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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期，發行量高達兩萬五千餘份，面對快速增加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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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園地，是有法師們致力蓋骨
A 青教育的努力。香光大專營

真教論們不宗是濟廣，特降治力力。樂，
理義要對足教否世播更形鬼、商L 商L 古明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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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ll 「耕心」即是記載法師和同學們共同努力的點滴，在

原始與大乘初期佛
教背景中，簡介其
、、心絡、並自由頁行顧

代表經典||阿合
品等的法義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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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學佛行儀」
與早晚兩堂表講共
修外，「心靈織錦

歷其祭的

家壇

這本「耕心」即將出版的前夕，竭誠邀請您發心劫印，讓更多
青年朋友們心卡的蓮也因品綻放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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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兼具了知識、
宗教與生活等，內

享中落萃，許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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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自十一一月起，推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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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展。

秉持「以佛法化導{本刊訊〕香光

紫竹林精舍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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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弘化活 動 ， 提 供 社 會 大 致

此次系列活動以「華開蓮

建立正見的殊勝因緣。

世間」的信念，舉尼僧圈慧青學苑於
辦各項弘法活動。七月十七日至二十

現」為主題，內容有;
叫佛學講座||共有三次

付知識性課程

容有;

他們莫大的啟示，

員表示-豐富而且橄
謹的營活動，給予

教教育於空閑每一觀(佛營L7提供大甫辱 |以「縱觀印度佛
，是集、法師們的志在學女青年，經由
教」專題為主，探
顧，建築、設計師佛法的一黑修，萃取
尋佛陀本蟻。其中

為精神象徽，萬佛「香光大專青年學

寶殿宏構以法華經三日，舉辦第立屆

十一月二日至四日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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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有家

七時三十分，自心自法師主
講「菩薩 學 處 」

菩薩戒;接著十二月二十五

三寶、聽聞佛法的

希望能再提供親近

青學苑將於九月二

此次活動後，慧

機會。

，見瞪法師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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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二十 七 白 晚 間 七 時 一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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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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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戒律的不同體訝 十八、三十九日舉
的修學環境?將可此次學佛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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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人，以佛一色是以雙向交流的 、犬乘、祕富等各 幹訓營」'內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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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士頓「理管業企」學大帝面圖雅商借獲，月六年今 o iJf

見窺， !:Þ 1專心的學修美探師:在從買了將們者讀，裡談訪坎Jl:!;

!眾大會社
VAl

雖然，聞學典禮的大事結束了

喚搭計程車，一是時間已十分緊
迫，搭計程車比較快，而且由左
營到精舍的計程車姿，我們勉強
間 當初您屬什磨會出國進修
可以支付。
驅車直亟武慶三路巷口，抬頭
一望 F心志法師站在三樓陽台上
垃凹，.進修是我的修學計剖剖，出盟，焦灼已極怒靚若我們，並吶喊
進修說來卻是件意料之外的事。
著:「開學典禮日，法師自己不
能守時，如何引導同學們守時?
也許是從小在佛門裡的黨習，也
可能是師範教育給予的陶鑄'我
如何對得起這麼多人的等待?一-的心中一直不滿意於傳統的佛學
」呵斥聲如同爆竹般，霹靂咱
院教育:單向式的講說教學、純
啦地響遍整條巷子，我們五人知
學位式的學僧生活、未受過佛門
難民似的狠狠不堪，衝上二樓。
專業教育訓練的人在辦教育明迦當下只有一個念頭;「開學
。因此，打從真正信仰佛法開始
典禮事不容再耽誤!」於是強忍
?我就一廂情願地懷抱著獻身於
住淚水，面帶笑意地走上講台。
佛門教育工作的願望，並祈求能

調「學院與寺院融合」的僧伽教

安人」的力量?香光尼僧團所強

所面臨的問題不謀而合。頓時如

的問題蜂擁而出，竟與僧圈多年

遊學應是任重道遠的。走出僧團
來看僧圈，或許更能客觀地勾勒

道;「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趟

不己;但沒有多久7這份一喜悅就

同面對著舊雨新知般，令我雀躍

。回想當時，除了「僧團、僧伽

被語言應用自如的現實給淹沒了

教育的方向都需有人探索、開發

三步一拜、五步一跪，跋涉千里

於是我把自己界定為一個「二
十一世紀的行阱岫巴，吉德曾經

逞，接受新出家生活的錯鍊o

然抱持著虔敬的心，飛越于里尋
師訪道，為開創明日佛教的新機

明之福，不必再跋山涉水，我依

，導師訪道，只為求得見性開悟
;身為現代的行胸僧，託科學文

L的使命不斷縈繞於心，心境像

更長遠的路啊!」

「留下來吧!汲取新知是為走

解了嗎?」

「只要回去一切問題就迎刃而

寄人籬下之苦?」

「打點行李回去吧!你要忍受

土耳?是留?真不知如何是好?

