學生加強升學輔導，程中，老師除要不斷精進充實
事業能力，還要有開闊的心量
學使將已經教他們兩年的國文
還
史是不可缺少的。見參傲骨 m
是不足?但趕走阻止必能川在教

••

做如成

叫民立竟

…流
奈表 H

后一兀瑩
Mm
邱依恩

蘇周連沈瑞州

一主億翔「張國鋒

吳一蝸榮
溫泊妹
還秀珠
陳石秋
林冗草
莊進忠
陳俊銘

林成藍

維峰惠吞萍珠珍材

其淑貞
吳美麗 蔣瓊短
陳國晶晶 損靜華

盧郭花

王府必泉

蔡啟鍾

郎新意

謝春英
黃清木游雪榔

慷崑鐘

徐玉鄉

茱秋容
塗哲雄

丁文秀
張瑞英
貳佰一兀整

劉明珠解于菁

邱仁治

貳佰伍拾元整:

陳俊郎王康薇
茱子瑄陳干事大錢
菜水業賴秋華

理，意氣用事是常有的事，我 、熱愛生命的蜻神，對老師的
獲一該體察、體諒他們與原任老教學有很垂耍的影響力。

••

一張偉池鄧一兀開
洪雪卿昌冠級
位佰一兀肇
趙{告訴方黃啟閱 「甘情靜華報秀級 門張倉啟程鳳麟
陳刷唷陳啟榮
〈郁風如陳慕梨
「顧必民林光臨
尸麥捕推王淑緝
華鵬字一一倫誦悔芬
一一嶼毓賠葉#堂
蔡協主自蔡毓跟
許華莉賴築三
肆佰一兀童﹒.
一主億也且一張龍一兩 溫光玲拿漠、梅
筒丈夫在淑荷
林珮兩
去一面一兀董﹒.

華在過隔開柏年
文嘉草葉清和

俊啟干月秀秀慧8Jj

•.•.•

心障、悄進、禪定 手、兄弟、學生，你會答憑他
施、一持戒、 M
、般若。「民」指依出一起六種方 主楓平嗎?或括學生打架、考
，你會尤訐他、鼓勵
試作弊
法修學 7我們就可以到達那國

釗芙鳳

陸一他一兀益也〕

起

「陳俊山心 將主…但

說俘珠

「陳俊fA 其娃刊同

謝瓦久

溺度日挂
虛盈刑張秀里

z

U
hk
州州
忱A
門l 一央保

陳林菜郭朱主周侯

物中找不到一個實在不燙的自

，再經攪拌、拉胚、火燒、上
描等撞種過程做成，這是「緣
起」。反過來說 9若是一這些條
件發生變化，燒出來的杯于也
白不相同。宇市萬法便是在緣
起中生住異成，而在緣起的事

體，這就是「性空」 0
所以，學生不是永遠不愛的

L援學生也可能變

，好學生也許會變成壞學生，

好或變得更壤。只要老師在國

或變得更好

li

傳授知識、闖關心量

緣條件上做復僵的增益，日積
月累，必能引發學生學習的興
趣和進步。以師生關係來說，
學生是因，老師的教育是外塑

、人格感化等。藉著外緣引發

的緣

神聖的使命。但有時我們推免

學生佛性覺鐘，是老師直著力
的地方，也是教育工作者無上

起疑
「我這樣賣力，為何他
沒有故發?」

佛家說每人心中有過去無數

合才能成就。因此我們給學生

的僅子，有善的、有惡的、也
有無一起的，但/叫一種子，非自
生、卉他生、非共生、非不閃
級生，必須透過助緣，因緣和

提供的一切身毅、三一一口教，只要

落到學生心田中，隨時機的成

，總是會開花結果的。故老師

熟，或早、或現、或隱、或顯

應培養般若的智慧，運用「緣

起佐空」、「性空緣起」的妙
理，循循善誘地從事教化，這

第二步即是要「拾善功，不

是智慧的第一步。

執著」 o身為老師教了幾年再
立俊可能就會沾沾自占於「桃

昇'還會造成白他的困擾，例

李滿天下」，或各為自己能使
學生脫胎換骨而志得意滿，這
不但會障礙個人生命境界的提

如 遇到教過的學生竟不對你
打招呼，你心翼可能生煩惱而
感到對學生付印不值得呢!教
育學生是老師的責任，學生有

成就是學生白己肯上進，他要
是不育學，你而曲目教也沒有辦

汁店，更何況工作中，你不也成

就 7自己嗎?那有所謂給付多

少或值不信得呢?這會盡佑得主日

自切成妹

邱幸吏陳昱呈

全部慧李林遠
玉錚功林清金

華容美 林昆鋒
林澄佑 林蓉堂
林血有萱 林昆賢
林宗縛 林有辰
王臺嬌 吳忠翰
張秋蘭
售一兀笠
林觀意

(下轉第三版)

