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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整個上學期越到尾��越���

可�整�師僧都�動�來了�「講經交�會」

之���就是「��製作�禪�專題�現」�

�年展場布置��⽣⽇會的派對��現�呼應

同學們的�元�采的�作�

同學們製作�⼦���並且在�年院的協助下

成功試玩���同學拍�結合禪��法⿎⼭境

�之�的影��製作繪本�翻譯��師⽗的�

作��⾄�師⽗的墨寶都發揮成⼀本⾛路禪寶

典……��禪��經典�的整理��不豐富�!

因應疫���法��⼤家上⼭���未來僧⼤

會��成影��提供給⼤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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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製作孵出來了沒��



     所�「境�」�是�環境本�就�����的

��⼒量�⽽我們法⿎⼭僧伽⼤學位於臨海的⾦

⼭⼭上���常�的�理���不僅�景���

��很�鮮�陽光��常�⾜��⼭�⽔�雖�

��海��但是�不到海⽔的鹹味��吹不到海

��即使�爾��客�信眾上⼭��不會受到太

⼤的⼲��

     另�������兩���環抱�⼀�從臨�

寮�⾯順�⼭往下�去�另⼀�則是在⼤停⾞場

���順���往�左繞��兩��在法⿎⼭的

�⼝�交會�

    我們坐�的�座⼭�它的⼭�從�星⼭�曳⽽

下�從�中⿃����⼀��踞⼭�的��法⿎

⼭在�頭�⼤殿的位置是�額�男寮��寮�禪

堂則在�眼���上�⼭上��⼀�活⽔源頭�

泉⽔�到我們�裡�就變成���終年都不會枯

���是�⽔不斷��到太平洋裡�尤其下�的

���⽔��別豐沛�⽽我們法⿎⼭的法�就�

�泉⽔⼀樣����到世界各���個�⽅��

⽽⼈��⼈�⽽���彷彿已經��我們很久

了�我們來�裡建法⿎⼭��盡量維���原來

 ⽂∕��法師     �影∕ �諦法師

     和其�的�場�較�我們��的環境�它的�

�����其�的佛學院�在⼭上的�環境�常

局促�在平�的�⼜成了�光旅�的景點��常

吵��⽽我們�裡⼭��闊�會來�裡的�都是

想�⾏的⼈�即使是參���是和我們推動的�

�⽂���事��關的單位�

     除了環境�之��我們��另�⼀個���那

就是師��我們的師�都是������的⼈

才�其中�從中�佛學研�所��的���在其

��⽅����⼯作的����是佛研所的�

師�在臺灣��法師之中�早�得�⼠學位的⼈

是我；年輕的法師之中�雖�恆�法師�惠敏法

師早⼀��得�⼠學位�但就男眾來���早�

得�⼠學位的就是我們的副院⻑惠敏法師�

 

 ���僧⼤跟佛研所的�源是共享的��來的

法⿎⼤學�是⼀樣�所��雖�⽬�我們只是⼀

個佛學院�但我們的視野�常開闊����我們

每⼀位學僧的素質都很⾼�⽬�我們已經�兩屆

的學僧�其中�很�是⼤學����的�是碩⼠

���⽽且我們在招⽣⽅⾯是講求寧�勿��所

����來讀書的同學都�常���都是本院�

  

    

