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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暑假⽣活放�

    ⼀�⼤學⽣的暑假是怎��的�讓⼩�回想⼀
下��到⾃���打⼯�壯��學�� 當義⼯……

    想知�僧⼤同學們的暑假�何度�嗎��看本期
《僧�》�彩報��我們⼀�來瞧瞧�同學們都在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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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常⽣活當中��果�刻會⽤佛法的���禪

�的⽅法�我們����都可��覺到�⾏的受⽤�會

覺得⾯對�何狀況都��定�平��不會�張�不會產

⽣⼤的⼼理�伏�動亂�

    

    結�禪期的�照禪�跟�度的⽌�關�很密切�跟四

�住�是相關�當��照的⽅法更�單�⾄於四�住�

�論在�傳�南傳�或者�傳��都�常受到重視�⼀

�來講叫「��不淨��受是���⼼�常��法�

我」�在�傳的禪�裡就把它⽣活��是�常實�的�

⾏⽅法�

    ���我們正在⽤早��知�⾃⼰��是坐在椅⼦上

⾯�⼿在夾���知���的動作在哪裡��⼦夾�

��夾����到⼝裡⾯�對⾃⼰��的動作��楚

楚��就在���

    ���受�⽤�的���吃���的味��吃���

的味���經�咀嚼之��跟�液�合�會�⼀��味

產⽣��可�是�的�可�是�的�可�是辣的��是

��楚楚��物嚼細之��吞咽下去經������到

���經������的�覺��到�����的�

覺�吃��知��⼦是�的���⼀⼝�⼀⼝���

吃�漸漸�會��的�覺�知��的����⼀�就吃

�了�����可��覺�較�吃����不⼀定不喜

�吃�可�是�較��或者是可�會�敏�那就⼩⼼注

意⼀下�但是�吃的�注意⾃⼰不會產⽣�⼼�所��

受�是�常具�的⼀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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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可�我們的�頭�會動��會想吃��

�的事���覺到的��就放下�因為知�那個是�

��就拉回到吃�本���頭是更細的��頭的變��

常的���我們平常�常不容易知�⼼�的�伏�就我

個⼈來講�平常我喜��佛��果沒��別的事��我

就��刻刻繫��⾳������是我�⼗年來的�

慣��常的受⽤�因�佛���的�頭出現的話⾺上會

知���⼼就是��⾃⼰�頭的�伏變��

    

    �⼀�的�照禪期�師⽗告�我們「放捨諸相�休息

�事��⼼⼀��動��間�」從⼩到現在發⽣�的事

��不必去回想�當����是必須�去回想的���

在報考僧⼤⾯試��被問到�「來僧⼤之�做什�事

��」�個��當��去回想�因為�回�問題��果

沒��種應對的�求�就不必去回想�去��果回想的

話就變成打�想�因為當下的⼼已經�開了現在�「放

捨諸相�休息�事」⾸先��我們的⼼��刻刻放在現

在�不��去未來�昨天的事���⼀個⼩�的事��

都已�去�當下�那�那都會變成�去�變成�去我們

就放下�⼼������在現在�⼼裡⾯就�常的輕

��⾃在�不會�太�負�罣���是�常實��⽤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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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久的中褂��蟬�����明�⼀不⼩⼼便會在

補丁的間�再開⼀個洞��補�樣的中褂�為了讓整件⾊

�⼀����室的��⽤⼼��下同樣���明的中褂來

補��是別⼈�了很久��下不�再�的中褂碎��

    原來⾃⼰所得到的�都是來⾃於別⼈�⽽別⼈的��是

來⾃於別⼈�我中�你�你中�我�因緣真奇���常的

實相不是��⼀天會�失�⽽是�動�開放����的事

物相互依存�緣�把你我都拉�了�

    再⼀��補蟬�中褂��竟�來⼀件�的�想必是補不

了了�我�喜�受�想�我的破中褂�來�會成為別⼈�

上的補丁��常讓�中間的緣�繼續�傳�不只是惜福�

更是���

    ⼜⼀��我的另⼀件蟬�中褂⼜破了��補�便寫��

給��室當補丁碎布��不��來的是技�⾼超的⼤補

丁�想改變�卻被改變�我想⼈們抗�的不是改變�⽽是

被改變�不去對抗實相�動�才�⾃在�⽣活�我⼜�喜

�受了�

僧⼤�室
                                                                       

常�法師

��蟬�的中褂     



�⾏⾃知�
                                                                       

�惱來�的熟�⽣ 
來�弟



⼀個在家⼈�何轉變成出家⼈��

在家���的喜��越�越�；壞的討��越�越�。

出家��在佛法的��下�每回�⾃⼰的�惱短兵相���

��思惟�的練������⾃⼰熟�的�應�轉�為出家

⼈該�的�⼝意⾏為�即是由熟轉⽣�由⽣轉熟的���⼩�的話

�⾏⾃知�
                                                                       

�惱來�的熟�⽣ 
來�弟



僧⼤寒暑假實�的���學���其規

劃上的�別⽤意�

�常⼀年�同學會在環�組��積組�

由�基層的作�型執做開��由下⽽上

��識整�的���培�團隊合作�訓

練耐⼒� ⼆年�的實��則是到�本
⼭各事�單位��⼀步學�規劃�溝�

的層⾯�到了⾼年���則是�發到海

��各�院�從�⼀線的實�中�看⾒

整��院經�並參�其中�同�為⽇�

�執做暖��

�年因為疫�的緣故�所�的同學都留

在⼭上�並�發到各單位實���是開

⼭�來�所未�的事��⾯對即�到來

的�校學僧�各單位�很�喜�因為同

學們是⼀�⽣⼒軍�彌補了疫�中義⼯

��的執��對於同學⽽⾔�則是⼀�

�完整的實��因為所�⼯作都必須從

頭⾄尾��⼒�為�

��看��是哪⼀組?