極了晴時多雲偶陣雨的天候，是

出僧圓的面貌和其所面對問題的
真相，進一而從犬時代中佛教所應
具有的功能?來設想解決之道。

育，只是基麗的教育，它必須再

深化、再開展。在教義的發揚上
，中國雖曾有過輝煌的一函，但
是缺乏足以維持佛教，嚴謹養護
僧人修學的僧伽制度，卻是個事
實。二十一世紀的佛教肩負著推
廣佛陀教育，關懷、回應社會大
眾的使命，「如何才能使僧伽教
育由師徒相授，轉化為有體制的
教育?」「如何才能培育出具國

際宏觀，足以回應時代脈動的優
良宗教師?」便成為僧圈探討、
研發的主要課題。
民關七十四年七月二十四臼的

經過與自己幾番對話之後，我

韓國教育參訪，是我們僧伽延伸

.，為圓滿三寶久住於苦的弘願'法

對於傳教

，引發我進一步思惟
，無非都是要提供僧眾

在這是出僧圍的「家L7步入
國際舞台大「家」的確認過程中
研習

教育觸角的起始，接著有激勵營
拓展視野，增加縱觀、橫觀的人

遲到是不對的!但自從悟師父

，但那撞擊心窩深處的震據猶存

文素養，長草叢穩健承擔力的機緣

心顧。於是，四處參訪這場，終

有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推展這個

，馬不停蹄;心志師父以其二十

病倒後，我們也一直是席不暇暖

，扭轉自己能由「火中化蓮華」

己的道心、道力，在每次鍾鍊中
何以會

載)，明迦但憑一股「捨我其誰

分僧眾入僧關未久(最多三至五

漓。然而，這份支持行者超越鍾

'漸漸具足世界視野、天下宏觀
，才是傳教師所要不斷充實的內

證還是相當不足的，如何提昇自

於在南台灣認識了「愛才、惜才

。至於出國進修，基於當時大部

分享移注7心待。

如金L的心志法的，和「以佛陀

多年來領殼修行的經驗，何以不

幾經深思，終於

7

教育第職志」的悟因法帥，進而

7

發現，是成長中僧團所呈現出的
無力感，加重了心志師父的氣荷
，追根究抵則是僧圍的體制

如此盛怒

鍊的刃量從何而來呢?它來自於
尚未健全，當一部門方執事人身心

心為法師加強語文能力。

問:請您談談旅美修學的心路
一歷程可
答: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是個錯刻在心

瞻望著未來的遠景，檢視過往

的行徑，我曾有過雙足陷於雪地

中行不得也的煩困，也會與狂風

暴雨迎茵奮筒，也有過蒙被嚎陶

大哭的夜晚，冷暖寒熱深入骨髓
，酸鹹苦澀點滴在心頭，但終在
佛菩薩永恆光萃的垂攝下調和、
三寶的加持，掏滿師長、父母、

行者身心最有力的姓杖。

撫平了。佛菩薩永恆的光華，從
行者的恆課中透顯出來，是悴碼

。我常想:為了追求生命中的理

摸索、適應和力求穩定中交替著

修學歷程，乃至目前，一直是在

，走入更廣大、繁華世界的「家

「家」;如今，踏上留學僧的新
修學領域，是出了僧圍的 2家」

父母親的「家」，進入僧圓的犬

四年多旅美行肺的歲月中，我
所依憑的恆課有:虔誠膜禮「梁
自主贊懺」、「六乘妙法蓮華經」
、「八十華嚴」、「小品摩詞般
若經」'修持「大悲懺法」
0
每次親聆佛菩薩細數家珍之餘
，合上經本，我總是低迫不已。
比起佛菩薩在困地裡走過冰天雪
地、高山大川的艱苦修學歷程，
區區旅美的修學，是多麼地難以
到現今安頓的華州祇圓寺，一晃

從最初落腳於密州聖路易斯，

確

出家是出了小家，入了大家。的

非將相所能為」?況且有人說:

他

開，是無可置疑的，然而，眾生
的可憐在於坐困愁城，不知出轍
。回想當年剃髮出家的動力，即

是源自於一份強烈的出離心:為

黃盛雄
李素鳳
孫瑩珍
美金壹佰一兀整;

(下轉第三版)

何如今身處異邦，就放任自己與

壹佰伍拾一兀整:
周洪話周元枝
壹佰元整
尹明林廖護女

美金貳拾一兀整
黃青李先與

2自

馬裕豐
貳佰元整
陳碎水林山龍
張淑美蔡明芳

沈且貝蓮林成蔭

林志忠王毅誠

本期打字排版自誰家
電腦打字行發、心贊助

們三伊的﹒〈﹒→巾的

謝恆裕鄭富愛
吳芳草塗哲雄

陳東河拱祟閔
邱山海邱蕭花

吳岱穎蘇滿菊

陳阿英呂盈慶

、一個學位就能得益佛教，解決
，一一一連串 問題嗎?我訥然地思索著o常言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再度面對
「出家」的莊巖使命時，我的修
學重點應放在哪裡呢?一只艾憑

火宅的大「家L!

1.

十年前一次出家，我走出了

眼，已易四個寒暑o回想整個的

邁向彼岸!!美國。

猶如初生之橫跨出國內，由此岸

想與完美，掙脫困境是個必艇的

的修學，在重重的挫折考驗中展

7.