��師的�神



 定的��⼈才�

�培���師為��

    另��我們的��⽅針相當明確�傳�的佛學

院⽬�是把出家⼈的素質⽔準提⾼⼀���得⼀

�佛法�佛學�相⽽已�����半就到�院當

執事�當住��照�信眾���種�形�在我那

個�代就是�樣�⽽我們佛學院的���常明

確�就是�把諸位訓練成��師�

     ��師和住��法師不同��單�����師

不但��法師的�件����住�三寶的�件；

�就是��佛學的基礎���維��院�場的�

⼒��上�兩個�件�⼀�佛學院都可��成�

但做⼀個��師�除了�兩個�件之�����

⼤�願��就是「不為⾃⼰求���但願眾⽣得

��」的�懷��神�

    不���句話⼈⼈都會講�但光⽤�巴講沒�

⽤�重�的是實踐�實踐的⽅式�就是奉�我們

⾃⼰�成就所�⼀切眾⽣���就是��⾏——成

就眾⽣���國⼟�成就眾⽣�使得眾⽣少�

惱�少痛�；��國⼟�使得我們�個世界的環

境��淨��不再惡��受汙��

�⽞�⼤師的�神為典�

    ⽞�⼤師就是��師��的�⼦��⼀⽣都為

⾃⼰求����到西域的⽬的�⼀⽅⾯是為了�

經�另⼀⽅⾯則是為了學�梵⽂�因為�看到當

�翻譯成中⽂的經典不完��相信�度��許�

佛典沒�被翻譯�來�⽽且因為之�翻譯經典的

⼤�是�度⼈�但⼜不是每個都���羅什那樣

���⽂�所�每�都必須��再�的翻譯才�

把佛經翻成�⽂�為�免�重翻譯⽽失去原意�

所�⽞�⼤師想學�梵⽂�    

    但是��去�度並不�現在那��單�買⼀張

⾶����個⼩�就到了�其困難實�我們所�

想���⼀部章回⼩�《西�記》就是在��唐

僧赴西天�經�⼀路��伏��經�⼗⼀難�終

成正果的故事�雖�那只是神話故事�但我們看

⽞�的傳記�是⼀樣�可是��是不畏艱難�不

斷學��不斷成⻑�⼀直到六⼗�歲往⽣才停

⽌�只���家才��樣的�神�

    ��家雖具�冒險家��險家的�神�但是�

的⽬的不是為了�奇�險�⽽是為了求法�為了

眾⽣的利益�譬�我們看到西⽅���許�傳�

師到臺灣或���蠻�不⽑之�和當�的⼈⽣活

在⼀���當�的⼈讀書��當�的⼈看病�為

當�的⼈服��再把天國的福⾳告��們�讓�

們得到平��和平相���就是典型的��師的



�神�

   

    我不�為⾃⼰是個學者或是事�家�我只��

⾃⼰是⼀個��師���師不畏艱難�不怕失

敗��從不為⼰求�⽽是為信仰�為眾⽣�毫�

�件�毫不�留�奉�⾃⼰������⼈�什

�就給什��知�的��得的⼀定傾囊相授�⽽

學者不是���學者怕學⽣超��師��是會留

⼀⼿�就�武俠⼩�裡的武�家�為了�命�在

�徒弟的���是會留下�⾼明的⼀招�否則�

果徒弟�什�野⼼想����那就��了�

    ��師沒��何�留��⽣命都不�留�就是

為眾⽣�為三寶盡形壽⽽奉��我們僧⼤的��

是培���師�所��朝�培���師⼈才的路

⾛去�經��廟是⼩事��只�願意經����

�⼀下技巧�就會經�了�可是���師是⾃⼰

發願�⾃⼰學�出來的�不是光給你技��技

巧�就��做��師�⼀定�從�⼼發�願⼼�

不��去你們是發什�⼼�即使不正確�沒關

���僧⼤���我希�你們�發⼼做⼀個��

師�乃⾄由��師變成��家�

�⼈格�功德來影響�⼈

     所���家就是�⼤的��師�但我們不�⼀

開�就先想到⾃⼰�⼤不�⼤�什�叫作�⼤

����的⼈就是�⼤嗎��果是���是沽�

釣�或�不副實的���浮���種��和�⼤

根本扯不上關��

     所��⼤�是�影響⼒��果��你的⼈格�    

功德來影響別⼈��⼈�因你的影響⽽得到幸

福����平��那你就是��家；�果少�的

團�或是⼀個��的⼈得到你的功德�你的利

益�你的奉��那是⼀個��師�

     �⼀���來臺灣的神⽗或����們到臺灣

⼀住就是四�五⼗年�即使�了�不回去�雖�

�們的�表是西⽅⼈�但�們�的話卻是中國

話��⾄於是原住⺠話�閩南語��們的⼼已和

當�⼈結合成⼀���種⼈就是��師；�果�

��⼀步影響⼀個國家�⼀個�代�那就是��

家�

    �⼤家不�狂��⼀下⼦就�⾃⼰�做��

家��為��「�做就做⼤��家���師我是

不做的�」你們現在才剛剛�步��果��種

⼼��怕���師�做不成�更不⽤���家�

頂�是個吹⽜⼤王�到�招�撞��爭功���

對⼈毫�益��

   