法功德，也就是「功成不居」

「張翊祥「徐俊

壹佰元整
拉選民呂信雄

壹佰伍拾元整﹒.
甘心連祥

接盔一兀
「陳隆文
戶林滿

郭金還李案珍

吳成韓吳碌勝
間露宿黃陸成

戶張翔宏(周月磚

的。如茶杯必須有瓷土原料

、慈悲友善的態度，主動了解
老師換掉而由我主教。第一次
自在無礙
學仁的一此一一體驗，和大家共同 談到待戒，大家可能會想-.
學生的需要而契合根機，設身
上諜時，全班同學的不高興，
保討如何，通用法薩六位的精神 佛家的或律太多了，這個不汀
「般苦」是印度話，譯成莘
處地為他們若怨，才能逐步達
排斥全寫在臉上，如是過去的
，那徊不可以，動慨得咎，學
於教育工作哀。
莘咱是「妙智慧」'佛法的智慧
到教學目標，開啟學生的能力
我，一定會有安厚的感覺。可
。我
「中八皮」是出凡失地是成佛佛簡直是自找麻煩!
，讓本然清淨的德性智慧萌芽 與世俗所惰的智慧是有點距離
是當待我只有一個很強的信念
r 肘肢。「六」指六個 們且一小談戒律，就現實的社會
盯漏地的 川
、滋長，這也就是茍于祈說的 的，為了避免混淆故譯成「般
每個人都共足圓滿的佛性，
修學內容 s換句江的品就是教育 現象來看，時下青少年改迷淤
柵欄亭的刺激，如果那是你的控 我且是可學的，學主自臨終也是 「積善成德，而神夠自得」。 若」 o佛法智慧的殊勝在於它
主作者的六個必備條件，即布
能透視宇宙人生的真象|一切
可見，「精進」 l| 不忘初衷
可教的。何況，年輕人不夠究
人、事、物都是「吽掀起性空」

自且

而布札拉伯、利他的閃閃的，老師 更重史的是健全人格的培育。
的人格、/甘心芯，也得到了躍升 儘管學生成績不好，品性頑劣

氣和，不沮喪，不與學生對立 」當我說完，馬上聽到有人說
脫軌、脫序的行為。第三待人
ι ，別人走向光羽與
月「生之間走平等的，是肉峰尊 間人的情 頃
「算了!算了!我們錯了!
，也才能有效地教導學生。
一J口，老師的去
若帥尸偵探除消恆 希望。成叫耐心，以佛家布施廣結公平，對學生而 伙 b
貴的 OAA
」「老師，考試吧!」於是一
這口吐懈的觀點來說，如果林清主 平與芥直使影響學生學習的情
的心理，以樂觀進取的態度從
誤而不捨
個個將測驗紙拿出來，本來一
緒及對各師人倍的評斷，甚至
卒投向于既然沒有不可教的學
發揮 f兩百分的力量，他老師
副堅持對抗到底的頑強態度都
還影響學生的行為和價值說。
3因為他的
生 3泣的赴設想司的東訓、提供 的功勞就有兩百分
精勤先實
消逝了。
因而，從們極的不動怒，草除
學生宿押的任何吋能，閃此款 力量來日於老師對他的關懷、
由於這次提考事件，雙方都
「精進」二胡含義很多，如
習氣到積極的為學生設想，盡
與恨的品程，各師也比問林拖款 鼓舞與永不采捨。
學到很多，我也問此發覺禪是
收盡分，郤是一例老師一眩具備 奮勇、猛銳、努力、堅毅等，
此間川教學怯，佑循千古謬，翻版 山此我們一史可以肯(注﹒﹒學
，f
用在教學上是很有幫助的。遇
尤其是指對一切善法能身鐘力
的待戒案益。
而不悴的，他是片叫做湛的質路。校的欲言不但是知識的傳段，
到逆頃時，才能馬上讓心安定
行，勤奮不懈。處在知識爆炸
的時代，老師更要不斷精進，充實 下來，冷靜分析為什麼他們要

位學生部叮以被設有，也值得

我曾經救過一個班，事先與

施予關懷
向
設
務
處
陳
情
，
或
者
也
可
以
找
己
的
職
責
，
其
次
要
或
嗔
心
，
第
「禪是」的意思是「靜意 L
有很多老師，民間以見參準備以
原來的任課老師，請問他應該
。平常我們的心思，分秒如平
三是待人要公平無私。
個人學佛和毅的月十多年的經驗，
陪他長大
怎麼做才對!」聽完這番話，
原走馬般奔馳飛揚，所以要結閉
記得以前段當學生時，有個
就「佛教的菩蔭精神與教育一
的專題和大家"分立一些心得。
「布施」簡…取或就是服務奉英文老師在家衷抹抹鐵工廠，上 這宜的學生不顧一切為反對而反 著一禪定的修持來讓紛亂的心念
澄明，則內在的智慧自可顯現
傲司包括體力、心力、智意及
。佛經上品「制心一處，無事
熱忱等的付出。
不辦」即是這個道理。

在此和諸位給一份法緣，在座

••

對的表情一下子全部改變了，
課時大談鐵 E廠如何如何就花
開始有人舉手發問磨如何向教
了四十分鐘，然後剩下十分鐘
匆匆單質文主卒，另外有個數學 務處爭取，他們開始和我一商霆
，整整討論了一節課，因此當
老師家矗營養魚菜，每堂課必大
班長職「起立，敬禮!」時，
談魚的飼料、成本、售價
個個部精神抖擻，大聲喊道
「謝謝老師1.」

E.E.