他們如何接納來自世

湯博源
侯景鴻
翁互欽
蕭蔡阿飛
陳廖素瑛
貳倍伍拾一兀整
李如涵率季庭
黃彩雲
貳佰壹拾伍一冗:

掛齒啊!生命裡，從無知到有知

過程。

迦懷抱著「開路先鋒」的雄心，

同修、親友們的叮嚀與祝福，明

版上，永不磨滅的日子。頂戴著

佛菩薩永恆光萃的垂攝。

」的壯志，率先投石問路，導引

終於肯定了去向|留下來。我
勉勵著白己:踏出國家的門也是
「出家LO「出家乃大丈夫事，

著自己踏上異邦。

學階段的開始，也就在這一年我

超過負荷時，其他的人真是措手

1.

7民國七十六年正好是第二個修
踏上另一段在異國修學的里程，
成

回憶民國七十四年，高雄紫竹
學目所發生的一切，雄事隔多年

林結金第一屆「佛學研讀班」開
7仍歷歷在目。

那天清晨四點鐘，明迦盟(見詩
、見弘、見憨、白無譜法師，也
香w
尤寺前往台北拜訪練教授，語
教一週內我們將到韓國佛教教育
參苦的有關事項，預定傍晚六點
半回抵精舍，主持開學典禮。
緊湊的行程令我們一分鐘也不

敢耽擱o日正當中時八付，我們趕
搭上國光號直達嘉義，準備白嘉
逢周末，嘉義車站擠滿了人潮，

義轉車回高雄。因正值暑假，又

野雞車漫天要價?平素節省的我
們，捨不得花一大筆錢搭乘野雞
車，熬到五點，終於擠上南下的

-呂。同且「出〉財主鬥尸開后士發

會有此行實在是因緣際會加速促

的修學進度表，以十年為一階段

能善巧地主持開學典禮

師課鈴仿不忘與留美的字佛青年們

師而言，但憑官方一紙證件的驗

•.

Lo也因此我暗自期許著;但願
精進不懈，有朝一日能走出三界
生平第一次來到這片「水月光

7

陳志生王嘉鴻

黃鷹徊局莊愛華
張南得主套文

蕭錦殊高清象
柯俊安朱明德

李秋娥施文惠

王伴楊蜜村
參佰元整;

界各地不同的人種

廣的家園

們的開國英士們何以能具這般遠
見?他們的子民如何建設這片寬

光輝」的國度，我震攝住了

不及，陣腳慌亂，再也發揮不出 萃，鏡花燦然，煙雲任意，萬里

李梅月

本寸吳足恨
肆佰元整﹒.
林村峰林錦龍
陳漢煌郭芳美

•.

莒兇號快車，、心裡急得像熱鍋上

的時蟻，任誰都知道再急也沒有
用，除非當下可以掃翅飛回精舍

充分互動的功能!
誠然，宗教的淳浮寬厚是帶給

梁恩嘉李沈達
葉淑麗胡榮盛

歐詠琴閩娟華
盧貴莘黃婉菁
侯明森毛丁茂
吳幸芬來奎融
劉注音春練切

郭瀑生葉金川

賴彰能 吳錦聰
林吳栗
謝宗哲
江山久土 張蔥華

元社會，宗教師如何養成「安己

社會人心安定和樂的動力，但面

班莒光號快車慢條斯理地逢站必

江良望

U4d有
E只
J

叫叫口何 ?UW

本寸進南

黃光孝黃玉疋
林能談一祭鴻儒
無名氏陳寸源
伍佰元整 f
董瑞西董若玫
徐竹慧徐竹賢

果斷地作了個決定||趕緊下車

在二)赴美探說明迦法師(前排

陳和民

顧秀古

右回〉時?典音沌的愛淒雇主們

貳仟元整;

謝麗蘭

錢棟美
黃金玉

合影。

許A
別孟貞

石寶珠

董燕速黃金志于
黃資婷

王仙背棄學 城

張鈺奉李月里

吳婷嫻至阿細

2

...
-.•

停。好不容易提到左營站，明迦 對今天日新月異，充滿變數的多

.看尤尼僧函、方丈悟爾法師(品的排
口不巧的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

奧界教饒、區{學獻賣學研其將偉準，區(曾罷了到茁師注，後

壹仟貳佰元整:

..

1

•.

追隨兩位師父一起修學。
個人在出家前，曾擬定出家後

••

:個一本只顧心的師法，這淤僕侯，學修美旅-

。管香與哎熱的獻喜事教為心深真
(按者編)

nf

玖佰元整 -a
郎依恩
捌伯元整:
楊芳玲謝春芙
陸佰元整:
陳俊銘陳俊郎
陳俊維主娟燕

.•

0 獻貫的多史做類人封法佛諜，皮申倆口 f曾針健

黃德欽吳翠鳳

.•

.•

9 業志的「會社代時鎮函，度制區倍全健於力致」著抱懷

陳蘇水蓮
紀余寶裁
鄭周丹桂
何明士口李 彩 修

壹行元整;

..

