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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緩�僧⼤�辦了⾸�的線上��

典禮��出家⼦想傳�給⽗⺟的�恩��

�直��到台灣各��海��

    �年的��典禮除了⼩⽽���更是�

�的溫暖����主�的同學們貼⼼�為

海�家⻑⽤⾺來西亞話��東話��⾏儀

����每年讓⼈引頸的在校僧祝福�不

負眾���現場��推到�⾼點�⼆位�

眾��僧�⾄在沒�⼼理準�下�被�上

台�學弟們共同�⾏⼩學堂考驗�測試四

年的學�成果�

     六位��僧們�下來���執培訓課

��銜���僧團的�執⽣活�祝福同學

們��⼤�提⼼�弘法家�⼀�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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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弘法利⽣我來了�



     法⿎⼭共同的�神�是「奉�我們⾃⼰�成就

社會⼤眾」�⾄於出家⼈的�神是什���是�

戒�������頭陀⾏�佛陀�代��「頭陀

�⼀」之稱的是�訶���者；頭陀⾏�就是對

物質的�求和擁��盡量�泊�對��利��是

⼀樣��就是出家⼈的�神�

�社會⼤眾為奉�的對�

 回�中國的�史�包括西�或是�度的�史�

都曾出現相同的狀況�那就是當佛�受到王�⼤

⾂們的��信仰�豐厚供����上⾏下效��

百�們�跟�⼀�供�����佛�因��常隆

盛�

    但��出家⼈卻漸漸��所事事�本來應該做

的弘���⾏的⼯作都不做了；�⾄演變成腐

敗�奔⾛於�貴之⾨��絡攀緣信徒�到了�種

�度�往往�就是佛��⾛上��的開��因為

出家⼈都變成寄⽣蟲�西��中國和�度的法

難�都�同樣的狀況�

因��我們出家⼈必須���覺⼼��「奉�我

們⾃⼰�成就社會⼤眾」�從事���關懷的⼯

 ⽂∕��法師      �影∕常鐸法師

作�對於社會⼤眾�提供我們的�源�包括佛法

的���佛法�⾏�⼼的⽅法�對社會盡⼀�⼼

⼒�佛�就不會僅僅是�官貴⼈的裝��

     另���⼤家思考的是�弘�⼯作不只是⾯對

我們的信徒��果�樣�⼀代⼀代的信徒會�

去�那佛��就會�失了�佛�和基督��天主

��伊斯����太�不太⼀樣�那���基本

上是�們社會的傳��是世代信仰的�⽽佛�徒

很�是從⼀�⺠間信仰的社會⼤眾衍變成佛�

徒�很少�⼀個家�世世代代信仰佛��因為佛

�不是⼀個家�的���不是⼀個⺠�的���

不是⼀個社會的���⽽是�常⾃由的���

 

 所�「⾃由」�就是�上⼀代信佛��下⼀代

不⼀定信佛���夫�來��丈夫信�太太不⼀

定�信�太太信�丈夫不⼀定�信�是很�包容

性的�譬�你們之中�⼤�只�⼀�兩個是⼩�

�跟���信��半不是從⼩學佛的�因��我

們所�的「成就社會⼤眾」�不僅僅是⾯對信

徒��包�了�信徒�就�⼀點來看�我們的責

�重⼤��⼀代的出家⼈�何影響下⼀代⼈來出

家���⼜�何影響⼤眾��三寶��責�很重

⼤�

  

    