我們是法�組

   法�組�屬弘�院�在�裡實
���稱是「佛��的�者群」�

同學們鎮⽇在殿堂裡�庫�中�整

理佛��經典��器�圍布… …�
�法會相關的��物�看來是��

�的⼀組�

   事實上��們��巧�庫�ｅ�
���除了�⼼細⼿巧���⼤件

布�或佛�之�����團隊合

作��眾�物件����冊�是僧

�現代�的學��會�

僧⼤報報
                                                                       

僧⼤暑假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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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組�屬百丈院的景�維�室�由部�⼆
年��三年�眾同學組成�學⻑陪伴學弟⼀�實

��由學弟��組⻑�學��眾�執事���

    由於疫�的關��義⼯��們�法上⼭��
��的環�����是由同學�住⼭義⼯們共同

完成 �⼀�⼈看來⾟�的�役⼯作�對�⾏⼈
來�是�喜的�因為��為⼤眾服��稱為�種

福⽥�出家路���的就是福德���

我們是環�組

⼩
�
的
話



    百丈院的����室��⼆個組 :��維�組���設�
組��年由男眾⼀�⼆年�同學組成實�團隊��本⼭因為

疫�的關���封⼭狀�����趁��段為�⼭的建�物

�環境設��做整�性的���維��對於同學們來��可

真是難得的學��會�除了��專�們學��的技����

��了�法⿎⼭的設��維�⽅式��們�⾼裝�設���

�下⽔���理��物品或是⼀�法⿎⼭環�設�的堂��

對於未來的�院照���是⼀項重�的課題�

獨挑⼤�的景�組

   景�組��屬百丈院的景�維
�室��年由三位⼀年�男眾⾏

者出���執事�

   看看�們的����於僧��
幅���許��彩照��法貼

出��個暑假�  三位同學都�成
銅⼈⾊了�從學�使⽤除��開

��不論是⼯�協助�防�準

���坡除�… …�⼭跑���沒
�事難得倒�們��可貴的是�

不論�����三位同學們都準

�上殿�堂��只�在�刻�⾒

到�們的�影�

僧⼤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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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者�同⼀組



���上場����上�

   �年��鬧的單位��於⼤寮
了（中�廚�）�所�⼀年��

眾⾏者��加九位三年�男眾�

   同學們每五天輪�⼀�⼯作�
��⼤寮法師們學�不同的執事

�容�洗�煮��切⽔果�撿切

��煮三��當上⾏堂�從⼀開

�的基本功練��熟�場��到

實��段�⼈⼈都��鋪師的�

式了�看看�張照�就知�了�

實�結束��同學們�給⼤家⼀

�⼤�喜�

僧⼤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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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張照��是正���⼗五��做午供法會的供�
��⼆位１８０��⾼的男眾同學��跟���做�了細

⼯�但是⼩�定�⼀看��覺得�⼀�蚊��

    ⼤寮�了同學們�僧眾⽤�常常�意�的�喜�除了異國
�理���夜市⼩吃�同學們在實�結束��男�眾各⾃規

劃了���單；�眾同學負責⼀個整天的三��男眾同學則

是豪��開了三天的�單�每⼀天都�主題�每�����

字�品�了同學們的�現���受到⼤家在⼤寮的扎實學

��回到學校��會�⼀場實��享會�讓⼤家��彼�的

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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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

 五⾊⿃
  Megalaima nuchalisi

【科       �】 鬚�科 (Megalaimidae)

【物種�性】台灣��種

【⽣物�性】

  五⾊⿃�性主��果實為主�亦�⽤�蟲；⾶⾏�拙�不�動�⼤�為單

  獨⾏動之⿃種；��期約為四⾄�⽉；五⾊⿃雖顏⾊鮮豔�但��⾊�

  ��⼈們常常只��到其�促的「郭�郭�郭」的叫�從樹上傳出�卻不

  ⾒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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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臺灣國家��─五⾊⿃【��】⾃由�報 �信�

五⾊⿃�「�林中的�和尚」封��

⼩��⼀��到��頭問��原來是�的叫��⽊⿂��在林中只�其�不⾒其影�

讓⼈�被�越的�想��不住��⼭�梵宇僧�了���了唐��

�⼩�想到王維的《��》「�⼭不⾒⼈�但�⼈語響��景��林��照��

上�」在法⿎⼭上環⼭��常常�到林間傳來五⾊⿃的叫��幸�的話�會看到��

拙�⾶�眼��才停下來��之���⼜�����樹�裡了�

讓我們⼀�來�識五⾊⿃吧�

⼩�的話



發⾏單位 法⿎⼭僧伽⼤學���

�       址    20842 ��市⾦⼭�三界⾥法⿎路555�
�       話 886-2-2498-7171   �� 2351  
�⼦信� seb@ddmf.org.tw僧伽⼤學官� 僧伽⼤學�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