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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圓�的午��轉眼已�去20�個晝夜

了�在�息變�中的疫��⼤家福報俱⾜����

隊�絕對不是⼀樁恰巧的事��期六天的�動�同

組師兄弟的���經�⼀段�間的�澱��不知�

�刻的��對於�段完�不同於�往⽣命經驗的�

光留下了什��

    

    �動���為⼒量——讓⽣命向上向�的改變�發

揮影響⼒�����事可�做�除了投稿⼼得到⽣

命⾃覺�信��⽤法布�利益�⼈���可�在⽣

活當中設定⽬��去練�和實踐�隊中�得的�

��亦可報�【⾃覺⼯作坊】�續�佛法沐⼼�或

報�3/13（⽇）【僧伽⼤學招⽣�明會】��⽣就

實實在在�踏上專�⾃覺之路�

 ⽣命⾃覺�是僧⼤同學的願⼼�和對眾⽣恩的回

報�期�明年的���是�辦單位的其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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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動的�⾏不停�!

【⾃覺⼯作坊】 【招⽣�明會】



    ⼀所學校的發展�和�校理��校⻑的治校�

神�很⼤的關��我們僧伽⼤學現在是�校的初

�段�我�個�辦⼈沒�辦法和你們每天⽣活在

⼀��我只�給你們�神�希�你們�把握��

神�誠�謙���⼒踏實�⼼��⼤�不單為⾃

⼰個⼈�想�尤其你們是僧伽⼤學的�⼀代學

僧�更�把握住�校的�神���經�下去�

你們不�只會埋頭讀書�拚成績��為學�成績

���較⾼的⼈�就�較����竟誰是真正的

⼈才�⼤��在僧⼤�四年才約略看得出來�所

�「品學兼�」�對於⼀個出家⼈⽽⾔�品�學

�兩者之中�「品�於學」��「學�於品」來

得重��⽽「品」�就是⾃⼰的⾏誼⼈格��⼈

     

     

    

我們的校訓「��智�和��」�不只是法⿎⼭

僧伽⼤學的�神��是做為⼀個出家⼈所應具�

的�件�

 

⽂∕��法師     �影∕ 常鐸法師

相��為團�奉�服��為⼤眾��困難��⽅

⾯不⼀定�����很難打���但卻�常重

�� 

     ⼀個出家⼈不⼀定�會��少經��少論�但

⼀定��慈�⼼��為⼈��困難；�出�⼼�

⾃⼰少欲知⾜�少�少惱；��提⼼�為⼤眾奉

��服����都��課�的��來得重��但

並不是��你們上課的��可�不⽤出席了�每

天就在那������廁所�招呼信徒�我的意

思是�你們不�把�部�間都放在課�上�不�

只�書本為重�

     

     

  

    