��師的�神



    �諸位不�想得太天真��什�「�信的⼈⾃

�會信」�不���被動���⼀定�促成⼤眾

來學佛的因緣��何促成��就是�跟�結緣�

為�服��讓�們���佛法的因緣�譬��⼀

位很��的作家�本來沒���信仰�在�⽗�

往⽣�我們去關懷�服��為�⽗�助��個⼩

��讓�們在�傷中�下⼼��來�為�何辦理

⽗�的告別式�到�惱�因為⺠間�俗�是吵吵

鬧鬧的��⼈就建議�不��⼀個交響�團演

奏���⼈建議�辦⼀場�蹈來紀����⼈告

��布置�堂�講�的東西……���得�所�

從�

 於是�打�話來���我們向�提到另⼀位�

��作家的⽗�往⽣�我們法⿎⼭去協助�告別

式辦得�單⽽隆重�不僅���意義���⽂�

意義���那很���想�把告別式辦得�單隆

重⽽��質�因為�了�個因緣���中�⼤�

�所�悟��定�喪事辦����開�學佛了�

�就是成就社會⼤眾�為社會服�的⼀個�⼦�

 ⼀場盡⼼盡⼒的助��⼀場��素�的告別

式�可�讓⼀家⼈成了佛�的�法�信徒��形

中�可�影響了�們的�戚�朋友成為佛�徒�

開�學佛���都是我們�照�的對��因��

我們��服�奉�的�神�不��沒��利或�

沒�回��就是平�的奉�社會�服�⼤眾��

樣佛�才會�⽣存的�間�

 下⾯�再�出家的�神——頭陀⾏�頭陀⾏是�

在物質上�盡量��泊�對⼈����對⾃⼰�

���但不���到使⾃⼰�不���⾐不�

��變成⾯����凡是⾏頭陀⾏應該都很健

��因為⼼中�是開朗���法喜����喜⾃

⼰是出家⼈��喜⾃⼰������牽�掛�凡

事盡⼼盡⼒⽽為��都很⻑壽���訶���

者�沒����沒�凍���活到很��所��

折�⾃⼰不是頭陀⾏�⽽是叫作⾃討�吃�

 我們⼭上�⼀位義⼯����九⼗⼀歲了��

�⼈家�天天拿鋤頭在種��年輕⼈看�年紀�

�⼤了�就把⼯具��來��就⽤圓�����

不�不緩�做⼀段�間��就到廚�揀��切

����到�⾳殿�佛�繞佛�拜佛��很會利

⽤�間�太陽很⼤的����不會去��；�很

會利⽤�間�本來是⻑�的�⽅��就幫�種出

�來��位�⼈家不求��利���泊⽽�⼈�

爭��事�爭�⼀派�閒⾃在�

�泊��的頭陀�神

 ����是出家⼈的�神之所在�除了服�社

會⼤眾之��⽣活應該積��規律�經常照��

場�照�⼈��果�我們⽣活不規律�很���

不合群�不�����是不會�的�早上不�

床�晚上不�覺�應該上早殿不上早殿�應該動

的��不動�⼤家在做�式動禪了你�在�覺�



�樣��不會�� 

   