�⾏�從⼩��⼿

    �我發願成為��師�卻沒�想�會成為⼤⼈

物�會出���沒�想�會影響�少⼈�只是盡



⼼盡⼒⽽為��因緣在我⾯�⾛��我就�住�

個因緣奉��絕不放�����⼒奉���果�

�會讓你奉��你���「⼩奉�我不���做

就�做⼤奉��」那我告�你�「⼩的不��⼤

的�不會��」因為你根本沒�準���就貿�

���那不僅⾃���⼈�所���從⼩�開

��不�挑三揀四�不�去做�

放下�段�沒���

    現在的⼈��半是⼈家不做的事�我�不做；

⼈家�做的事���做�不�就⾃�所⻑��為

叫⾃⼰倒�����是浪費�源��果你��種

�頭�那真的沒希�了�我們出家⼈��何⼀樣

事都可�做�尤其是��師�⾒到�⼈病了�你

就�做看�；�⼈沒�吃�你就�煮�給�吃；

�⼈⾐服破了�你就�幫�補⾐服；�⼈不識

字�你就����書；�⼈不會種⽥�你就��

�種⽥……��之���師就是�凡是沒�⼈做�
��⼈做的事就去做���是我�天⼀再強�的

⼀句話�「��⼈做�正�⼈做�沒�⼈做的

事�我來吧�」

    許�⼈⼀�蜂�做的事�你不�去湊�鬧；沒

�⼈做�但是��⼈做的事�你�⽽���去

做；�是��師的基本⼼����師沒��段�

沒����不��為⾃⼰是碩⼠�是�⼠�是法

師��為做��真是��⼈�不可���樣的⼼

���把�段放下來�

    �⼀��我看到⼀位年紀輕輕���壯壯的法

師正在�揮⼀群太太�書�看那��眾⻑得��

⼩ ⼩的����⼀⼤捆�⼀⼤捆的書�於是我就

�去幫���結果那位法師��「法師怎�可�

��讓�們�就可�了�」我��「讓我��福

吧�法師�可���我曾經���的�」�來�

�位法師不�意思��動⼿幫��實�上�是�

��我們出家⼈�不�⾼⾼在上�⼀副⾃�為了

不�的樣⼦��為⾃⼰是堂堂⼀位法師�怎��

�跟�們⼀樣�東西��法師�是⼈�為什�不

��東西�到現在為⽌�除���實在不���

�東西我�是⾃⼰��⾃⼰拿�所���⼤家做

��師�不�做���做千⾦⼩��出了家就都

是⼤丈夫�

——摘⾃《法⿎��》��師的�神

       ⼆○○⼆年九⽉⼗⼀⽇講於僧伽⼤學「�⽣講�」

 



     ⼀位剛來僧⼤��的��法師��事���在

�上的法師討論�於是�了⼀層�梯來到辦�

室�⼀�兩�都沒�⾒那位法師�詢問另⼀位年

輕法師�年輕法師�可�打�話討論喔���法

師��「明明辦�室就在�上�上來直��就

����那���打�話��」年輕法師��

「明明�⼿��直�打�話就����那���

⾛路��」

     除了是世代⼤不同��讓我想到�和�的問

題�⾛路和開⾞去�⼭哪個�較��當�開⾞的

物理�間�較��但�度�便會限縮當下的�間

���於是限縮了⾃⼰的世界�⼤��跑到⼀個

�⽅�我們�為可��驗很��但��裡卻沒�

實�的����⽽�較��⾛路看���但�間

不是被陷縮�⽽是讓⽣命變�了�就在我們直�

��的當下��展了⾃⼰的世界�

    主��客��頭��⼿��抽�和具��怎�

把兩者的⽭盾�融�必須⼀步⼀����踏實

��把抽�的理論拉回到直�的��中��⼭�

 ⽂ . � ∕ 常�法師    

�⾼��⼀�就會知���路��⻑���會告�

你��會�泡���會出汗���會痛��會�；

�不只���挪�的�險家厄��卡格��「⼭會

⼀點⼀點朝你�⾯⽽來�會��你⼀步⼀步��⽽

改變樣貌�你的眼��⿐⼦���和雙��都在對

⼭�話�⼭�⼀路回應�你�就�交朋友�」⽣活

中的⼈事物����直���才��會它�

 

