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戒功德�勝⾏

⼗⼆位沙彌經�４５天轉⼤⼈的

�練�從戒場受戒�來��們�

回的是��的�恩�願⼼�

本期��戒法師受戒⼼得�享�

���享出家⼈成⻑的喜��

院⻑�間           
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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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之間

�⾏⾃知�      
��昔�的期初禪�

僧⼤報報     
�密��⾏��現是��

法⿎⼭誌        
法⿎⼭�裡的禪者

 

⼗⼆位戒⼦在４５天��開了法⿎⼭��往埔⾥圓

���受三壇⼤戒�

於4⽉16⽇受戒圓��當天晚上回到開⼭紀���

向師⽗��代祖師�戒�假�並����師⽗對�

戒⼦的開��勉���淨的�戒�丘們�於4⽉1７

⽇早課��在⼤殿向僧團⼤眾�戒�假�

��僧⼤依照慣���辦盛⼤的受⼤戒⼼得�享

會�現場展�了⾐��戒��錫杖�器物��戒法

師並�僧⼤的學弟們�享在戒場轉⼤⼈的經��學

�點滴�

除了�恩僧團的�⼼培��僧⼤�序漸�的�成�

����師⽗�建僧⼤�⾒��所��戒法師更�

識戒律�容�了�法⿎⼭�辦⼈��師⽗��戒

律�把握戒律的�神�對法⿎⼭的理�更�提�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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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僧⼤傳�——受⼤戒⼼得�享會



     �天�和⼤家�的是�為什��「�智和�」

做為我們僧伽⼤學的校訓�

⾸先�「和�」兩個字�「和」是我�⼈和�不

是�求⼈跟我和；「�」是我�⼈�不是�求⼈

家來�我�和��是僧團的準則��就是「六和

�」�

僧團⼀定是�和����才��⼤家彼�助��

否則就失去僧團的意義�⼀個出家⼈不�和�⼈

和�相��不���⼈��是想到⾃⼰�伸展⾃

⼰的想法��求�理想��別是伸展⾃⼰的私

欲�那很���

 �重�⼈��和�為先

記得我⼩����⼀�我哥哥從上海�了⼀串�

�回家�因為路������⽪已經發⿊�但因

我年紀�⼩�所��到完整的⼀根�我吃了⼀⼝

覺得真�吃�⼜�⼜��從來沒�吃����味

的東西�

那�我⼼裡想�學校裡的同學⼀定�沒�吃��

於是我就把它�到學校�寶��讓同學們⾼興�

 

⽂∕��法師     �影∕ 常鐸法師

�⼀����的味��可是因為同學��所�就

不准�們咬�只准�們每⼈�⼀⼝�����

���到����⼀個同學卻⼀⼝把它吃掉了�

結果其�的⼈都很⽣��⼤家���揍��

  �則故事是��當⾃⼰�東西和⼤家�享的�

��⼤家都很和��很���可是只��⼈私⼼

⼀��想⼀個⼈獨吞�就會引�⼤家的不��

我把���給同學�在六和�中稱為「利和同

�」���俗話�的「�福同享」����我們

難免會�和�⼈⾒��想法不同的����果你

�你�理�����理�那就會爭�不下�

從佛法來��眾⽣�種種性��種種結�我們�

和��⼈��重�⼈�����重�⼈的想法�

並不是就不��⾃⼰的想法�⽽是當⾃⼰�別的

想法���是可�提出來�只是當其�⼈不贊成

��那就��協��重�⼈的想法�

 

 不����⼈會��來��「那你為什�不�

重我�」�果�樣堅�⾃⼰的想法�不�重�⼈

的想法�就不是和��我們應該拿和�來�求⾃

⼰�⽽不是�求�⼈�為了「和」�就��重�

  

    

現��相�⾏��⾏



 ⼈的想法� 

     現在的⼈都很�主⾒�很�⾃⼰的想法��並

不是壞事�譬�我常和我們的執事法師們⼀�開

會討論��常是我�了⼤家的想法之��再提出

我的想法和意⾒�但是����⼤家會��「師

⽗�你的想法是錯的�我們的是對的�我們⼤家

都希��樣�」

     那我就只��協�因為少�服從���我只�

⼀個⼈�我就順從⼤家的想法�但�果確定我的

看法�⼤家的��我�⼀定會�出個�理�讓⼤

家�⼼�誠服�願意�受���就變成⼤家共同

的意⾒了�我絕不會⽤⾼�的⼿段�

     因����的意⾒��是可�表���了之�

�果�讓�⼈�受�那就變成⼤家的共同意⾒�

�果你�出來之��⼤家�是不��受�那就只

�放���就是「六和�」中的「⾒和同�」�

 再者�校訓中的「�智」�就是��的�神�⾏

���就是��智���慈��「慈�」是利�

眾⽣；「智�」是斷除�惱�⾃⼰少�少惱��

讓眾⽣少�少惱；⾃⼰不被�惱所困是智��讓

眾⽣不被�惱所困是慈��

     