    雖�我們不�被��所困���是想��裡

病�那裡病的�不��果��出了狀況��是�

就��否則�果不�設想�譬�你的眼�痛�你

��「我是不買帳的�痛吧�我�是⽤它�」到

���你的眼�可�會�了；所���果���

狀況�⼀定�注意�真是�問題了��是�找�

⽣���我的⼿��不知�是因為寫字��是�

度使⽤�經常會痛�就是俗稱的「�球�」�只

�我⼀想到它�它就痛�我不�它�不睬它�就

忽略了�個痛�但應該戴����我�會戴�戴

的�����⼀點�但痛�是痛�

 我曾經問⼀位��的�⽣��應該怎�辦��

⽣�����⽑病��我�休息�我就問��

「�問⼤夫�你休不休息��」���的�障

重�沒�辦法�休息�因為��得不得了��⾨

診�⽽且是�院��院兩�跑����書��得

沒辦法休息�「法師�是出家⼈�可�休息

��」��為我們出家⼈很�閒沒�事�可��

休息�我就跟�講�「我�是�障重��我�休

息�我�沒�辦法���幫我改�的就改��不

�改�的就�了�我就是�我的病共⽣同�

了�」沒辦法改�的病�就跟它在⼀�吧�

 �之�我們對��的照��⼩病不�太在意

它��較�重�實在沒�辦法的��就�看�

⽣�不�俗話�「久病成良�」�病久了�經驗

�了�年紀⼤了�曉得⾃⼰的病是什�狀況�⾃

⼰應該會照��現在我可���⽣更曉得⾃⼰的

��狀況�知��不��打針�貼���吃��

�⼈�我�個⼈�是病�但我就����來了�

⼀直�到現在�我沒�想���不怕��累的�

�就休息⼀下��⼗五歲的�⼈�������

��就是⾯對它——⽣�病�����受它��理

它�放下它���可��是我們出家⼈的�神�

    俗話��「�丘常�三�病�」�是�⽣病�

是⼀個助�的因緣�讓你知�病�是什�；但是

假��丘��丘�常常�病��是���⼈照

���就�點��了��病�並不是就�⼈家來

����病�是�⾃⼰獨⽴��病�⾃⼰曉得病

是�事�曉得⽣命�常�應該更���更加打�

�神來�

 出家⼈�病⽽被病困��那是�⼼不��出家

⼈�病�除了找�⽣治療��就是�我們的信

⼼��常發願�常在�世⾳��⾯�慚�懺悔�

��發⼤�願�願眾⽣都����「願我��奉

�給眾⽣�奉�我⾃⼰成就眾⽣�讓眾⽣�

��」看到眾⽣�病�就想到眾⽣��幫助�⾃

⼰�⼩病��它視為⽣�病�的⼀環��何⼈�

⽣俱來都��病來的�沒�⼀個⼈是百�之百健

��⼼�經常�������法喜�就不會被

病�累��打倒����⼀�病都是正常的�不

��為�了病�就不���頭陀⾏�

——（講於⼆○○三年九⽉⼆⼗六⽇僧伽⼤學「�辦⼈�間」）



     每年的����許��年學⼦步�社會��常

會收到的祝福是鵬��⾥�步步⾼升�⽽僧伽⼤

學的��僧��是否���擇⾃⼰喜�的⼯作�

是否��求⼀步步升�的鵬�之志��

 記得��師⽗��⼀個故事�古����個出

家⼈到��場掛單�⼀住就是很�年��的⾯容

���但是每天都把�裡的廁所打�得乾乾淨

淨�除了打�廁所之����很��⽤功��來

�被⼈�出曾是另⼀個�場的⽅丈��位���

找了另⼀��場做淨頭�

 當年�是學僧���到�個故事之��「出家

⼼⾏」課堂上法師不斷提到的「出�⾃我」��

�變得�常鮮明�⽴��對出家⼈來��每⼀�

執事都是為服�常住�奉�三寶⽽設的�各⼈�

�的責�或�輕重�但並��卑�⾼�之��重

�的是執事��中�對境對⼈���照⾃��緒

的�伏�⼼�的上下波動�⼀��從「�是我的

意願」�「�是我�為對的」�種種�頭裡�練

�覺�⾃⼰是�「我」的⽴場來看��境��⼈

 ⽂ ∕ 常格法師     �影∕常鐸法師

互動�俗話��「����理�����理�」各

�各的⼀套理�講�講不��

    師⽗����弟⼦們發⽣衝�來找師⽗�雙⽅都

�為⾃⼰�理；事實上�沒�理是不會衝�的�就

是因為雙⽅都覺得�理�才會互不相讓�所��出

家⼈「不講�理�講�智」��記得師⽗�⼀句棒

�的話�⼤意是��「�你是對的�但⼀直��不

平或私下議論�就是對的�是錯了�」錯在哪兒�

錯在�失了慈��智�了�

 出了家��了執��果�境不轉�我�轉嗎��

從�惱出�出來嗎���僧團��執事��開⾃⼰