生學{虜的腳杆羹旅始闊，年六+七於，師注迦明園僧尼史番

了我對於僧團組織管理的思考方

最犬的幣發。當然這鬥課程也給

(卜一承第二版)
出輯、心八刀子?在一次次喚闖出離
悲心 5小斷鬧出離非心、心覺熙、透
稅 F9 童一重煩惱的堅冰 9逐漸轉
化為柔軟的菩提水?我慢慢具足
向:佛教正法要常存世間需有健

觸目所及的事物都在變動的時候
，唯一不可改變的?就是要護存
「發心思惟修誼」的正念，這是
修學「企業管理」課程，給予我

?也改寬了修的擎的領域，任每個
全的僧圈，僧團需建立在三口於

信心?將急促的步伐放緩、踩賞
來知的細胞，恣意地淘篩吸取。
佛制、僧事僧治」的現代化僧伽

、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內明

!益于嚴經上說:「菩薩為眾生而

」菩薩道是多麼地偉犬、艱鉅啊
且于」?是的，為度眾生而學!堅

2 月可可

強的信念策勵著自己不斷地從聽
、說、設、寫中，增強語文能力
。事實上我對語言充滿興趣，只
是年齡稍大了些而已。
另一方面，華州的學校均是採

制度上ilzi掌握佛陀建僧的精神 ρ立即可汁
EJ 制，一年四個

很感謝來自於佛菩薩永恆光萃
的至攝，使這行研途中的困頓?
7

灣應於當代乃至未來的

笙握變局

9

創造一個有利於

9

降了;人類的創造力也在三十二

，但曾發生轟動全國的印度教騷

春的風光，不像聖路易斯那般奇

吐，著寶苦悶，很想搬出公寓，

。在這裡，我可以盡興地配合著

快，理由很簡單:這是一個道場
法器引吭讚諦。那時我便想，如

與寺時，即有一份如魚得水的暢

耶誕節前後，當我掛單西雅圖法

西雅圖具有山明水秀，四季如

雅圖可以考慮。

住到仕宅區的zozm巾，奈何錦囊擾事件，所以對宗教傳教士特別
羞澀，付不起昂貴的房租。那年
敏感，只得放棄，最後只剩下西

時，接到來自僧圈、師長、朋友

在這種極待磨練的語文能力與
緊迫盯人的課業壓力下，我總覺
得自己像個被了帥的人 9加入馬
拉松賽跑，儘管前面總有一大段
急須趕上的距離，但我終究是勇
敢地跑完了全程。在到達終點站

寒無比，對來自亞熱帶氣候的我
倆而言，只在衣著保暖的購置上
，就是一大解脫。它是北美州西

們的祝福、喝朵，剎那間，多年

諸法師爭取進入的學府，更何況

頓大學教育研究系所，一直是見

難倚』'修行是『細水長流』的

我們將客廳佈量成小佛堂，用來

本的生活而言，空間是夠用的。

o的公寓，就某
一個 QZIUE--o己

事，這份持之以恆的毅力，不也
是精進累積的成果!L
課業壓力下的啟示，令我驗證

北地區的首要大都會，州內華盛
立的。

美青佛教會便是在這個動機下成

蟄居異邦「昨夜西風凋碧樹，獨 果能提供留學僧軍靜的空間以及
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愴然， 行門共修的場地不知該有多好!
在滿含感澈的熱淚中消解了!我
「畢竟我已盡
禁不住告訴自己

，每一期平均是十週 9全職學生
一期至少需修六個學分，採完全

和原則，考慮歷經二于多年時空

引導我准二步體認煩惱與菩
的遞戀

轉化成莊嚴生命、晶瑩光輝的理

它文具備了「人和」的因緣!前

1.

美國是個崇尚自由、尊重人權

心盡力

的專利品?它的運用範圍可以小
自個人的存活，大至一圓的興亡

乃至整個地球的贊異，凡是與

B

先

你我休戚相關的一切事?只要你
的學習能力?在二十五歲時達到
願意經-由「思惟修扭扭」?洞察機 最高峰，一二十五歲之後便急速下
便急速走下坡;而
7

幾
o

個月下來心中塊壘積壓，不能傾

情況迫使我們每天際若寒蟬

l

家，是每個留學生都要面對的問
題，坊間已有不少有關「留學生
活甘苦談」的書籍出版，這裡不
再贅述，僅就個人經驗裡'美國
最令人稱歎的「法治精神L，略
述罰款買教訓的一、二則:
在聖路易斯時，有個週末，由
見諦法師駕車，往南邊的郊區行
去。為的是認識環境，順便采風
。我們把車速放得很慢，一邊流
覽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城市風
貌，一邊熟悉路況及交通號誌
o

一路上，凡遇該右轉的，我們就
將車子駛在右轉的車道上;需左
轉時，就轉到左轉車道，等候左

內不少大教堂，仍舊保有中古世

體。州規立會一需有五位當地公民

持，美車間佛教會祇圈寺終於正式

有序地靜候綠燈亮起，見不到如

交通之便，再加法師憨藹，人們
到中國城採頁，總不忘要去上個
香，因此人潮是不少的，它是為
信眾信仰而設置的，這對於留學
僧需要有學靜的靜修空間和完整
的時間而言，並不很相宜。學僧
所需的住宿，除離學校不太遠，
可認真修學世法之所長外，宗教
靈修生活的提練更是不可少，因
此，「它需有學僧交流、研討功