  利⼈利⼰���智為根

     �惱是從�⼼環境所產⽣的�我們不受�⼼環

境所影響是「智�」�幫助眾⽣不受�⼼環境所

影響⽽��惱是「慈�」��是��⾏�是��

��

   「�」�「智」�「和」�「�」加�來�就是

「��僧」��法⿎⼭為��我們是⼤�僧團�

是��的僧團�我們所現的出家形相是��相�

但是我們�的是��⾏�

    ⼤�經典裡�就�許�現��相����⾏的

⼤阿羅�的�⼦�因��我們講的校訓——「�智

和�」就是⼤�的出家��⾏�其中「和�」代

表�出家的僧團�「�智」是代表��⾏�

    其實�「�智和�」�四個字�是所�出家�

�都應該�從的�⽽把它�別�明出來做為校

訓�是我們僧伽⼤學的�⾊��是我們僧團的�

⾊——�把我們⾃⼰培�成「出家��」�現��

相����⾏�

    現��相應該�「和�」����⾏應該�⽤

「�智」��培�成為⼀個�準的出家���就

必須⽤�四個字��是我們的����⾊�

（講於⼆○○三年⼆⽉⼆⼗五⽇僧伽⼤學「⾼僧⾏誼」課�

  



    上學期四年�的⽣�學課��辜���師��

同學經⾏於⼤願橋上���⼀⾏⼈平�於橋上�

�天������⼼�冬⽇暖陽伴��；⿃⾶蟲

鳴��動�⼈們�⼼�澱陶�其中�⼀位同學事

��享�仰���右�陽光暖頰�左�寒�拂

⾯�我除了是個介⾯�受���什�都不是�左

右�頰�受���的更��當�強⼀點��覺�

⼀點；當�弱⼀點��覺暖⼀點�因緣變動中�

�����顯��同⽣��的對⽴⾯��就在⽣

中�或顯或����⽣�����便可相��

事�

  的確�⼀切現�只是交�顯�的�環�但我們

卻先�⼀切事物對⽴�來���拼命的��我們

�為�的⼀⾯��除惡的那⼀⾯��同幻想只�

⾼�沒��潮��富����左�右的世界⼀樣

���那��何��除�種對⽴��⾃�界中�

�了各種�野�海天⼀線隔�樹⽪的紋路�光影

的�界����界線⼀⽅⾯�隔了彼��⼀⽅⾯

卻�是結合線�具���且相互依存的作⽤�是

對⽴的�⼀�緊密相�的整��假使我們只�出

 ⽂∕ 常�法師     �影∕ 陳�德

�⽴�⽽�了結合的功����野才會變成⼆元對

⽴�使得我們在衝�⽭盾中受��

 ⽣活中的種種�顯現��往往於��都����

⽔下冰⼭那樣壯闊且��的������打坐��

顯於�的點頭昏昧��於�的可�是平�⽣活的�

亂����可�是⽣活的�累積累�或對⽅法的不

熟�所��「真正重�的東西�只⽤眼�是看不到

的�」我們�受不到的�往往在顯�之間⽤⼼�

會�就會�下⼿���會發現那個���來的�是

整�不可或�的⼀部��

 