有

要的教育理念即 |ll老師的工
。他在高中時是個被一站了兩個 ，好好的一節數學課還成養魚
諜，結來許多學生教學常考零
大過、兩個小溫、「留佼寄一看
作不在於塑造學生什麼或給予
」的問題學土。他的真境不好 分。我想身儒教師基本上每一該
學生什麼?而在將學生的潛能
負責任、盡本份。盡本份本身
、本具的亢闊的性問顯出來。
，又是住俊生，晚上常偷跑出
者師是領航者，韓念品同或老師 去吃」妞，他的國丈老師知道他 便是一種戚，它時常提醒我們
身為老師的人應有的使命感與
的先
情況，使時常帶他向家吃飯
的只想生的差叩卅一原在﹒﹒聞道有
教育意識。其次是戒嗔心，學
、並鼓勵、指導他寫文章，使
後，術業有一學攻而已。
生胡閑時見到老師生氣，他們
他在邱一段情懂的歲月一臭找到
所以 0個人以為有三點是從
便會更高興，常有老師因此落
白
了自己的志向，最後終能順利
事教育巨作表不可不知的。 -b
荒而逃。所以，對老師來謊，
地畢業、升學。同時，也因著
先須肯定人人持有佛性，每一
一一這段陶緣，在他爾梭的作品中 「或嗔」是一條很重要的戒律
，保持冷靜的態度來對待學生
教育。師生之間?乃至學生也八 總是流動著一股深深的、悲天

育的人而言，這句話涉及很重

頑執一者不能提得1」
. 封從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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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這為什麼?每次
經通大股前的絕食台 9
9

揣鳥已經追趕到防陀座
前 9龍王驚慌地抹在佛
大鵬烏冷冷

ι 格站;
巴

地蔽了龍王一叫做，對佛

紙寫一股莫名的忠勁。 陀的背後
那躲

9

9

變食神咒?說相心手中的

米粒化成無益，飽滿 7
飢渴的生命。
「池要生存，我也要

麼耐人尋思的立題。

生存 9你要救抱，也暉
一該救我i 」這是一個多

9

j

」輕輕地將

「只要有我出家弟子
都不會讓你們

的地方

安到飢餓

米送到施全台上，正午

，而供養和布施的心則

;施食，就胡同花一樣

像花香，或者隨著時空
遷移，故紋的方式可能
不同，但深信 在母身
出家行者踏過的土地上

，你都可以聞釗這股清

吞，不論是在繁華盛闊
寥的冬夜。

的杏文，或是在寒冷反

育教與神精薩菩的教 fl

車。」自語注師區拉著我們上車

(上承第二版)

第三步是連「不執著」的勉

、「為而不有」的心態。

強心理也要放下，心理一丹清

淨，「風吹疏竹，風過而竹不

留聾，一股渡寒痺，雁去而揮不
存影」，如於寓里晴空，任運

光州仿佛性的顯透，修學至此境

而行，無往而不優遊，此即是

界，才得真正的自在!

氛中

「我耗三

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裘來

，很苦惱地對我說

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可是得

到的是什麼回報呢?||學生
教育是
是指著鼻子馬找 1

我的責任，沒有把學生教好，

如何向家長、國家交待?我到

底要怎麼教下去呢?」

其實，這正是自覺的開始，
也是傳化的契績。教育工作並
不只在作育學生，更重要的是
藉此讓自己成長、提昇
o任何
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尤只是

l

菩虛道的實眩

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者最好的

，正是洛賓的最佳途徑。在不

因緣;而六度

道一步步地邁入了!

斷自覺、覺他、成人、成己的
過程中，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

，正當遲疑不決時，亭子已揚題

遠去。

「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
我只對那裡有信心。」 ll 不等

步而去，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被

其他三人同意，見敢心法師轉身產

告提犬來的力壘牽引，也跟著移動
腳步，向著來時的時走，兩旁的霓
。
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
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
li 原來，人生中連

我若有所悟

聾嫉

1.

弔詭的是，人很容易做

夢破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

小事放觀人生，「最快」與「圓寂

決定，更容易懊悔。白搭車這件

慢」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

「還是可以上車，到臣民美再換 能立即決定的呢!

