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摸索

第一次執掌大寮是怎

麼開始的呢？出家不到兩

個星期，就遇到大部分常

住都外出，有位師兄拿著

兩條絲瓜對我說：「中午你

來煮。」說完，就瀟灑地離

開，我杵在原地，種種的疑

惑、困頓，一湧而出：十一

點半打板，我要幾點煮，九

點、十點？要怎麼煮？多少

油、多少鹽、多少糖？腦中

冒出一團混亂的糗樣，差一

點大喊救命！以前在俗家都

是吃外食，對於烹煮，一點

概念都沒有，兜了半圈，想

找人來支援，卻發現自己連

要請人家來幫什麼忙都搞不

清楚，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有一位師兄發現了我

窘迫的樣子，發心相助、指

導，第一次下廚才得以安全

過關。爾後，師父就要剛出

家的我留在大寮學習。

第一次下廚的經驗，

只能用「無助」二字可以

形容。無能又尷尬的我，

若沒有師兄的幫忙，恐怕

不只是誤板，而是得「叫

便當」了！但正因這樣的

情境，燃起我學習大寮相

關執事的動力。這段大寮

學習的經歷，充滿了挫

折，除了不熟悉運作外，

更多的考驗在於面對人我

間的種種歷練─慈悲與

智慧的學習。

突破

寺院的廚房，是辦理

僧人的飲食，滋養法身慧

命的場所，更是一座修煉

的壇場。在繁雜的瑣事中，

有著時間催促的壓力，不

能耽誤大眾時間。在匆忙

的步調裡，又要達到共事

的一致性，對個人而言，需

要不少身心的調整。

接領大寮的執事，

每到吃飯時間就擔憂起

來，只要午齋的菜色或口

感不符合大眾胃口時，師

香積廚與我

 天期法師
香光尼眾佛學院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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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毫不考慮情面，直接在

大眾面前指責：今天的菜

太鹹、煮得不好吃……等

等，天啊！用齋時間大家

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羞

辱，實在令我覺得難堪！

師兄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初

學者，有必要在大眾前讓

我丟臉嗎？我的內心充塞

了挫折感，更多的是憤

怒！好一陣子，到了午齋

時間，就害怕是否會被批

評，更害怕的是，自己是

否會被這樣的場面擊垮？

我告訴自己，既然選

擇出家，當下師父為我安

排修學的功課就是在大寮

學習，就該好好面對！一

轉念，湧起學習的動力，

買食譜費心思專研，請教

有經驗的師兄或居士，

不斷在嘗試及挫敗中學

習……，就這樣跌跌撞撞

的走著，依靠著種種逆增

上緣自我成長，漸漸在運

作方面累積一些經驗，烹

煮食物的技巧也摸索出一

些「眉角」，而大眾從齋

食的口味中，感受到我的

用心與成長，掌聲與肯定

也就接二連三的來了。

融入一個新環境，勢

必要經歷一段過渡期，當

突破這一關卡後，接下來又

是另一個考驗。修行更是如

此，一個境的現起就是一個

自我鍛鍊的機會，淬取出來

不一定是精華，但沒有這一

道手續就不能說是修行。在

剛出家的歲月就能有點點

滴滴的磨練，與許多成長的

機會，這正是累積自己修道

資糧最好的方式呢！

自己是最大的敵人

受到大眾的肯定後，

信心增強了許多，幾乎每

天沉浸在大寮的那一片小

天地中，忙得不亦樂乎！

當大寮成為自己所歡喜的

工作，對自己要求的，就

不只是把工作做好，而是

在當中想再去挖掘讓自己

增長的方法，並借助外在

的實相，進一步運用在修

行上。其實，最難突破的

不是外在的境界，真正的

課題，是「折服自己」。

雖然大寮的工作已能

得心應手，但遇到法會日

或活動日，自知能力還不

足以獨攬全場，必須靠居

士發心護持才能承辦，也

就需要跟不同居士搭配，

這當中有許多需要溝通協

調的部分，但溝通正是我

最難突破也最需要面對的

課題。和居士意見相左

時，有些居士很快就能接

納我的想法，有些卻需要

一再的溝通，結果也不見

得能按自己的意思發展，

常常令我覺得很無力；但

後來想到每個人背景全然

不一樣，又怎麼可能面對

同一件事有同樣看法呢？

因此想法、作法勢必會有

所衝突，但如何從磨合中

找到彼此的平衡點，是彼

此所需要學習的。進一步

思維，佛法的運用著重從

自己下手，若是自己願意

改變，相信他人必能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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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一分善意，所以先從