    仰⼭�寂問��禪師�「⽉�變得⼜尖⼜彎的�

��它的圓相到哪裡去了�⽉�團團圓圓的���

那⼀勾彎⽉的尖相⼜到什��⽅去了��」��禪

師��「彎⽉尖尖��圓相��存在；⽉�圓�

��尖相依�存在�」�是�陳代��⽣�病��

�開���都是同⼀個圓�的或顯或�；�是�

是�我們就不會��的������視���轉⽽

積�的⽅⽣⽅��������⽣�

 顯�之間



     ⼀���天的���⽤完午���熟練�收拾

�⾏��準��⼤家⼀�到中庭���

     �往禪堂短短的路�中�⼼�沒�太�的�

漪�報到���的放���⾏���短的休息�

���響�����了禪堂�三下⽊⿂�中�在

僧⼤��⼀�的期初禪�的�⼀⽀�開�了�

    打坐的�⽅便做完��整���������

放���⼼中細���阿彌陀佛1�阿彌陀佛2�

阿彌陀佛3……不知�了�久⼼中浮出了���回
想�⾃⼰四年��⼀��到禪堂�打期初禪�的

⼼境�當�從知��打禪�的��天就⼀直忐忑

不��直到��禪堂�⼼中對未知的�懼是累積

的上升�����法師講��禪堂的規定���

中是⼀�的�⽩�徬徨���法師很慈�的想讓

我們���⽣放��放⼼�希�我們⽤度假的⼼

�來�驗禪期�但那��只��怕�⾃⼰做不

��打�⼤眾�會�到�罰的�頭�⼼�就�是

�去刑場的���

 ⽂∕ 演漸法師     �影∕⽂�中⼼

    �⼀⽀�開���⽅便明明是�讓我們放��⾃

⼰卻越做越緊張�越想放���就越緊�因為�怕

⾃⼰沒放�的話���打坐因該會很難受�結果可

想⽽知的是�上坐五�鐘���痛�⼤海波濤洶�

���來��刻����覺到⾃⼰不是禪�的��

⼀度想⼀⾛了之�但想到⾃⼰上⼭來出家的不容

易���其�⼈都可��受�怎�⾃⼰就不⾏��

於是硬⽣⽣�咬���耐�坐完�⼀⽀��當�到

引磬�放�的那⼀�那��覺到�個世界是��的

���剛剛的�痛就�沒發⽣�⼀樣����輕；

但是⼀想到�樣的經�我���天����間就陷

���的絕��因�僧⼤的�⼀�期初禪�就在�

��痛—絕�想放��放�—覺得�希�堅�下

去���交�的⼼�之間中結束了�

     因為���⼀�的經驗��在僧⼤�下來的兩年

中�每��到��堂���⼼中���不��懼的

�緒都會油�⽽⽣�直到三年�的結��⼀開��

到��法師���的禪�每⽀��50�鐘�跳��

�⼼直�⼤喊⾃⼰不可�「坐」得到��

  ��昔�的期初禪�



     難⾏�⾏��是得坐�上坐�的三�⽊⿂打完

沒�久�我就�到「叮」的下坐引磬�敲響了�

「��已經�50�鐘了嗎�怎�我��沒痛就已

經�下坐了��我坐完了⼀⽀���」��的�

問在�中不斷��旋� ��才發現�原來在僧⼤

的訓練中��痛已經不是⼀種負�了�原來⾃⼰

�⼀點⼀點的�步了�只是�步的�度是緩�

的�⾃⼰都沒�覺�原來⾃⼰是可�禪�的�雖

�可�在�團上坐�⽀��不被�痛所⼲�就�

�是禪��但�已經�是對不熟�禪�的⾃⼰來

��跨出的�⼀步了�

    回到��的禪��⼀樣的��法師�⼀樣的規

��同樣的�我們�度假放�的�⼼來�驗��

禪��不⼀樣的是⾃⼰的�⼼�真的可��受到

��師⽗���法師⼀直提�的�所�放��⼼

是怎�⼀回事；當⾃⼰不再��對�在事物�到

焦��真⼼⾯對⾃⼰的�⼼�當⾃⼰的����

�的�應出現��把⼼拉回到�佛��的⽅法�

不去強�對抗�就是知�了���回到⽅法��

���楚�雖����會變成昏��但�知�可

�是��真的��休息�⼼中不去�惱或�抗�

�⼼便會�種輕��定的�覺�

    禪�的路�對於⾃⼰來��很���但相信只�

�續�練�就��不去�⼼或是強求⼀定��到�

種⽬的��相信⾃⼰是可�禪�的�那�⾃⼰對於

禪�就再�不是����懼了�

繪�∕ 演漸法師



     出家是���福報��根的�在�眾出家學�

的���會�許�良師益友的相互切����使

我們在�學��上彼�增上�去除�惱我執�

���往利⼈利⼰的佛����會�不同�段的

學��從⾏者到沙彌�是為培��⼼的�固�正

⾒思惟的發⼼�期�⽽登壇受具⾜戒�是為成為

⼈天的表率�同��是考驗⾃⼰對於「上求佛

��下�眾⽣」的�提願⼼�

  �年�在疫�尚未平息的環境中���因緣來

到戒律�場乞受具⾜戒�讓弟⼦�是�恩⼜忐

忑��恩⻑�的願⼼�為了讓戒⼦們順利求戒�

並�佛陀的正法久住⽽�⾏許久未辦的戒會；忐

忑的是�⾃⼰尚未�信⼼��成為⼈天師��在

師⻑們的⿎��期許��師兄弟們⼀同�往圓�

�開�為期45天的三壇⼤戒�剛開�的���寮

��櫃⼦���講�規��讓弟⼦��⽣剛�學

的�受�在�應戒會的作息中��許�不同的�

戒作法����捉�⾦銀��淨�受供��須�

做受�的動作……�在現代的環境下����法
�律�守戒相�學�佛陀所制戒的�神�讓我�

 