隨在我們車後

師突然發現:一輛警車閑著燈緊

威與公信力

法與寺在西雅圖的中國城，託

成立。

台灣的十字街口，只要黃燈一閃
，就分秒必爭，加足馬力向前衝
的驚險鏡頭。週末的街道充滿人
潮，逢有行入過馬路，車輛停下
來讓行人優先通過，竟是如此稀

課的空間，又要容易獲得僧團師
長的指導!」憑著這份藍圖，最

壓力、語言隔闊，無分出家、在

答:生活文化習慣的差異與學業

鬆平常，我們不禁疑惑著
「這麼大的交通流量，為什麼

後在僧團養才、育才的決策之下

會祇園寺的會址。

如今祇園寺的角色功能已從以
留學僧青年修道修學為玉的設想
，擴充為僧團海外發展學街的交
流站。為圓滿三寶久住於世的宏
顱，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僧青年於
此進修，更希望有心的護注大德
們，正視佛陀教育百年樹人的志
葉，能鼎力護持，捐輸共助。

，也無中國佛教團體(註一)

問:中美文化立間存在著許多
差異，您認為有哪些可臥
提供給我們的社會作為參
考、借鏡的?

該州只要兩位當地居民即可立會

，囡無法具備因緣，只好作罷。
波特蘭是奧瑞山岡州的第一大域

轉的綠色燈號亮起，才緩緩地駛

學法師悉心關照人事?賞梅兆愉

i法與禪寺的珍貴經驗;文蒙光

法不同，對一個人生地不熟，又
不譜法令規章的外國人而言，基
於主客觀、內外在因素的考量，
我們會大費周章地選擇我們需要
什麼樣的這場。就以我和見諦法
師先到的第一站萊說，聖路易斯
是美國開發中西部峙的一個門戶
，會擁有過美國第一大域的輝煌

囡寺。

﹒紫竹林精令寶牌服建茱設計師、，
之審
一慎選定了科克蘭市的一座基
h 夫青佛教會、北督教堂，就成了琨今，美主同佛教
高山青仇儷，參亨

的事。但全美有五十州，各州州

因此成立教會可以說不是件困難

」我給自己打了分數。

自動、白發、自治的學習方式。

問 我們都組進法師在西雅圖

割立了美青佛教會，譜法
師說說它創殼的因緒， NM
及其備的功能?
些問;美青佛教會祇園寺的功能應
是多芳面的，但是以提供留學的

依照法定程序向政府提辦即可，

，提供他個人創設美雅佛教會

僧圈體制。因此在傳統的管理方

P

兒常敲擊著我;「是什麼力量椎

上。過十字路口，只見大家從容

台南縣佛教支會理事長心自法師

烙

業倫理學」(∞立的言的凹的
H問
ZG)

誦經、拜佛、打坐。美齒的木造

歷史，如今已趨沒落，當年開拓

其是放在「發心思惟修證」的陶

日定課「葉」的壓力!時

房子隔晉設備寄差無比，每當我

;目前份無中國人創辦的佛教閻

紀的規模制度;華裔約有兩萬人

7

動自己，如此精進不懈地專注在

點五歲之後

寧;而當我們向公寓經理抗議鄉

們輕輕地打小木魚，敲引蓉，擊
地鐘做早晚定諜，即招來鄰居的
抱怨，指那是怪異之聲，有礙安

「企業管理」並不是行一商坐賈

己也有利於人類未來的環境，這

我早巴遠離這兩個年齡。整整約
設立「階段目標」學習的重要|
有一年的時光，在課堂上的聽寫
|若能把我們的一生分成幾個階
說一一讀一直很吃力，有時候，哪怕 段，為每個階段設下截止日期與
只是個輕鬆的極語笑話，老美同
必繳的「課業」，而後以「留學

鑄功夫中因為任何新觀念、新技

在聖路易斯的那段日子，我們租

就是「企業管理」。它的重點尤

生」面對課業壓刃峙的精進用功

『精進心易發，長達心

巧、新決策的創發，都是來自於

學早已笑得前俯後仰，而我只有

立體音響，我們少見多怪!這種

家的搖滾樂排山倒海，震耳欲聾
時，經理卻不以為然地認為那是

中事。

所作皆辦」的把喔，也愿是意料

時質樸保守的民風依稀可見。州

學習前人的經驗、心得之後?再

勁兒，主回應此生修道歷程，那
「發犬乘心的。

無注應用自如地驚駭語言的苦
t

書堆中

過;若需直行，就保持在直行道

、講求法治的國家，任何人都可

提不一一的真理。

。學期當中，無法趕上學習造反
學生自行負責，教授是不會同情

法師及時休假銘息，士閥門卒，前往?
參或無法如期繳」父報告，都得由
加明逆法師的畢業共柱。

到日月無光，中國留學生在美求

你的。因此上起課來，總令人感

身為現代的行牌僧，我抱持著

虛敬的心，飛越千里，尋師訪道
-E

了應付，必須先做補強。記得還

僧青年解門、行門共修的場地為
主要設想。
聖路易斯密蘇里大學是我和見
前法師在台就申請的學校，因此
也是我倆初抵美國的落腳處。覓
訴法師隨即進入密蘇里夫學教育
研究所，我的語言差強人意，為