     �天的我們�⼤⾃�越來越��⽣活在各種��

�訊息裡�思想和��都受到抽�的東西影響�⼈

和⼈交���⼿��買東西可�上���何事��

路都可辦到��⾄包��戀��⼯作和建⽴家庭�

不��⽣活越是����抽����我們的本⼼就

越��因為真實的我們是�不開⼤⾃���不開�

圍環境裡的⼀切�

     ⼀個事物我們��識��就�⽤���⽤⼼直�

去���直����在的世界���⽣活的同��

我們�就直�的��了⾃⼰�所�⾛路�⽽�較

��

 �和�



    兩天�彩的〈��製作�禪�專題報告〉��

了��屆同學的發表�容�元�⼜��個⼈�

⾊�報告完坐在台下�單純當位�眾���法師

們報告�� �⼼真的很讚��佩服⼤家的⽤⼼�

投��雖��光�30�鐘不�看⾒⼀個⼈⽣命的

�貌�卻��⾒⼤家⾯對⽣命的�度�⼀個初發

⼼——願���我們⾛到了�⼀天�

    記得當我報告完下台��法師看到我�就問�

「是不是�了⼀⼝��」我��「是阿�」不

���個�了⼀⼝��不是因為已經報告完� 從

緊張中放�下來的��⽽是我終於「做了⾃

⼰」�就在成果報告的�30 �鐘�從發願�投

��到產出成品�推������中的困境�因

應�我�享了想�享的故事��了�⼼想�的

話��不打�稿�回應了法師們的提問�當下�

受��場�⾃⼰的狀�和�動����實�讓�

在的�受�現出來�沒��⼼����或是�

怕�就是�現當下的⾃⼰�希�可��給�者不

 ⽂∕ 演�法師     �影∕�諦法師

 ⼀樣的思考⾓度��源� 

    �⼀年來�從��法師們�上收到的禮物 相信

——我可�做⾃⼰�原來�我⼀直讓玻�天��擋

住了我�天�的���只���想��的天��想

�的⾃由�卻沒����雙⼿往上伸...…�直到真
正�⼿伸直�才發現根本沒�玻�天���原來我

是可�伸展的�當�⼼��的�恩不知該�何表�

��就�成了眼���同 ��師⽗對沈家楨居

⼠��問為什�產⽣�樣的⼒��因為�驗�⽣命

侷限的����的絕境�⽽�是�⼀��⼈���

⽀�我可�「做⾃⼰」�沒�賦予太�⾃�的期�

和投����覺是種���被�受�被信��因⽽

產⽣轉�的⼒量�

    記得「提問�回�」的環���法師提問�「�

果現在是在演��那我是�何�⽣命投���」我

想就是演什��什�吧�是�享者��眾�學僧�

學⻑��眾��眾��友�家⼈...…�當⼈不停轉

  ⼀件��挑戰的�單事



�在��構成⾃我的����中�⼀旦沒�定位

不知該�何做��⼼往往就�張��是想緊��

�就�放不下�在不同�境該切�����停留

在上⼀刻�想到��師⽗�「做⼀⽇和尚�撞⼀

⽇鐘�」在該怎�做就怎�做��其實就在練�

放下種種的我�⽽單純回應整�的���現在�

�在練��放下上⼀刻堆疊出來的我�回到�刻

正在做的事�在�⼼動�間覺��嗯~真的不是

件容易的事�

     

    �思��竟僧⼤�成的�四年�讓學僧做⼀個

專題的⽬的和重�性在哪裡�或許就是⼀場�法

相會�⼜考驗耐⼒��⾯對⾃我的��吧�



    兩天的禪�專題�現結束了���⼀年的專題

製作之旅�終於告了⼀個段��

    製作專題的���是⼀件開⼼⼜平�的事��

���⼀段�間����把⾃⼰�泡在師⽗的法

裡頭�是⼀件幸福的事�打開���戴上���

開�⾳檔和⽂字稿�⼼的�覺��是⼀滴⽔回到

海中���變得��⼜�闊�

�下⼼����驗

    再平順的旅��都會�到挑戰����現�兩

天��不容易完成了�現�報�和���師做�

⼀�的試講���試講給我很⼤的�發��讓我

看到⾃⼰⼼中的框��

我知���的�現�不可�完整�享師⽗兩年來

的開��所�我思考��何讓它�晰�易��⼜

不�太�平��我希��讓�眾對師⽗的開��

�⼤�的了���⾄更���從中得到⼀�受

⽤�

 

 ⽂∕ 演預法師     �影∕�諦法師

    於是我試��它�構���理�絡���重點�

從��經典的緣�性�思想切���結到�住⽣⼼

的意��並�師⽗的相關開��來�明�個�構中

的每個環��

    試講完��法師��的提點我�我所�現的成

果��許並不是師⽗所真正�表�的重點�可�再

想想看�關����法師跟我�了⼀句話�

「�下⼼�再��看看師⽗的開���驗師⽗�表

�什��」

    �開之��我照�做了�放��放���下⼼

來���的�讀���的�驗�

    我發現�我��⾃⼰的框��去�讀師⽗的開

��學佛�年�對不同�派或經典��了⼀�了�

和�定的���因�⼼中�定����經典⼀定�

不開緣�性��於是我⼀開��就��樣的思維為

基��來整理��現的�容�⽽師⽗的開��則是

�刻禪�專題
 



     