⽂∕ 演根法師     戒場照�∕ 僧⼤⼩記者

到�常�佩�在演禮受戒的��中�除了讓戒⼦們

熟�儀軌�����細⼼的���受戒�該�何發

⼼�從中�受到諸位引禮師⽗�三師和尚��證師

⽗的⽤⼼�在正式乞受具⾜戒��儀式的��慎

重��引�戒⼦發��上品的�提⼼來�受戒��

���⼝意���守戒�的意願�打從⼼裡發出

「願斷⼀切惡��惡不斷�願�⼀切����不

��願度⼀切眾⽣��⼀眾⽣不度」的⼤願�在未

來�����作為依準來提�戒⼦�轉�成利⼈利

⼰的��⾏��⽽發�不畏諸�難的堅定意志�    

�密��⾏��現是��

【圓��三壇⼤戒——受戒⼼得】

�影/常鐸法師



     

     戒會的��中�看到⻑��守戒律�⾏�上�

讓弟⼦�會到�儀端��雍容⾏���⼈�和�

�引眾⽣共成佛�的儀��尤�《��經》所�

的�⾺勝�丘��儀�眾���⽬��者信�欲

�佛法⽽出家�在平�的課�中��受到⻑�平

�對戒法�經律論典所下的功夫頗��讓戒⼦所

提問的�惑�都��法�律中所�的來���使

戒⼦對於戒律的守��不再�⼼是否犯戒�⻑�

�諄諄�誨我們剛受戒的戒⼦���⼒的學戒�

�誦律法��戒相牢記在⼼��樣才��犯�

懺�否則�⾃⼰犯戒都不知��那就��了�由

�可知�⻑�們為了讓正法�律儀久住世間�⽽

不斷�四�傳授戒法���戒律的�神�並且�

�作則為四眾弟⼦的榜樣��⼈讚�不已�

     戒期��尾��⽽�⼀屆�驗�法�律的學戒�

乞受具⾜戒的難得因緣�即�告⼀段��個⼈�覺

得學��間不�⽤�因為��了�的律儀�戒法�

海洋�的������⻑�們所�的�給⾃⼰五年

�間來學戒�並且學��何輕重���對⼰不放�

�怠�對�則���重�動��祥���⼈�喜�

否則枉費⻑��諸位引禮師⽗的⽤⼼�願在未來的

僧涯�����戒為師來��⾃�的�⼝意來⽌

���到諸惡�作�眾�奉⾏的��⾏��

【圓��三壇⼤戒——受戒⼼得】

�影/常鐸法師



�頭鷺 
Bubulcus ibis

�影∕wiki

【��】 鵜形⽬鷺科

【別�】 ⽜�鷺

�⻑約51cm��其�鷺的�別在�型較�壯�頸較短⽽

頭圓��較短厚�

�頭鷺是唯⼀不�⿂⽽��蟲為�的鷺��是⽔⽜的�

佳�檔�常跟�在⽔⽜��捕�被⽔⽜從⽔�中�⾶的

�蟲��常在⽜�上�息�所�得�⽜�鷺�

⽔⽜⼀⽅⾯�⽜�鷺趕⾛�上的�蟲�另⼀⽅⾯⽜�鷺

為⽔⽜���衛����常⼀頭⽔⽜�上��停留兩

隻����三隻⽜�鷺想來���兩隻會�⼿�它趕

⾛�

�們活�⽽溫順�不�怕⼈�活動�寂����⾶⾏�

頭縮到�上�頸向下�出�⼀個�囊�⾶⾏⾼度較��

�常成直線⾶⾏�

法⿎⼭誌
DDM

法⿎⼭
   �裡的禪者

                       
        

�回⼩�在��看⾒⼀隻鷺��欣賞�

的禪�功夫�⼀動�不動�維�⼀個�

��忽�猛�往⽔裡⼀��吃����

���步����跨出�站定�再重�

剛才的動作�

⼩�看得出神�仔細⼀看�才發現原來

是�頭鷺��頭鷺�慣�⾶�讓⼩�想

�⼀��別的經驗�

⼩�曾在上學�中�⾛在⼤殿�⽅⻑⻑

的⽯�路上����彷�天�寧��只

�到�⽅��傳來規律的������

看⾒⼀個⼤⿃的�影�從頭頂���經

�⼩��往�直線⾶去�⼩���原

���是⼀個溫暖⼜寧�的經驗�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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