自己調整會較容易一些，

不必先入為主，抱持希望

他人改變的心態，反倒不

如思考身為出家眾，與居

士共事之時，是否足夠信

任、尊重居士？抑或會以

法師的身分來要求居士，

而錯失自我成長的機會？

忙碌之中，是否不經意的

增長了「我」的存在？一

心求供養的心情，是否摻

雜了幾分自我能力展現的

驕傲？即便在事相上沒有

當下就能轉換的因緣，但

心地功夫，確實要借著外

在因緣來成就。

經過好幾次的活動，

不斷調伏自己及努力學習

溝通，慢慢的不再那麼害

怕與居士共事，而大眾也

感受到自己的誠意，進而

能跟居士熱絡起來，也感

覺到氛圍的融洽！自然在

行事方面也順暢起來了。

在當下除了有一分自我肯

定外，還長養了自己對修

道上的韌度，生命在成長

轉化過程，不一定都是接

收營養的養分，就像小芽

苗要長成茁壯的大樹，必

定經歷過許多的乍暖還

寒，《維摩詰經》提到：

「心淨則佛土淨。」當下

一個心念的轉化，就可將

穢土變成淨土，我心中的

「香積淨土」，就是這樣

由自己來創造的呀！

在大寮的酸甜苦辣，

不僅止於此，但每每跌倒

時，擦乾眼淚再爬起來的

那一分勇氣與堅持力，並

不斷鼓勵自己，不要輕易

的放棄，也不要遇到挫折

就此停住了，當下能坦然

面對它、處理它、接納它，

縱使無法做到最完美的結

果，相信只要再給自己多

一點機會，多一點時間，

是可以突破過去的，藉此

長養堅毅的韌性，對漫漫

修道路有著深深的連結。

三寶護佑

常住位於郊區，不若

位處市區的寺院，採買較為

便利，光是到市區開車也得

花上二個多小時，平常又少

有香客往來，所以執掌大寮

必須精準地清點食材。若是

庫存的食材太少，沒有足夠

的齋食讓眾師父安心辦道，

還得又跑進市區一趟，打亂

平日到市場採買的時程；若

是買多了，食材放久也會不

新鮮，乃至於需要棄捨，但

一粥一菜都來自於信施的一

香積廚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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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虔誠，實在不得不慎。

但寺院並不如一般家

庭，能夠憑著自己的期待管

理這些食材，可能早上才進

市場採買足夠的量，下午居

士就發心送來一箱箱的新

鮮蔬果，居士們對寺院的虔

誠發心難能可貴，又怎麼

能拒絕呢？因此在寺院能

夠有充足均衡的飲食前提

下，就將不同的食材與大眾

結緣，乃至轉與有需要的單

位，除了讓居士供養三寶的

心能和更多人結緣，也讓受

贈的單位能夠和三寶結緣。

食材多了與人分享，其實不

難處理，只要幾通電話就能

使得這些食材有最好的「歸

屬」；真正讓人頭疼的是如

果食材不夠了，那可就頭大

了！好幾次突然有香客來寺

院參訪卻沒有事先告知，這

可是大考驗！

還記得第一次遇到這

樣的情況，是在某個夏日，

已經在準備午齋，知客師匆

忙來廚房告知：「有一臺遊

覽車要來寺裡參觀，之前沒

有連絡好，日期填錯了，今

日用齋人數多了四十人，還

請你多幫忙啊！」說完轉身

就離開了。聽到這個消息，

我人都傻掉了，四十個人，

可不是要我突然變出一大

鍋飯嗎？夏天的大寮沒有水

深，但絕對火熱！火氣馬上

生了上來，心中不悅的想：

哪來的單位？居然一點都

不知道禮貌，需要到寺院用

齋，怎麼沒有聯繫好呢？又

不知道哪位糊塗師兄，居

然日期還會填錯？又不是小

孩子了，怎麼這樣給我找麻

煩？後天我才要出門採買，

寺內有的食材已經不多了，

怎麼辦才好？一邊抱怨的

我，一邊東翻西找，除了一

箱關廟麵，要煮個大鍋麵，

居然連幾顆高麗菜都沒有，

實在心裡發慌，內心的抱怨

指數也逐漸升高。

「不行！」心底冒出

聲音，我怎麼會暴躁成這

樣呢？過去在大寮最令自

己感到歡喜的，就是能夠以

齋食和大眾結緣，出家所學

不足以法利益眾生，但卻

能以食物供養眾生得一頓

飽，與佛門結緣，不是自己

的期許嗎？我在意的是沒有

豐盛的食物供養大眾，面子

會掛不住？還是我真的沒有

能力讓大眾吃一頓飽呢？一

手燙著麵的我，檢討自己的

念頭，唉！真是缺了一分修

行的心啊！這麵燙起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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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沒配料，淋著醬油也總