��在整個�定的�構之中�   

    ⽽�下⼼再�端詳�才發現⾃⼰的作法��同

����去找���⼜�是�出了��才畫�

靶�我是在�對����是不是�合我⼼中所

���不�放��個�構�⽽不是真正傾�師⽗

�表�的�

    

     重����驗之��我發現師⽗真正想�表�

的是兩件事�點出眾⽣的執����發�提⼼�

師⽗想讓我們看⾒�眾⽣的⼼是�何的⾃��

惱�師⽗�殷切的想讓我們知�����想�眾

⽣�

     ��在整理的��中�其實�都�看到��放

�⼼裡�但在��整理�現�容��因為��⼼

中的預設�就看不⾒了�開�的�容都沒�改

變�但⼼的狀�不⼀樣�所⾒�所思�所��就

都不⼀樣了�

    我知�個⼈的�會�必定�不開主��但我

想�重��讀�會����許我�師⽗想�的�

希�我們做的�⼜更�⼀��了�

 禪�專題是�刻 不是陽刻

     整個專題��⼀年才終於完成�從中�刻�受

到�真正的禪�專題�並不只是⼀本開�整理�⼀

��報�或站在台上的三⼗�鐘�禪�專題包��

��但並不只����

    ��禪�專題�並�由我⼀⼈獨⽴完成��沒�

⼀個實在�不變�必須��的樣貌�它並不是�⼀

張�的「禪�專題」四個⼤字�

     對我來��它�是�⼆張���裡頭�許許��



     

在��中相�的⼈事物�發⽣�的點點滴滴��

們都是促成��專題的因緣��都�各⾃��形

成的因緣�⽽我�只是其中的⼀個因緣⽽已��

�盡的因緣�不�是在�間或�間上�都�闊的

�我�到謙卑��到�恩�

     因�「禪�專題」僅僅是⼀個�字�真正的專

題�是���現的成果���眾�因緣彼�交

會�相互影響��終匯�在�的整個���裡⾯

���何⼀個因緣改變�都會讓��的�現��

�現在不同的⾯貌�

「禪�專題�即�禪�專題�是�禪�專題」�

�⼤�是���括整個專題製作⼼得的⼀句話

了�

�恩⼀切因緣

    從製作���直到�現結束�都��受到⾃⼰

對於師⽗的開��仍理�得太��淺�

    但即便���仍�許�受⽤�不只是開�本

��更直�的�受�是師⽗的殷殷囑咐�對��

�每個⼈�彷彿都是和���的朋友家⼈��享

�⽣命中�重�的寶物�

     

    對我來���就是�提⼼�⼼中�佩��願學

���恩�因緣�⾒佛法��⾒師⽗�願��師⽗

開�中所叮嚀的�提�信⼼��實�⾏�⾃利利

��



�⾊⽔鶇 
Phoenicurus fuliginosus

�影∕ebird

【科�】 鶇亞科

【別�】 紅尾⽔鴝�川鶲��鴝���兒

�⾊⽔鶇（ㄉㄨㄥ）喙短先端尖細���⼩巧輕盈��

⻑約13����⻑約8���每年元��開����⾄

5~6⽉結束�⼀年可產兩��每�產3~5枚����⾊

斑點之蛋�

��蟲�果實為主���域性強�會�趕��⼤型的⿃

�；�單獨活動�停��⼤���挺直�常站⽴於⽔中

或⽔�⽯上�動其尾⽻��會張開尾⽻�在��跑動�

�年來�由於�息�的破壞�污��部���的�⾊⽔

鶇�群已經不��往了�因�維���不受污��是�

��⾊⽔鶇重�的�略�

法⿎⼭誌
DDM

法⿎⼭

 的�⿃
                       

        

為什��⾊⽔鶇在⼩�⼼中是法⿎⼭的

�⿃��

當⼩��不�識�⾊⽔鶇��發現�種

⿃兒獨來獨往�並且�是站在⾼��很

少�⾒�們發出�⾳�當�⾊⽔鶇從⾼

��⾶��是�⾃由��的��⾼�的

�下�直到⼀個���才展翅�

⼩��⼀�看⾒��真是�為天⿃��

⼼的ＯＳ「��的⿃兒��」

被���引之��⼩�終於�出��⿃

叫做「�⾊⽔鶇」�很開⼼�已經��

受��的⿃兒⼭上不少��表�法⿎⼭

的⽣�環境真的很��

⼩�的話

��參考�臺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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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整�的�源是由我們每⼀個⼈的�源累積出來的�我們每個⼈掌握現在�珍惜現在�

就可�增加很�的�源��形中�就為社會累積了��的�源�

                                    ——��法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