。」

「是嗎?要不要再問清楚?剛
才閉了兩個人都按可以到新店的

支支

不管到螂個寺院

生存

直氣壯地品。

一訊技衣啊!」大騙鳥理

「我肚子餓了?我需
郡的位番的光交 要食物!」
相輝映?就像一叫空間品的 「你不要吃她，可不
屋子從中伴關涼的天海中蛻可以?」…沸陀哉。
「她要生存，我也要
脫出來。
你要救他，也有峰
總是記得師父告訴我

9

。

她又說到在漢堡的亞 的身軀、威力，可為現
土達湖眸住著一群野鴨， 欲為，但等到也龍吃光
「聽說到了久久天，便有 ，自己也會國食彷短缺

，乃至跑恩濟貧的施食

曾超長疑地問師父
的專注神情，我終於明
今年夏天，有位舊時
以及那久遠古老的動人
將米送到站食台上時，
「就憑七粒小木或指甲 白，為什麼一隻大腦鳥
的老主風塵僕僕地來訪
石與木的印象再反援肉
故事。
詐的饅頭，即能蘿持一 和一條龍的生存之爭，
，侃侃談起他歐遊的見
記得有一年春天和錢 眼前，或許在那密林深
隻大鵬鳥的生命嗎?」 會演變成今日出家行者
位好友到獅頭山踏青，
處，正住著一位默默的 聞。他說，在威尼斯的
闊步走在青草泡遁的山 苦行者吧!原來任何→ 聖馬可廣場上，看到許 一肺父淡淡地笑著晶; 堡大用齋時就要花食的
「那是必須透過心力 生活方式了。
道上，遠遠一看見一群鳥她石頭都可以當作抱食 多鴿子穿著光采的羽炭
前不久往生的大智 i
，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 相作法，才能普濟異類
台，任何施食台上都有
兒爭相集聚在道旁的大
置般老和尚，生前很喜
眾主的。」
一個大鵬鳥的故事。 下來的穀粒 o
石上，我狐炭地走向前
「府最基本的，我想 歡燄口施余，成一又是他
儘管佛教中的某此一一改 「有的甚至雄斜斜、
去探個究竟。
主壇放叫做口，拖主除了
「是米 1.」心頭一驚 律或生活方式早已隨時 氣昂昂地站在遊客肩膀 佛陀一所要措睡袋們的是
做為一個行者，在接受 準備，缺口中流需的供口悶
h遲
u流、風土民情而有 上拍照呢!」那忘我的
，喊著。
供養時，不忘布施，我 ，遑要提供一筆資用供
神采，彷彿正有鴿子舔
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 作印盤或電萱廣播弘注
著她的臉頰。
的恤金金;有時，者和尚
「伸手便可觸摸到鵲 整個社會!「一拉米
自檀越口中分出，半區 書將之用來教濟貧病
于暖暖的體盟，在這充
水自行人肩上擔來」l
老弱或當清寒獎學金。
滿弱肉強食、爭相食碌
的現代生活裡'那是種 l唯有透過食仿的分配 老祖尚已在現實界將佛
，生命才能維恃無限延 陀對眾生的承諾，放了
難得且會令人心酸的感
續，有了布胞，盤恆生 更進一步的轉化。
覺。」朋友的話語使我
清晨施食、正午施食
動容，血液裡一竟也感到 命界才能相輔相成，否
則像大腦鳥僅管有個伙大 、行者自己用功的施食
一絲呵成意。

/鈴子

而滅亡。」
「怎麼有人會也未留 所異動，也盛管出家行 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在湖
原來，太鵬烏不只是
在這裡'這兒並沒有人 者用銘、用碗，或是各 邊為鴨子築桑，每天給
式各類的器血，吃著飯 牠們餵食，直到隔年春 個故事，還是倒象徵，
家啊!」從後函跟上來
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
、麵、饅頭等不同的食 天湖水解凍才離閱﹒::.
的朋友品仗著晶。
施、分區，才能達到「
-o」我閉目凝想那在
「給鳥也嗎?抽們追 物，但這個承諾延續了
會自己覓食的，如果不 LT多年，不管是在重社 風雪中送食的人以及施 均衡共存」士表面上只
是，會是給誰?」 Ja- 重盛大的慶典傻，或是 食的行者跨過深林的背 有白米七粒、饅頭少詐
，真正前池的是供養的
影，一時，大鵬金翅鳥
一連串的問號社傢「噗
1. 在深邊的密林裡?行者
心情、布施的誠意。看
、鵲子、野鴨全飛進了
9 總如儀地踐行著這個法
1」
. 的拍翅聲撞進心裙
可JO
心誨。
著師父從懿孟中拿出米
直到學佛，看到而父
噗

X

.•

的那個技事:
佛在世時 9有一天
時?

頓時大眾默然，面面
弟子們或法
片叫且拍拍叫多只聽得風吹樹葉
以拉
沙沙作響?佛陀沈默了
一會兒 9做笑著說:

「佛陀啊!

一

。」 我 仔 者

x

••.•.•.

到偽的。

」

大

9

湧泉之歌

••

•.