/編輯組

悶的一通過!那麼，面對生命捏「

學平均每夫花十幾個小時，翻菁
、查字典是家常便飯的事。

業』力長期的壓迫和激揚，猛一

居士及玉石麟先生排除萬難地護

以在它的國度裡結社立會，只要

通常教授在上課的第一天就把本

呈顯現代

9

，我們如何截長袖短

學期土週)的進度表、上課方

式與現代管理精神的兩相對照下
式、學習目標、應繳交的報告、

但可以

評分標準等等，發給學生，約法

9

修學昕一程中 7我們不可能沒有
煩惱?更無法逃避煩惱
化僧閣的管理模式，這是一個健

無異

雪片)帶

三章之後，就是學生自己的事了

全的現代化僧國應有的思考。

伊文 583

碩
f 士學位，尼但因代表
﹒咐我再h回

肯定的是:在轉煩惱、開智慧、

1

造就菩提正因的當下 9就是錐練
這力，增長道心的時候。因而學
習「珍間、善符生命中的煩惱」
。是行榔僧所要讓形壽受持的

53

州州口長九零主修的古巴叮叮年

答:。如一個行腳僧而言，賽時九
臼亡的JU印的的》丘吉主一旦旦

是一銷毀富的現代知識大宴。從
百三川 252

第一門課「組織管理學」(。可

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語

知識的寶殿?但現實的挑戰是下

回頭?這不也是意志的自我鍛鍊

這種使用第二種語文的讀書勁

文的適應倍覺數卒，根據心理學

?常一玄

的落幕?好像整個課程都是專門

給我的第互間包直到最後一堂「企

關

者的實驗報告:人類對於新語言

雖然滿懷歡欣地踏進這座現代

..

行

麻風了生苑必有份矣!再不然，「

為我的需求而設計似的。

4)

•.

乾瞪眼，尷尬苦笑的份!
楚，常令我想起

菩薩行者必須侈的半立明!i因的

沒有塞車，及人車糾爐、馬路不

堪負荷的景象呢?L
「設置了相同的交通號誌'為

」
7.

什麼在這兒號誌卻具有特別的權

車子駛進郊區後不久，見請注

1

她鷺呼道:「我們大概出事了

「我

道閃紅燈要完全停車!﹒ ;」見
諦法師向警察先生解釋道。
(下轉第四版)

「我們是剛來的留學生，不知

，您沒有完全停車再開!L

，剛才××十字街口閃著紅燈時

們都不知道，我只好閃警燈一本意

已經跟了你們好一段距離了，你

先生神色嚴肅地走到車旁

兩個人乖乖地守在車內，警察

「這怎麼可能呢?我們規規矩
矩，慢條斯理地問過來，他一定
跟錯草了!」我緊張地回憶著剛
才行車的情況。
「還是趕緊停車吧!我剛通過
路考，印象還深刻，遇到這種情
說，停車後不可下車，否則警察
以為我們反抗，會開槍制伏
1.」
見諦法師說著就把車靠邊停下。

!L

美

加上自己的思慧而成。因此?當

我們的社會組織、教育制度、生
…
A-x
偉、一門、育、樂萃，凡是

活型態、工作方式三一起至全部衣

.•

•.

..

5)

旅
••

喝

1

」

上了法庭，法官白會給你公平的
判決

況且立是自己的同胞來負責，不

了，工程依舊沒完，不但許多是

。一個月、一三個月、六個月過去

人質不知天算，偏偏出了問題

會有問題的1

漸明白在法治精神的黑陶下，美

材、施工不符合法定標準'無法

住在美國的日子久了，我們逐

事無大小，凡感到不公平，他

?而且連聞工的手續也從頭就沒

取得州、市政府的完工使用證明

9

闊的老百姓特別喜歡上法院訴訟

己的權益，不論對方是官蒙、上
月己的現場

0

後來知道類似這種案件，在華

?否如黃鶴。

有辦理。無奈承包商又逃之夭夭

們就會依法，力爭公道或爭取自

2 昌市、的口

司或者是父母師長。電親上也天
天有「

9
才算

須有公證人在場。」
「工程每完成一項，須請市或
州政府相關單位檢驗合格
白兀工 o 」

這一趟「入境隨俗」'「初階
法治」的學分賀，賞在是夠昂貴
的了!

