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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輕輕拂去我們靈台
當我們與這些智慧雋永的話初遇時，

常有一份沫殺我心之成使嘗試芳記錄下串串，
開啟一份新約契機1.

希望它為生命添拉一段新的智慧，

也不會有成就的。」

'這麼多心血，不就等於白費了嗎
?如果對事情老是漫不經心，永遠

!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在傲的同

「我們凡是做一件事，當我們下
好決定之後，就要細心觀察如何做
時一定要嚴苛自己利益他人，這樣
不論做什麼事，都可以結到緣，做

。」

內護者|出家眾;對於外護的在
家居士也應該要觀照鼓勵，這樣可

以便一位初發心菩薩「未生書令生
，已生善令增長」﹒更加堅定對三
賽的信心，這就是護法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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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大般一丹

思惟、思惟!可
山風吹得遊人碎，

妨將一句話提起來

的人還是不少。若
想打瞌睡，大家不

…方才靜坐時打瞌睡

到事也真正地培了一禍。」自淳記

蓋扎
----口

遠遠地就聽到，心師父說 「趕
M
緊去叫見沐準儷針藥﹒﹒好幫李先生
在床息了

打一針，見鵲|!你趕快去請李先 叫莫把此湖當高潮」
得把

叫靜證寂然ii想想

常住為我們突頓了
身心，我們竟安於

脫了，所以才會把

現成的聲一亮|ll以
為出了家就究竟解

這個念佛打坐的好

…時光，誤當為打時

時間!其實我們的
大事未辦，生死末
了，此身猶在娑婆

間，要負責醫療的師兄為他打一瓶
m撩撥撥撥撥撥撥巡講撩撥撥撥殺始終來
三口同蛋白。，好讓他恢復透支的體
力。很多師兄看到迢迢景象，都說 …心師父常說一句一話「我什麼都不
…會，只會 A
全心佛，給大家泡泡茶、掃
「心師父的慈悲不只是照顧出家弟
掃地
。」聽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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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是目前吞光寺建築工程進
入最後一期ll整理內部工程的工
頭。他很有善板，也很喜捨;他常
說 「蓋佛寺要堅固安全，不可馬
虎交差了事，因為佛寺耍一議很多人
來信佛，拜佛求平安」。因此他非

草買力的工作l|早上他總是第一
位來上工，而下午卸是最後離愣，
整天看他上上下下忙得團團轉，一

l_

…中，吉德可大事未
工作的態度，使得師父很感動，
清晨，開靜的機了，如喪考悅」我
一方茵怕他累壞了，一方面也要我
…一寸響了，悟師父以們卻在這裡瞌睡，
們去鼓勵一位發心菩薩;於是師
父常用中午休息或傍晚下工後的時 …低沉的口吻說 「怎辦?-

揮手下如何進行工作;由於他努力

會看他洗石子，一會又可聽到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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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要記住「心總要與道相應
」，則自然法喜充滿。否則要到什
麼時候才會有「飯自由著而沙子流下
去」的廣大神通呢的μ」
要是大家時時心存供養，三輪髏
空，在語默動靜舉手投足間，行者

人歸禾是猶身 丘匕

.....

的心態自然流露無遣。白品冊拳錄

為什麼你們做事這麼不認真呢?難

..

精神。因此我覺得

領執事就是要

父的表現正是一個佛門弟子的護法 …

菜，搪塞敷衍也是-Ge-E

做了，用心調理也一←又 J

乃至現在在香光

寺鋪父不也是這

l

照顧這群

頭師的辛勞，從一功，對於飲食從不 含糊，我們一定要一隆必定指日可待，因為所有的行者都
位小小的種子落地留心。大寮的同修 重視因果!」一能夠「寧為佛家奴」。

，行者的衣食要三，要貫注多少血汗 麼是造業?大家心一的成長。師父對我們的教育並不一
常不足，有得吃，，經過多少個日于 里都很清楚。眾生一定是透過昔日譜表達，他日常的一舉一
才能收穫，我們 畏果，菩薩畏國;一動，都已清楚地告訴我們﹒.在佛門中
9
就很好了;但在菜
呆豐收期也不軍在怎能不珍惜呢?」在佛門中儘管是二只要我們肯放捨我們的身心，道業一
件小事，也都不能一定可以成就，佛法的延續，佛門的興
一晉一心糟踢，要想到圓「同修們都很用

;什麼是功德?什一年輕不懂事的行者，耐心地等待我們

是做了，霸主運高

仍然秉承著「 -a
不作一日不食」的

照顧好，同樣一主斤
U泳
/ 享有學習的機會，他

，要為大眾的營(
養
仲
4
一
八到這裡共修的人都

元前\慈悲地耍一讓每位來

\吋/ll自樣嗎?如今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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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人將他的身心奉獻佛門，師父…縛，就擔當了興隆寺的大執事，那時
候不論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發心去做
總會盡其所能的去照顧他;而師

這句話我不禁想，
子，連在家菩薩也普及了
。」
…「師父只做這些嗎?」事實上大家
事實上，這就是心師父的一貫
心裡都清楚的。早幾年師父剛出家
作風，他總是看到佛教的整體，只

•.