一線希望丹起，四人懷復沈默
叫抬臥在人群中尋找同伴?il 地提行李準備上車，開先鋒上車
站牌一完成了我們凶人唯一的依靠 中瞧見一支可以通公箱的車牌，
四個人趕忙佳的一站，不到一丹正在尋找站牌時，又一桶往公餘 的且障法師卸掉頭往下走，一嚷著 ，繼續等車，只是我們再也不奢
時刻是下午五點三十分。
9
﹒「下去，這蹉車沒有到一新店之 量能搭上五點四十分的專車了。
眼前，身旁閃過一丹紅
鐘，另一個聲音表示意見了
的事停在 m
漸漸地人聲、車聲沸騰起來，
今天是本間關于市府研究生氣一次來 「我建議我們去找直遠新店的 黃藍紫的衣看一劇色，我再次重夜 退回原池，做楞楞地望著車于
台北街頭進入下盟時刻，我們伸
長了脖子，眼光都吾同一方向，
在尋覓、在等待。終於，在車像
中，遙遙望覓一部「普通車」越
來越近。這次總算學了乖，自且
嘩法師先上車閉路。
「只到『中失新村』，不到新
店。」見嘩法師下車俊搖著頭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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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快一吳放泊混了，求求 「只要你不再臥龍王
也不再教生 9我會告
9
佛陀故技次們啊!」龍
品所有的出家弟子們?
q
犬心的
一
3\[
從今以後，每餐店清峙
7
KM-F
，張
一定留七粒米八刀給你
題門「?但阿咐他的一過膀
闖紅三百三十六站里長 們。因此只要有我出家
9只要版過仰仗叮遮住口 鴿子的地方學都不會接
你們受到飾蛾!」
封一大地?峙的一心支腳已
的陽光搞得米粒晶瑩剔
透，飽滿得閃著白色的
佔汁的了曲浮搓，她神身 於是泣個故事說在出
潤光。
世到底有多大 9立在他 家行者們羽身上代代流
「這是佛陀對大鵬為
以血添了。抽以川崎浴女 待了下來。
小心翼翼地從師父丰可悶的
:承諾，也是對眾生的
?而且食是非常大 9任
啟示 1.」師父 迫J
使晶。
兩M殖力? 掙了古拉米走出爾堂，
起反卜刊多犬的J
U 到底食台的
9艸叫人心 於是我喜歡將米從師
怕是大腦鳥的 -H h走
也無法 U
父的結孟中送到惱食台
上，因為那有著一份來
白佛陀對眾生的慈悲，
正首位玉泉蒜時

旬，公車

×

•...•.

•.

求，所以龍王跑來古恨水佛 「大岫金趟
1 ，為9曠野
陀解放即將設滅種的厄尋 鬼神眾 9川純利地F 母，

上如魚。陷身在陌生

.•

...

×××

揚長而去。
台北上課的日子?我們必旗在傍 公路局站牌，不必再換車 -:。 沒關係的話譜。
過了五分鐘，再一輛么車到了
「我開始談悔做了這個決定 1.
」一次經驗實在算不了什麼 1.或
晚五貼凶十分以前極遠新店總站
好搭乘社一品專車到臨居士借我 在叫具有其他更省時省辜的方甚?，內心不禁喝咕;「如用木決定在」見憨法師沮喪地說。
9
「唉!早知道一下車就該打電
我「心虛」的同意了自聶扭師與 公說換車，現在說不定早搭上住
們的房子歇牌。
新居車了?真是欲速則不達。」 話間林××'她是新店人啊!再
見憨法師的建議。
四為正 9國光號駛進了台北終
點站，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討論如 也就在他們剛穿越斑馬線，在 只見對街二位出家師父正向我們 說公路局沒有到一致店的車班嗎?
白為怯師陷入沉思，開始她的價
把手。
何措車到新店 9由於我忌日在那裡 路的對面尋找公路局站牌時，一
山點凹十分，一行凶人終於函
輛閉住公館的公車停了下來，望
性
分
析。
住過 9又借用下山採疇9於是自告
「管他什麼林××，當一初如呆
、途公路局站牌。
著儕向車門的入獄，我寬慰自己
「我們可以準時到遠新店穗站 不換站牌就好了!」我閱始為剛
晶:
「我們只要搭公車到公諒 9轉
阿
r 拉的餘暉斜斜地照者大度的
一項盔，即可一抵達新店總站。」起 「沒關係'等我們搭上直達車 嗎?」我憋不住心頭的提悶，太 才錯過了三輛車間懊惱。
玻特性幕 9霓虹燈不停地追逐閃
家面一面相帥，均沒人回答。
「旺來之，則安立，冷氣車不
驗卜
即奉
是健戚，一行人加緊腳步走 會比一逗一線到公館換車更快比一一。
煤?叩泣曲的事彭在一地晃晃的當
等了十分鐘，來了一輛寫著「 到，那一定是普通車了。 L見嘩
個博物館前多好不容易
到了新公 1
往中央新村」的冷氣車。正典奮 法師樂觀地露出了他一貴的笑容。
，在交友-矗立的站桿
一一一一

J

•.