實踐�校的�神



    我個⼈是為了眾⽣⽽讀書的��是我的�神�

�果你們不是�樣�那就不是法⿎⼭的�神��

諸位把�神掌握���為眾⽣讀書�利益眾⽣�

當��當中�包�了為⾃⼰少�少惱⽽讀書�

�果沒�辦法�伏�惱�怎�辦�你們現在和�

界��的�會不��在僧團裡⼜����間⼀

久����頭�裡就會出現古怪的�頭�譬�你

們的頭�理得很短�⼀開��不覺得怎樣�但⼀

陣⼦��或許會想�頭��是�留⻑⼀點�應該

會�較�看�你或許不覺得�是�惱�但那就是

�惱﹗所��平常⾃⼰的⼼上��⼯夫�當狀況

出現��平⽇⽤功的⼯夫就�拿出來�譬��佛

的⼈�⼼中就��佛�；參禪的⼈�⼼中��都

�提話頭；�照的⼈�就⽤�照的⽅法�

     �果上���⽅法都⽤不上�可�拜佛懺悔�

但拜佛�不���在拜�⼼裡卻在那�⼜��⼜

恨�⼜罵�嘀咕��拜了��久�沒⽤���⼜

不��結果�拜��惱……�拜佛��留⼼��
的動作�⼼裡的�受��是�四��────

��受�⼼�法��關的基礎�學法�⼼不��

伏�就�����較�伏了��再試��⼼�⽤

�樣的⽅法來拜佛�懺悔就�⽤了�

    我曾經�⼀個徒弟拜佛�但�拜了�拜�⼈就

跑掉了�我問�︰「為什�不拜了�」���

「本來對佛�的�覺���但�拜⼼裡就��

恨�恨那佛�為什�不幫我�」�知��拜佛的

⽤意不是在求佛�幫你�����幫你什��

���⼼�⾃⼰求�佛�不�幫你�⼼�

    你們對於「�神」⼆字�了嗎�現在諸位出去

�⼈相�互動��⼤家⼀看很容易就知�你們是

法⿎⼭的⼈��不是依你所�的⾏者服��相來

�識�⽽是從�質得知��種�形中��出的�

質�就是法⿎⼭的�神�我們法⿎⼭僧伽⼤學的

學僧�應��我們的校訓「��智�和��」�

但�不只是法⿎⼭僧伽⼤學的�神��是做為⼀

個出家⼈所應具�的�件�

     �天的�神講話很重��諸位的⼼���⼤�

��⼒�踏實�「不為⾃⼰求���但願眾⽣得

��」��句話就是��的�明�但�句話�果

僅是⽤�巴�是沒�⽤的�它的重點其實就在於

不��是為⾃⼰設想�⾄於�樣的�神是否發揮

得出來�則��平⽇�⽤⼼的⽅法��⾏的⼯

夫�

（講於⼆○○⼀年⼗⽉⼗⼆⽇僧伽⼤學「�辦⼈�間」）



不�意思

     ����⼗年�回到僧⼤�執����受到�

⾃⼰當年就讀�完�不同的校��圍�除了男�

眾副院⻑法師�⼀位�校�就從事僧��的戒⻑

法師��其�的執事法師�是僧⼤��校友；課

�����俱��⾃⼰每學期�會因為課�的�

引⼒⽽����世代��國�的�年僧們�更是

為僧⼤�來⼀���朝�的活⼒��校��現�

元���

    看���的同學們�不論是開⼼或悶悶不��

�們都正⾛在個⼈的�⾏�路上��⼒�從不同

的境界中�索⾃⼼��整⾃我��佛法的��⼀

步⼀趨��朝�成為�傳禪佛���師的⽬�⾛

去�同學們�師⻑的關�亦師亦友�師⽣間�學

相⻑�相互增上��是��師⽗對從事僧��者

的����是當年⾃⼰所期�的�

    ��⼀個��的�會�看⾒同學們⽤⼤紅春�

紙寫書法���已�⼀張寫�張貼在�櫃上�出

家⼈寫的春�佳句當�不同於⼀�世俗�但是張

貼的�句�真是太超乎我的理�了�⼤⼤引�我

的�奇�於是趨�訪問同學�「同學�不�意

思��問為什��寫『不�意思』」�同學很⼤

⽅�回�我�「因為我發現⾃⼰�話太利�常常

 ⽂∕ 常�法師     �影∕ 常鐸法師

⼀開⼝�就讓⼤家錯愕�語或讓⼈��惱��的

⼀年我�練�開⼝�⼀句話就先�『不�意

思』�和⼈説話�互動�相��知慚��平⽇�

是看�不順眼��那不順��⼜喜�評論是�對

錯……真是不�意思�哈哈�」同學�在個⼈�
書裡召告天下�⼀年的�⾏練�� 在同學�上看

到出家⼈的⼼⾏�慚�懺悔得������⽽�

⾏�由衷��喜讚��

    同學��⼤⽅⼜坦�的表⽩�讓我想�《中阿

�經》的�句話:「在家者��不⾃在為��出家

學�者��⾃在為�；在家者��⾃在為��出

家學�者�不⾃在為��」經典原⽂�更細�的

���但是為何出家⼈的��不同於⼀�世俗之

⼈�在於價值���⾏實踐�當⼈�到⾃在��

���常是⼀切順⼰⼼�依⼰意或放縱��的境

界；�常�是個⼈����和放�五欲的�刻�

出家⼈卻��為���⾏是���正���⾏為

來��改變⾃⼰的���改變⾃⼰⾯對環境的⼼

��讓⾃⼰做⼀個�理性��智�的⼈；�個⼈

的���動�⼈��⽽使⼈開發⾃�智��得到

�⼼���出家��的⼈��為���恩�位同

學的�享�讓我在歲末年初之��得到了法喜之

��⽢��頂的�涼�



淨⼟裡的

          三惡�
��⽂∕ ��弟



��⽂∕ ��弟



⾃覺覺�
⽂∕ 演向法師      �影∕ 僧⼤

     

    ��每位來⾃覺�的學員都是�⼀�參加的�

⽽��是演向�⼀�實�參加⾃覺��只是位置

⾓⾊�所不同��想�往�沒出家����之間

看到⾃覺�的影��曾想�參加�卻發現報�的

�間已經�了許久�所�只�把�個�頭放在來

年�只是因緣不可思議��未參加就先到法⿎⼭

出家了�⽽��的⾃覺��點����了�就在

�期的��天�忽�COVID-19疫�⼜增溫了�

⽽政府的防疫法規�增加⼀�限制��在��在

天南��辦�住宿�間上影響並不⼤�所�可�

�期�⾏�

    曾��在2020年⾃覺���的當���位學僧

法師在�恩�享會上�因�惜沒��辦⽽���

原由是在�辦的��中�那位法師可�是⽇�繼

夜�⽤⼼�劃整個�隊的課��容�付出了�⼤

的�⼒��常常是��⼀位�開���室的�可

是��停辦的結果卻讓⼈�法輕易�去⾯對和�

受�

 在2021年則是�了�年的經驗�所�⼀�到停

辦��⼤家都��很平常的看���⽽��了⼀

⼝��為什�會��樣的�應��主�是因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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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覺�的互動��中�⼈�⼈相��事��

理上�難免會�意⾒不同�天不從⼈願的�況發

⽣�當課�和⾃覺�活動的�⼒攪和在⼀��就

�同��兩頭��該�何在�當中去拿捏�捨�

找到⼀個平衡點�其本�就是⼀種⾃覺��否�

實的看⾒⾃⼰的�������懼��怕�則是

超越⾃我相當重�的⼀個關鍵；再者�否��諒

�理�別⼈的�受�才�辦法去幫助對⽅�到覺

���就是利益�⼈�⽽不是去改變�⼈�

 演向只知�盡⼒做當下⾃⼰�做的�回想⼆年

���跟�演期法師⼀��辦⾃覺�的����

受到法師們想�辦⾃覺�的願⼼�很受�動�故

借⽤了⼀點法師們的願⼒來圓���的⾃覺��

就因為已�續2年⽣命⾃覺�因疫�影響�法�

辦�所��年��辦不可的想法��覺���隊

��圓��除了諸位法師的�⼒��⼀部��來

⾃學員們⾃�的�根福報�但是不�因緣�件�

何變���重�的⼀點是誰�定��的�擇�放

�或不放��只���續的���⼀顆�楚明了

的⼼�相信信�會��我們往⽬����⽽��

就是⽬��結束才是真正的開��⼀�覺即⼀�

佛�  

２０２２男眾部⾃覺�副��⼼得



⼀直都在
⽂∕ 鄧演⾳      �影∕ 常鐸法師

     ��⼀天的⼤堂�享�間�我��了報到當天

的�形�下午⼀點半在台�⾞站東三⾨�合��

間��我才��������學員們已�兩��

剛��頭尚��位便讓我站了�去�我緊張�詢

問是不是已經報到完了�旁�的同學回�我�

沒�法師才剛開�⼀個⼀個點���不�兩點�

�沒出發��⽅同學的⼿�響了��約�到另⼀

頭傳來�「同學�到了嗎�」的詢問�看向站在

�尾講⼿�的法師�於是我朝法師�了�⼿��

看來是點�的��不⼩⼼�了站在�頭的⼈� 

法師⾛向�頭����「⼀個都不�少�」

 原來�是在���原來��尾的法師在�找

的�是站在�頭的學員� 原來�⼈已經到了�只

是點�沒點到⽽已�所��為⼈�沒�來�讓我

想到⼈⽣；⼗�歲覺得���⼆⼗�歲在��中

鑽⽜⾓尖�覺得⾟��三⼗�歲��是�索出了

�之共存的⽅法；關於⽣命的意義�所�的⽣命

的������了頭緒� 

    但��常常在�找已經存在的東西�拿�⼿�

找⼿��把眼鏡推到頭上��喊�我的眼鏡��

�尾的��找站在�頭的⼈�明明就����卻

��不��在��的�間裡�想必�少�是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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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間�我��點找不到⾏者服的⼝