心師父從大師兄手上接過她們剛

送回來的羅漢掛il兩位師兄在佛
教會花費了很多時間、很多心血所
完成的;就要我試穿，叉找來了熙
師兄要他穿穿看，誰曉得，不穿還
好，這一穿看出了這些羅漢儕缸窄
「
叉短，師父此來比去，按著說

?你自己看看你們身上的羅漢掛，

道你們沒穿過我幫你們般的衣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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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持大眾好修行，不僅要抽出顧佛教的

對

多個問穗啊!穿起來多舒服啊!讓人
看了也歡喜!但是現在輪到你們來
做均是這個樣子的，像這樣，不但
結不到緣，也浪費了物品，又使人

生煩惱句同樣的，花了這麼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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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院說﹒自乃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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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問中無盡意菩薩供養觀世
瓊瑤珠寶，說世一耳目菩薩部把這些輾

福來煮同大又發

i通

轉供養了釋迦牟尼佛，與多寶佛塔
。在這地方我們要如何修行?從事
每件執事，不管是大骰或是客堂﹒

惜起的的養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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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姦枝儘旦旦吃，你們知道嗎
剛剛好沒剩飯，羅漢們感到很奇怪
?悟師父昨天下午才動一個念頭。
，決定明天每人都多吃一碗，但結
妥之庫買些嘉技供養大眾師，不到
果仍是剛剛好，不多也不少。他們
十分鐘?就有人送來了一大冀蓊枝
想這飯頭前有內容戰f因此決定到
?大家要深信只要用功 9白然有護
斗會們看看到底她是怎麼煮的;第二
法菩薩護持著大家 f 」心師父在早
天每個羅漢手裡都抓了一把沙走到
痛快結束時對著大家說。
大寮看到飯頭師li觀音菩薩煮得
悟師父裝著一說 「桌上昀嘉技大
很歡喜，每位羅漢一面上前跟他寒
家燼量川軍你們有沒有想過，作為
暗慰勞，一面一聲不響地將手中的
一個行者若不是記諸佛菩薩的一幅藍
沙子往鍋裡放，心想這下子看你如
?那能飯碗擺出去就有人幫你添飯
旬處理?會不會生煩惱?送走五百
' 過堂用齋且是古代祖師們設立
加湯 p，
羅漢後，她回到鍋邊發現飯中有沙
的叢林規矩，目的就是要大眾乃至
，於是拿起鏟子沿著鍋邊敲說
『
吃飯的時候都沒有打失正念 f 現在
飯留羞，沙于漏下去』'沙子果然
我來講一個故事||飯頭師的風範
屏聲而下，真不可思議，一遷就是菩
。上次的古岡山仰庄見熙師講「典座
薩心也是菩薩的行僅 f 」
師懶殘和尚食殘處穢」'專吃別人
我們能不能顯神通?神通要怎麼
頭「的東西，他一樣可以成就;現
顯?我們每次吃飯有沒吃到沙子?
在我要講的一這個故事是另一種典型 在這地方行者的執事要心存供養，
，凡是看過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要知道我們不是被請來煮飯的歐巴
的人 9就曉得這故事。」
桑，只要心存供養，即使不會顯神
「漸江省的普陀山是觀世一耳目菩薩 通，仍然會做得很稱職 f 當你煮飯
一示現的道場 9有一天五台山的五百
時，也就可以把沙子漏下去，飯留
羅漢到了普陀山參訪，五台山在山
下來 f心要如何存供養呢?一碗飯
西省，離普陀山很遠，而五百羅漢
擺在桌上會先供養諸佛菩薩十方三
這麼大老遠地來參拜，令觀音菩薩
寶，供養大眾師，也布施鬼神;在
非常感動。認為也一該到五台山回可
每餐飯食當中我們依照佛陀的教誨
禮。等她到了五台山，發現五百宗
，慈濟鬼神，我們這樣作，他們也
漠都非常用功，但飯食均不理想，
會感通奉行佛法。
於是菩薩就發願在五台山當一個月
事實上，我們如果深刻的去體會
單音薩的行徑，不難發現諸佛菩薩
處處都為我們作最佳的示範。像並目
的飯頭師學作飯供養五百羅漠，就

這樣每天他都忙得汗流滿面?但心

裡均無比的歡喜。所煮出來的飯不

沒想到煮出來的文
9

中膺，大，了團

要潰有寮供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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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約好，明天大家
9

門要苦請菜成近

1f 可

多不少 3剛好夠五百人吃。一天五
百羅漢突然想試探一下這新來的飯
頭師的功力
都少吃半碗飯

寶的辛，芥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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