打佛七用劫不只限於口念，而
是要讓佛號充一偏整個身心世界，
才能印入阿賴耶誠心田。因此，

﹒觀想在蓮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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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淨土山門?鼓勵衍
的大做為川m均

都曾經領受過

9

一這些根本知濟於事。反之，你

、很慚愧，我真是業障深重等等

在稱念立外，選舉藉著觀想來收 己手起舞路.，也沒有急著要去淨
動影響，乃至現代的人心需求等 句阿彌陀佛，就可以走入佛的世
一定會浮現，當它起來時，你不
佛 士
I 宇晨的活不進來、鎖店
γ進去
界，今太可心相腔〈中心念佛，如何相應
等，關懷的層面還是「上窮碧落
唐朝的總山宣鑑禪師對金剛經 攝六恨。繞佛時觀想自己踏在進 土的念頭，這是怎麼一回事?」
安理它多只仙女繼續念佛，更不必
?一一一站誼像峭破小了翩般，哎喝身
「如人飲水
率上，一步一蓮花.，止靜時，觀 他將這些問題提出來間親戀上人 下黃泉無有止境。」有時大家會 ?我還是要說一句
心的苦迫，州相仿 U 例人比戚、保或棧 因此生起任何情緒|!我很後悔 會下過很深的功夫，著了一部註
想:「為什麼要學這些呢?這跟 ，冷暖自知」。
解金剛從的「青龍疏鈔)，名冠 怨自己坐在蓮華上，那花瓣就在 。看了這段一記載，個人深深欽佩
成郁，他擅長講性相諸經，貫通 座旁，你不可以動得太厲害，把 唯圖房驗證真理的勇氣與決心。 生死有什餒關係?」「我安趕快