袋�六天期間�我們都��上淺�⾊��⼤的⾏

者服�袖⻑�⼿��洗⼿怕沾溼�褲⻑��踝�

⾛路怕踩到�我⼀直找不到⼝袋�⻑褲沒�⼝

袋�上⾯的中掛看�來�沒��於是我都把衛⽣

紙�⼿帕塞在�⼝�⾐服�⾐服之間��⽤的�

�再想辦法越�層層⾐物�從��抽�出來�就

�樣直到�三天�才�到同學��⼝袋�覺得⽅

便��⽤�什���於是我直到�三天才知�中

掛�⼝袋�左右兩�都�⼤⼤的⼝袋�只是因為

⾐服太平整了�所�我直覺�為沒���就沒�

�找���⾃⼰覺得�眼�⾟�把⼿帕�在��

到�是為了什�...... 其實⼝袋⼀直都在�只是我

沒找�� 雖�我⼀開�沒找��卻�法抹�⼝袋

從頭到尾都存在的事實�

 關於所�的⽣命的���其實是不是⼀直都

在�只是我們�沒�找到⽽已�因為眼�看不

到����不⾒��沒敞開⼼去�受�所�就會

�沒���其實不存在��果沒�去��去看�

⽤⼼�受�就會�我⼀樣�便找找�就�⾏者服

沒�⼝袋；�⼈⼀拿到就發現了�我卻是到了�

三天才知�� 

２０２２⾃覺�學員⼼得



�⼀種⽣活的可�性
⽂∕ 王�提      �影∕ 常鐸法師

     �⼀種⽣活⽅式�不在平�的想�或預設�圍

之中�卻是真實存在�確實可⾏的——原來⽣命

不必定���惱�轉浮��不必須��休⼆⽇放

假���⼼�每�每秒都是放�和不負願⼼�不

負⾃⼰的�光；原來⽣命可�⽤�軟的��⾏�

�⽽上的路��欲����眾作息的⽣活�倒神

��爽�得�享受放下我執的輕盈⾃在�

 �驗出家⽣活的喜�之⼀�是�幸跟�法師�

⽣活�法師僅��存在�就讓⼈�到�定�⼼�

⼀⾏禪師在書中��「你可��識�樣的⼈—�

們�重�不���沒�賺很�錢�沒�參�⼀堆

計畫�但�們對你很重���們存在的品質�讓

�們真正⽤⼼�對�來到⾯�的每個⼈�事�

物��們奉�的是『�⾏』��就是�們存在的

⾼度品質�踏踏實實���活在當下�就�為我

們��⾯對的�況�來�常正⾯的貢��」⽣命

的品質�定⾏為的品質�是�應重視的基礎�品

質⼜來⾃⽇�⼀⽇�看�枯�乏味����儀�

⾃⾏住坐臥�語�動��⾄慈�喜捨(予�/�惡/

⽣�喜⼼/捨我執)的⼼境�����值得打�的

細��法師�提�我們�⼈��⾏⾛的�院�⾸

�之�同是打����維���⿑整�讓⼈�覺

祥和�定�⾃�⽣�恭��殷重向學的⼼�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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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動�或�⾒法師或站或坐的�影�都

��受到�⼼��定的⼒量�期�⾃⼰���出

家⼈�和��的�儀�盡可���覺照�收��

⼼�雖�剛開��仿得�����難�想���

�⾐該�何同�拿�課誦本拜佛����不絆

倒��上下�梯��堂出坡���從沒想�的細

��但在�⽇的密�練���竟�頗�⾃�⾃

在��漸上⼿�原來�去�為�瑣�沓�懶得�

求⾃⼰的⽇常細��實則對⽣命品質⼤�助益�

出⼿�楚準確�可省下不少⼿��亂�出錯再收

拾的�間和⼒���⼼⾃�放��頓�

 戒律同樣�助於提升⽣命的品質��來���

⼈�卻�其實戒律是「�欲��我�利�的⽣活

�慣」�並�束⼿束����⼈性的規定�從⾃

覺�受五戒到現在��受到很⼤的益���⾄�

會到更��的⾃由�減少許��⾥��讓⾃⼰不

��的�慣���⼀改�年來晚�罩⾨�變得�

在12點����覺�先做定課再吃早��留意站

�坐��⾏動�是否放��楚�不�意開⼝�留

意�頭和�出⼝的話���會不⾃覺誇⼤語��

抱����別⼼和�⼼�現在⼤�����⾞�

為⾃⼰�留更���⾃在的�間�

 

２０２２⾃覺�學員⼼得



法⿎⼭誌
DDM

⼤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影∕⾶⽻�影師�陳�光

【��】卷尾科 ＼卷尾屬

【別�】 烏�（台語）�⿊卷尾

【�⽂】Black Drongo

⼤卷尾的�和�為⿊⾊����⿊⾊�因�台語俗

稱烏�；尾⻑�末端�叉且略為上卷為���⼤卷

尾��蟲為主��是⽣性凶猛�⾾的⿃�����

會攻擊�型��⼤的動物�猛��⾄⼈��常出現

於樹林����郊�����停在�線�樹枝��

或�⽥�伺�捕��蟲�

【註】上�是HIPA官⽅�書貼出的２０１９��照��⼀隻⼤

卷尾�正在攻擊�型��⼤很�倍的⼤冠��⼤冠��上��

�⼀�蛇�

�中�王
                 ⼤卷尾  

        

話�⼩�雖�被台灣�鵲攻擊��但是�

⼩�怕怕的卻是⼤卷尾�記得剛��僧⼤

就讀的⼀個暑假實��正在��的⼩��

⽬睹⼤卷尾兇猛�狂�⼀位頭戴��帽�

騎�托⾞⾶奔中的義⼯���不論��騎

���⼤卷尾都�得上�⼩��不住�緊

�把����袋⼼想「��頭��就�被

�應該�已��的學⻑法師不痛�.......哈

哈!」其實�就�是⼤冠�和⿊鳶��都

是受�常客�所�⼩�才怕怕�!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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