是一分清香和供養啊！如此

轉念後，就一邊燙著麵，一

邊祈願自己能夠以這分齋食

和受用到的居士結緣，希望

有能力時我是以法作為供

養，至少送上一分祝福，寺

院有大悲水供居士飲用，

我何不持大悲咒來煮一鍋

「大悲麵」？

就這樣一邊持咒一

邊攪動著水中的麵條，心

中怒氣與燥熱漸漸退卻，

轉來的是一分自己心安理

得的清涼，因為自己是全

心全意地想要為大眾準備

一頓能夠飽足的齋食來結

緣的，所以在已經盡力的

狀況下，所煮出的齋食就

是最好的齋食！當麵準備

起鍋時，有位法師抱著一

箱的小黃瓜來到大寮，告

知是有居士剛送進來的。

啊！剛好！正好把鍋中的

麵條配上小黃瓜，就是最

適合炎炎夏日的涼麵了

啊！看著那箱小黃瓜，心

裡無比的感恩，想著這是

護法龍天帶來的禮物，知

道我第一次面對這樣的

場合不會處理，就來「友

情贊助」。當天中午的午

齋，靠著這大鍋涼麵，加

上一道簡單的紫菜湯，卻

使不少居士驚呼，原來簡

單的素食那麼好吃！感恩

法師們的用心。我想，其

實當天的齋食算來只是普

通的菜色，應是居士們平

日吃慣了油膩的大魚大

肉，所以反倒被這種單純

的原味吸引了。希望變出

怎麼樣的飯菜，反倒是我

自己的執取，認為怎樣叫

好吃？怎樣叫簡陋？都是

自己所分別定義出來的。

當晚睡前，我仍到佛

香積廚與我

前迴向發願，深深的感恩

龍天護法的護佑，其實不

談小黃瓜是不是佛菩薩的

加持護佑而出現的；我想

三寶的護佑並不只是外在

境界上問題的解決，我更

感恩佛菩薩在我身心上栽

植的善念，因為學佛，我

能在境界中觀照到自己的

內心，才有機會將不斷造

惡的心截斷，反而能夠轉

念成為善心，這才是真正

的佛菩薩的護佑、真正的

三寶加被啊！

法法相通

在廚房體驗到的，不

僅是技能的提昇，選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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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用功，期許自己的自

信不是來自別人的讚美，

而是如何在忙碌中，也能

擁有像禪修般平穩的心，

同時在面對境界時，也能

用一種幽默感的角度去欣

賞，以快樂的心來迎接，

相信只要心念一轉，極樂

淨土就在身邊了。修行不

在高談深論，而在當下每

一刻所生起的念頭，是否

跟道相應？是否對修法有

益？修行最重要即是修

「心」，心地細微處，都

需要在境界中多磨練，修

行的力道，才得以展現出

來，不是嗎？當自己安立

了這一分用心，常常在做

事當下充滿法喜，明白自

己是藉此因緣作為修道的

壇場，當這樣一分歡喜心

出現時，漸漸心也會感受

到一分輕安、法喜，雖然

身還是忙，可是在當下心

好似跳脫出來，真正做回

了自己的主人。

古德有云：大寮出

祖師！正是應證了能透由

大寮一職成就者不在少

數。有前人的典範，自己

發願繼續仿效古德藉助廚

房為修道的平臺，累積福

報資糧，磨練出心的品

質，讓自己在修道上有所

增進。很慶幸能承擔自己

所喜愛的執事，同時也與

修道做結合，也希望在未

來裡，不論身在何種崗位

上，也能秉持著初發心、

敬慎心，來面對不一樣的

執事，卻是一樣的修道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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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9日（週六） 、26日（週六） 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王覺寬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教授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地下一樓會議廳（台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中華慧炬佛學會南區分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免費講座‧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入座〕 

在浩瀚的宇宙中，吾人以貪瞋癡演出輪迴的故事。有些是可歌

可泣的故事，有些是哀怨動人的故事。我們也許認為自己已經

很努力，自己的故事很重要，其實都只是輪迴中的一個小插

曲，除非能夠揭開生命的真相，才能夠了脫生死輪迴。六祖是

個開悟的覺者，讓我們從壇經中所揭露的生命密碼，一睹吾人

心靈中秘密花園的殊勝風光。

對
現
代
人
所
揭
露
的
生
命
密
碼

六
祖
壇
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