﹒三心不司得

位
于舵說咐 那些有點可到心設-JjJ似7土
恥一訊扛聞法
E 抄一，kfu
的咒
山如一誠地提出人性的需求?也是 bM昕一
獸 駐詛
J 生死
9生死遐沒了，哪有
4，
品
，
，且使準備下江南丟破斥麗窟邪說 散想自己躺在蓮華上，然後人中心佛人性的煩惱 il-這種高與不起來
時問學這些 -9」
.如今，提供機會
，以報佛因心。
到入睡，就這樣使身、口、意三 的是什麼?不會想要急著往生淨
，讓你全部放下坐在念佛堂念佛
在禮陽路上，他肚予餓，恰巧
業相應，用功才容易得力。
士的又是抖麼?對這個苦惱的娑
調
心
時
，
你
是否又能一心三忌地
見了一位老婆婆在賣餅，就想買
婆世界，我們住得很習慣，戀戀
令
輝
?
我
您
一這些問題應該不斷的
些充飢。等他趨前欲買點心，老
一旬彌能生死了 難拾，不想也不顧離開的又是什
提
出
來
問
自
己。
「你一肩上桃的是什
婆婆反問他
麼?阿彌陀佛的淨土再怎麼美好
所
以
、
心量本身可以然限擴大，
麼東西啊?」他問答道
「金剛
彌陀淨土法門是末法侮期最娛
、清淨、莊嚴、安樂，因為我們
你
安
學
者很慈悲地將所有的東西
經的註解本。」老婆婆說﹒「那
勝的法門。佛-說末法時期的特色 不想去，甚至害怕去，也從來沒
合
攝
進
來，可是當下也要清楚學
是只談教理，少論行設。所以古
我語問你一個問題，答得出來就
去過，不熟悉，這便是眾生根、深
這
些
一
做什麼。再說有的人慈悲心
賣給你，如果答不出來，且請別 來大德一再強調，土木法修行不太 蒂固的習性，也是煩惱。住慣了
可
以
無限地擴大，譬如可以布施
處去。」地按著一說:「金剛經上 容易，要設呆更是困難。「證」
婆
婆
世
界
，
也
權
忍
了
這
個
世
界
、
，
然限地放捨'但是，碰到不喜
說:『過去心不可/侮，現在心不 就是以自己的心地行持來驗證彿
衛
黨
、
愛
梁
、
矛
盾
，
生
起
執
著
心
歡
的人，當下那一念煩惱就是過
心，因為「誼」的人愈來愈少，
可但呵，未來心不可得 o』既是三
，
不
想
也
小
願
出
離
、
覺
醒
、
淨
化
不
了關。問你懂不僅?都懂，可
心了不可待，你一要點嚇一個心? 因此文提倡一易行道一的彌陀注
，國此，真正的「不容易」就在
是到了抉擇的關鍵，一樣也超過
悟帥無佛 t 開一本/見澈記
門 ii 只耍一心念佛，便能信願
L總山體帥被這研骨、一間，啞口無
這裡。
不了關!而且在一生的過耀中，
言目。國為他一向只偏重在教義的 往生，得不退轉，是未注時代的
個人曾親近通幾位大餘，如廣
學習再學習，奉獻再奉獻，進步
問其訓練自己放鬆、故下。放下什 知的阱，不會直接碰觸到生命。於 徑中徑艾徑。從這句話上我常常
人增加信心的角度來說，彌陀的
欽老和筒、道源老和筒、李炳南
再進步，怎麼樣自己都不滿意，
迴光返照||念一句阿彌陀佛簡 老居士，他們念佛的成就在於他
大顧，隨時等著衣們，只安念佛
麼?放下那些一你平常放不下的念 是羞愧得把整擔金制經的疏鈔燒
其「行陰」的苦，即是處在無限
剖可往生，看起來似乎走他力的
頭，心中單單只有「阿彌陀佛」
了。燒掉以後，就直往江南龍潭
單嗎?佛七已經進入第三天了，
們深信力行，念念會歸函方淨土
大與無限小之閉的游離矛盾，我
簡不簡單?我覺得它非常不容晨
;但如果我們不用一起法門，小﹒信一個念頭，不做他想，縱使天塌
禪師那兒參學。有一天，他侍候
;還有以前一與我共修過的心西師 們的生命不斷地安接受這些一街擊
下來，你還是人中心佛，一一一言不容
著易
禪師，禪師與他彼此娘一一一用。，
日為
夜什麼?我坐在後面對大家一
、騙、不踐行，只等著阿彌陀佛
、陳老居士等，他們中 l分地信順
ud
寸，有抗記載阿彌陀佛困地為 來接引我們，那又怎樣具佛相感
川
?不容易!叮出一尤也是最衛易的! 後禪師說:「一史己深，休息吧! 起念佛，儘管平日大家研讀很多
川
M
彌陀的悲顱，且此別人發心奉獻
所以，彌陀從上說西方極樂世
以此丘叫 9於川但白布玉如來前
怯呢?
「為什恥且是最簡扭曲?平常我們 」於是，禪師挺著紙燭領他到客 有關淨士的經典，也會念佛，可
自己，每天除了勤奮執作，就是
界中文過十禹億佛士，那有多遠?
WH
行 9U發
凶十八六帽，關關誓
說修行與「明心見性」，但是修
是一碰到你長我喔，我僵山高、
寮休息，訓了客寮'當他轉身詰
拜佛、今攏。尤其，心西帥一心
非常遙遠!很多大總均在「老實
υ
彌陀淨土法門一般是不講見性的
怨僧聚會，內心焦躁，一句阿彌
叭就傲、一此心壯鼠的似仙樂世9界
關
@iFHE七晶晶、
禪師位同寮休忌時，禪師忽然將
念佛，棲心淨土。她個性爽朗，
念佛」中住生。因此，儘管我們
ILF3hJRV 缸片吋 I
關叮叮叮仗尪一位發戚往生的眾生。
，不過至少安胡心。什麼是「明
陀佛就是打不進入戒心目，縱使 別人對她惡幻，她從來不說一句
降吹熄，當下德山禪師便開悟了
永遠知道阿彌陀佛的手足很長一
心」?「明」的相對就是「然明
凶此川大約伙們叫州一凡的州咐他佛塑 同修們在打佛七前都期詐，希
目前克服了腿痛、腰酸，也能克
壞話，不罵人，命終後還燒出了
迫在拉拔我們的，但只有親自去
望聶著佛七的修持可以放下身心
像 9幾子都是立海?而且手伸得
服散亂和昏沉的交戰。缸，念一
」 o佛教不同基督教、天主教有
他當時間悟的是什麼?閑情的
一些舍利子。 ::衣常常想 她 臉說，敞開心臥佛陀的心紹繕，