去國前，雖曾閱讀過，也聽過
有關美國崇尚法治精神的描繪，
7

但總是霧裡看花，隔了一層，現
「上廁所要排隊1.」

在身歷其境，終於逐一領教

53ZZHO

「買張郵票也要依序排隊1.」
「到餐廳吃飯是
寸巾的問血卅巾恥!﹒」

什!」

「到朋友家必先主白宮臼惡。三寸
「范3

每天高速公路上飛奔的車輛何
其多，遇到意外事件或尖峰時段
塞車，大家不慌不亂地耐心等候
;沒有人將車予間上路肩;也沒
有人衝鋒陷陣似地把雙線道變為

7歸

三、凹線道，最後擠成一圈，誰
原來，他們的法治好，除

也行不得1

以人之尊卑長幼為第一的思考還

人平等，因此任何芝麻小事，都
可訴諸法庭。這種就事論事，不

則事實上也一時無從一一教起，

出面制止，新華僑一則無知，二

僑」。雖然不應該，可是沒有人

是「老莘僑用這種方式教導新華

「守法」已成為他們的民間文化

轉播節目，告訴你在法律之前人

輯，與我們中國的「平輩之間當

功於設想週全、制度好之外，最
可貴的，還是大家都願意遵守，

一上承第三版)

人圈子裡時有所聞，大家都認為

「有駕照的人是沒有理由說不

之一。「無規矩，不能成中力圖」
;但單向的三申五令徒使注規僵
化，如何才能將「守法」的精神

就如同啞巴吃黃連

，白然活現在日常行持裡，成為
ii

向來習

只好自認倒

楣

7

實在是大相逕庭，我不禁深深佩

慣於使人不依注的「人治」'且

生活的必需品 7 「將人恆的光輝
與尊重揉和於法治精神中L是我

華人的心理習性

服他們在祟法治、尚且〈訟之中，
對於「依法不依人L的執持。而

好簡成性，凡事力求多一事不知

們未來要努力的標空1.

們住宿管理的需要，需進仟局部

勝其頃，更遑論上庭訴訟了!

?面對一大堆繁文規章，己感小

0

另一則難以忘懷的慘痛經驗更使

少一事，尤其初入這個法治國家

改造工程。根據「貨比三家不吃

祇園寺原是座墓替教堂，因我

我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異。

9

不可犯上」的主倫庭訓?

有任何問題

9

禮讓

知道的!這是罰單
。可於×月×日上法庭申訴。我
一要執行其他任務去了，再見1.」

警察先生面露著微笑，不由分說
一聽到「上法庭」，我的心涼

地便將罰單也窗口塞了進來。

對簿公堂」是件駭人陳闊的事，

虧」的道理，講了三位此地的華

從小接受的教導中，「

非萬不得已，絕不上法庭的。「

因有一二 抖減少因語言障礙上的

僑來估價。當時決定請老中的原

9

為向這件芝麻小事，就得上庭去

了半截

對簿呢?更何況我們在十字路口
有停車?只是沒有完全停車而已

問﹒請您談談儕教在美國的弘
揚概況，以及未來可能的
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做哪

法規，日愛護同胞，製造就業機

發現:「是人的活力與智慧，使

，個人並未做這方面的研究，無

答:有關佛教在美國弘揚的情況

方面的努克?

會給自己的人。結果，選擇了一

得生麗的法規起現行，發揮其保

溝通困難，的不語此地寺院改造

家最低價的公司，簽約承包，而

法提供詳細的資料報告，茲謹就

滿腹委屈又不甘受罰，於是見
諦法師找幾位老美朋友申冤，結

護功能。熟悉注規，依循法規，

出一蘿僅由外表形象，到內在思

注目禮，就如同外星人乍現地球
一般;堅按著便會有人趨前，拋

少奇異的眼光，不約而同地行著

校園或任何公共場所，總會有不

象特殊，所以，不論我們出現在

域、老少之分的。由於僧人的形

人類的好奇心是沒有國籍、地

且「保證一個月內完工，否則可

諸事L1.也終於清楚此地:
「故是或新建教堂的注視最嚴
7
與學校設施安全標準相同!」
「發話工程需謂有執照的承包
商，而且需保留一份承包商的執

照副求，以備不時之需!L

「軍訂合約前，必須詰律師詳
細過日合梢的內容;簽約時，必

」

想的問題:
「請問您這是什麼髮型 7 」
「為什麼您的穿墓和我們一般
7

「佛陀與上一帝有什麼不同?」

人不相同

7

」:

「您為什麼選擇到這個基督教
更甚的是，有人吹著口哨，大

的國家來留學呢

聲呼嘯，故意與您擦身而過;有
人則要伸手摸摸您的金剛頭也

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中，除突顯

的學術地位;有的則以通俗的佈

大學教授的資格，提昇西藏佛教

與制度的平衡發展，
僧人不可再像山林時
期的佛教一般，與世隔
絕，孤芳自賞，應加強
群體的律治精神。誠如印
順導師在「教制教典與教
學」一書中所下的針眨

更需兼顧佛教義理

時代，正注的流布

，而他們已經開始播種，邁開大

教方式，運用幻燈片、錄影卡帶
、雜誌廣室等傳播媒體，讓美國
人認識西藏佛教，發心修學佛法
，並認為西藏佛教是最接近佛陀
本懷的!「讓西藏佛教成為美圓
本土化的宗教」是喇嘛們的犬行
顧。這是一條漫長、苦海的道路

至於中國佛教在美國的弘揚就

步了!