世界，得到一點定力，可是到了
似犬，準叫隨 NK 引樂欲任生的
「原罪」的思想，縱使下地獄也
心揖又如何?我們當然不知道， 句「阿彌陀佛」容易在鄉組?一小 到底看到、聽到、體會到什麼，
你才知道什麼吽「念佛」!
今心佛堂肘功，蚓又發現自己越來 沒有原罪，只是「無明」惑心，
附f
以，心佛教的
容易又在哪裡?覓何況臘月三十
眾化川圳川WMIU
小過現在坐在這捏，我們倒可以
致使她對佛陀的教法那樣地信受
越放小 F' 越提不起來。雖然口
A尚
M 小，彌陀淨土出門一位被 d
造作惡業，招感與地獄相應的呆
，生死交關的時候，其難易又可 奉行。借此返照自己一直紋不過
用他這個公案來問聞自己;過去
﹒飲水冷暖自家知
中入中心佛，心觀蓮花，而且也很專 報。然印地獄也不是一墮永墮?
fU叫
H什力、他力相怯的出門。但
心不可得，阿彌陀佛;現在心不 能在哪裡?
自己的釗底又是朴麼?我發覺真
注以一音聲攝受自己，可走亂七λ
9佛
只安能以至誠心、深心懺悔，用
那為什麼又說修彌陀淨土定「
如來從拉州佛教的特質來說
可得，也是阿彌陀佛;未來心不
正不易的是而這個地方。雖然，
糟的念頭三但湧剔，當然大家放
小山
U 山吐力已於他力的。
打佛七，對行者仙一…一再是印控-這
疋
清淨的身、口，意來轉化身心，
不可俘，技們還是阿彌陀佛 5臨 易行道」呢?因為念佛要在調治
女們是在念佛，可楚，有時也會
小下的小是紅家人叉口花兒女又是
我們的傲慎、不信賴。所以，古
什映是臼力?什麼是他力?從
消除世叫樹煩惱，自然可以憾業。
然是三心不可得，我們到底用什
為自己找藉口，就←這樣在無限大 賴心很重安的時刻，如果是腿痛
財富又是名位又是事業，你長我
仙人作組仙力的立切來看，我叫心
，做也柴知道怎麼痛。如出木念佛
所以，佛教強調萬法唯心，心是
麼心念阿彌陀佛?這是值得修淨 德往往要我們老老實實地念佛，
與無限小之間矛盾不訣。
μ 非，但眼部浮割的是執事善
起麼疋
一切的主宰，修好行之首要即在土
現法心
9L
J 行正而相叫他、山的感一迎。什
念得散亂或昏沉，一哭失弄清楚我
當生可以了生死。但 很
、山
門。
的行人深思的問題。一方
ρ 多人往往
後末處煌，一下又是常住活動籌
不信受彌陀法門的身惚，特別是
內心翻騰的赴什麼!這些都安靠
透過什麼方法可以「明心」呢
是山U
川
池
U咱們怯懦陀淨土出門的行
面要參，一方面包安念佛，自已
.無限大與無跟小之間
?古德說，一句彌陀合攝入萬四
備要進行， ;我相信很多人很
好好地用心 li 不念阿彌陀佛，
U 重演的就是如何山阿
自命為知識分手的人，於是，而陣
自己的努力，誰也幫本上忙。記得
人 WJ 日， 較
仙也讓那些念頭一小仙女升起步有的人千法門，就是以一句佛號來驗心
三心不可得 5念了阿彌陀佛二一心 在 中
每個人都在無限大與無限小的
彌陀佛相怯 3以向彌陀佛的四十
A 心佛時總中文自我批判、懷疑
上「禪林質訓」峙，和大家講釗
或者因此後悔自己業障深重，但
，驗明我們當下的每→念。一主於 仍是不可得。既然三心不可侮，
「我這樣念佛就夠了嗎?L「我
才盾當中過話，尤其是現代人的
惟誠學在印度弘傳時，會右外這
八六棋來品?雖然阿彌陀佛弘棋
偏偏那些念頭還是一直湧魂。像
如何驗明、如何相應，必須你自 你用什麼心與佛相應?阿彌陀佛1.念一這個有欽嗎?L「我的智慧該 困擾赴處身瞬息萬變的社會，很
仗眾生會例如果眾生本身小人心佛
提出問難 9能
. 誠、所誠的識在聯
多人措手小灰，峰山法眩
9
組?因為無人可以答夜，導致唯
沒布付山自力?叫花小能出佛菩 一這樣，一面後悔，一面念頭仍然 己直接去面對，將你過去的一切
不只接受例彌陀佛印巳吧!」
J 付這激烈
知識、經驗都拿到混在來驗坊，
不斷出目上來 9結果越止越亂、越
-行持的當下自己不斷和自己過 的學競，交通資副發達，空崗縮
薩的悲心切關相怯遍的。
識凶嗯?在印度沉寂了好長一段時間
一一這小但絕諸對待，也離卸語言文
，區釗玄是大師釗印度取組，大
不去 υ記得在日末親一鶯上人的歎 小構成環境的復雜性，時間的逼
字，只能由你自我體會!在這裡
異抄中有一段記載:有一位唯圓 迫性，人際的壓力，再不就是價
翔說:「如人飲水，冷緩自知。
白府的人，他己年近不惑，一天， 值的迷惘，觀念紛雞。崗此我們
，我怨學一個禪宗的公案，大家
」那麼，「知在螂裡?」
他突然對念佛深感迷蔥，他自問
能識、所識本身就是對待，如
研究佛法，在時間上除異接上佛
不妨拿來在我們身上悶悶著。
呆我能念，阿彌陀佛就是我所念
﹒「我一向都認真念佛，可是從 陀時代，還是考慮印度出中國的
，所以，彌陀、法門是只樂你念一
來沒有湧現過由心的歡喜，令自
社會背景、思想流變，彼此的五
...

7 大十〈)斌在一追僅念盤
佛越
?猛士一定已不是放下用功，而
出此 9A一
是在「迫念頭」'打妄想。
D改組泛的
真正的苦
-倒
TU
地方，
楞嚴經云「譬如有客，寄宿
白己與別人的桐樹，自己丹佛的
族亭，會止使去，終常不住，一即
隔樹，自己 內自己的隔樹。尤其
人，都知所去，名為亭主。
主 AT
9位你仙似叫真地修持山劫貼;你
」當然澄心念佛峙，平常的思緒
會發叫她彼此間的差控制止十為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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