實行

il

『學以致用」'惟

「出家學佛，一定要求學，
求學一定要有用，要有利於

其功，因此，僧人更應以謙遜

有『學以致用』才能向『學無
止境』邁進!」環視層出不窮
、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只憑
傳統的慈善救濟，已無法展顯

和普及了。古來西域的諸大德，

，使得中國一度是大乘佛教最興

，旦僅止於第一代

、實質的回應!這決不是每個

找解決之道，才是具體的關懷

人都能做的，但確實需要有人

，根據多位跟隨西藏喇嘛出家的

了嚴謹的修持訓練，及專業教育

而西藏佛教的僧人從小就接受

，吸引不少人信仰白式禪佛教。

促進人類幸福和平的，不是用來

人類的關係，因為「宗教是用來

懷佛教未來，思考佛教與全世界

治的現代化僧伽制度出發，多關

外，應從建設合於佛制、僧事僧

部份要用佛法的真理去揀除它。

部份要用佛法去貢攝它，不好的
物，但喇嘛們都學有專長，能說
多種語文(有不少是以雙語或多

。尤其處於當今急邊多變的資訊

這從「菩薩需修叩門早五明」中招待知

、重修證，但卻不排斥世間學，

學佛法 L

一一在二:印順法帥，「談修

制制設法吠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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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去做，它是值得用畢生精力去

育，很自然地浸淫於基督教文化

耕耘的!

然，有幾位具灼知遠見的長老們
已開始學劃進行，但我總覺得年

傳，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雖

，拓殖於斯士斯民，令共永續相

如何把博大精深的中國大乘佛教

之作，何止汗牛充棟?我們今天

古佛衷L歷代祖師大德嘔心瀝血

「慧光不返斯土照，誰慰殷殷

的文化神洗。

、紮根，實在很難長久抵擋此地

上看起來熱鬧非凡，但若無轉型

裡?無視傳統的中國佛教了。因
此，中國佛教在北美地區，+表面

0

至於第二代

華裔，在美國土生土長，接受教

差異，教化對象仍以亞洲人為主

北美地區創設的這場雖多，但大
的學習態度，開放心靈，充實
部份受制於譚一一昌、生活、文化的 現代知能，並關心社會脈動，
主動積極地回應社會問題，尋

歷盡頭辛把大乘佛教根植於中土

盛的所在地。今日中國佛教前往

﹒參加北美西北地區佛教聯今會'
不若日本佛教或西藏佛教的深入
血叫議佛教如何在北美地區傳播。

出家形象的特殊外，也說明中圈
佛教在美圈是有待開發的，套句
企業行銷的用語來說:「這是個
極具潛力的市場。」此外，更提
醒了僧伽弘傳佛法使命的沈重。

了養具堅固的道心、健康的體魄

慎地規劃自己的修學生涯!|除

謹

在美國，一般人認識的佛教，
是日本佛教或西藏佛教。日本佛
教早已採西化政策!|運用基督

美國比丘尼表示:西藏佛教引導

勸說世人皈依信教的」(達賴喇

輕一輩的僧人，亟需有共識
教傳教方式，致力弘揚碎的思想

的修學次第，具體而且清楚，從

嘛語)。

「為了教化世間，對於世悶的

格函、仁波切到喇嘛都有一定的
講求實用的美國人來說，博學多

修學內容，不可隨意鐵等。對於

一切學間，等到確定佛法的知見
，那業也要從旁知通些
好的
是他們所嚮往的。居辜百西藏佛教

能又具有實地宗教體驗的遺風，
在美國沒有任何金碧輝煌的建築

語弘法的)。他們有的透過在各

」(註一一)誠然，佛教強調智慧

大學府任教、不斷著書，來取得

僧圈，任都毀。

，後返回香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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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圖個年6月獲茁帝大學

﹒民茵河年旅美修學，對美
膏儉擊最醫生甘

-R圈 m年任書光寺監院

聚僻學院

注飾創辦香光昆

﹒民國的年協助心志、悟因

彌足首

三岫幢大戒，任沙

﹒民國師年於新盟軍甜甜鐘琵

先尼僧圈修學

食學
﹒民寓的年披剃於臼聖E
座下，後依止番

﹒民國相年生於台灣省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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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到的竟是幾近相同的答案;

曾有人建議:「
7

一個月之內即可完工。

師

一「一

明迦較深切的見聞與大家分享
在比價之前

應當上圖書館或市政服務中心，

切實了解改造的法規，以免上當

借閱或諮詢有關的書籍、影帶，
斗後悔莫及1.」當時我們頗不以

9

為然?因偽造只是一件小小的改
造工程

在台灣，我們已有過建築經驗，

法

。彩今父神院古主與，院道修

經此棒喝才略然醒悟?我想，
要社紹這批不肖之徒?不令有機
可逞，根本解決之道就是「不畏
其煩」'熟悉注令，於是勇敢地
親自到市政府去查個究竟。在市
府官員和苦的解說下，我進一步

6

解

明

「家之羅侏聖」圖雅西訪參師法迦明﹒

就如同學戒、持戒才能圓滿成就

「『罰款買教訓』?這就是你
的學費?以後你就記得十字路口
閃紅燈處，要完全停車後再間，

「我們的交通號誌非常清楚?

而且是先到的優先通行。」
只要你熟悉它、尊重它，就不會
且又出1剖」

9

「即使是州長大人違規，還是

迦

組輯編/

訴之於法庭L1.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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