的舒��嗎�我想境界來�⼀定是難受的�但��

�向覺��便�不辜負⾃⼰出�的願�

 在���執的���期許我們都�在「出�⾃

我」的⼤⽅向上�在⾃⼰所�的執事上�盡⼼盡⼒

�種福⽥��結�緣�僧團�執的�吹我們去哪

兒�就在那兒��開��除了三寶事�眾⽣事�哪

��什�「我」的事��

 在���開�



    每年�天的慣��是�在校⽣的�����祝

福即�從僧⼤��的學⻑�⼀晃眼�⾃⼰�成了

應屆��⽣中的⼀員�

    回⾸學院⽣活的點滴�因�師⻑�同學�學弟

的陪伴�才�⾛到現在；學�的��儘�跌跌撞

撞�每段經驗都成了�續在�⾏路上��的動

⼒�

    ⾯對未知的�來�⾃⼰向來不是個��的⼈�

即便�楚��路是⾃願做出的�擇�⼼中�是會

�⼀點�懼和���記得�定重讀⼀年的當下�

�⼼沒�⾃信��喜���同學的�����忐

忑不��

   「重讀的�個�擇是否是正確的�?」⾃⼰曾�

���⾃問�� �來發現�其實每個�擇都沒�

所�的對錯�但看我�否堅�初⼼��加把握每

⼀個學�的因緣�並為⾃⼰的�擇��責��

對於即�到來的�執⽣活��⾒⾃⼰�⼼慣性的

焦�⼜出現了——

    

 ⽂∕ 智敏法師         �影∕常鐸法師

�怕�法勝�⼯作�⽽為�⼈�環境�來困�；�

⼼⾃⼰會因為種種挫折⽽提不�⼼⼒�在�惱中�

失了�初想出家的初衷�

    �師兄弟問: 「�果現在開放給�兩個�項� ⼀

個是可��留⼀年在僧⼤學��另⼀個是���

執��會�哪⼀個��」

    ⾃⼰當�毫不���給出了「���執」的�

��縱�⼀直覺得具⾜福報考�僧⼤學�很幸福�

�實�上學僧是向僧團�假讀書���是寧可�在

舒��裡�⾜不����發願出家奉�的願相��

    

   「��恩」��來�常�套�但�是����段

⽂字���三寶�師⽗��引⾃⼰學佛的����

⼀路耐⼼�引和��的師⻑�相互切���的師兄

弟���每⼀位出現在⾃⼰⽣命旅�中的⼈�

    

     願所�在學院⽣活得到的受⽤����成⻑��

⼼的����論�⽅��少考驗和挑戰�願�堅�

�提不���⽽不捨�

  不悔的�擇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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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的國�會議��⾏��年共六位��學僧

�受師⻑�在校⽣的���演�法師�演漸法

師�演禧法師�演發法師�演⽂法師�演�法

師�雖因疫�緣故�改�典禮直�線上看⽅式�

����僧的海��俗眷�友�在�中�禮�祝

福�但現場⼩⽽�的�典�溫�絲毫未減�

 院⻑⽅丈和尚果暉法師勉���僧�⽤三�

――「理�」�「事�」�「現�」�每天��
提��提⼼且不�初發⼼�在奉�當中�⾏��

��執���把在僧⼤所學��成⾃⼰的�在⼒

量�⽅可不易被�在境界所轉��由不回��

去�不�⼼未來�把⼼���住於當下��眾�

執定可勝����並��我的智��利�的慈

��成就僧團同�成就⾃⼰�共同「提昇⼈的品

質�建設⼈間淨⼟」��續師⽗的�願�

 �受矚⽬期�的「在校⽣祝福」�男眾部在校

僧�意演出「凡願�影」引來哄堂⼤��掌�⼀

 

 ⽂∕ �信��     �影∕�東陽

��從�下⼈們受疫�影響易⼼浮����出四位

法師昔⽇為�求���出家學�治�現代⼈⼼�不

�的��――「⼼�環�」��⽽理�唯�發⼤�
提⼼⾏����才是真正的利⼈⼜利⼰��眾部則

為⼆位��僧量�打�「僧⼤⼩學堂」益智�⽬�

�巧�現法師們恆順眾⽣�具⾜�儀的�質���

⼤家輪��出對所���僧的���祝福�在校⽣

的�性�詞�⼈動容�

    ��⽣�詞由來⾃港��的演禧法師�演發法師

代表�兩位法師�⾃�的出家���形容在僧⼤的

求學�段��⼀年⾏者��讀幼兒��⾏住坐臥�

部�重頭學；�⼆年�核����為沙彌則是讀⼩

學�學���利�為�⼀的責�；受具⾜戒為�丘

就�升中學���負�來家�；��之��執�則

�半⼯半讀的⼤學⽣�除了�⾏永�⽌盡之��更

�學�奉�即�⾏�從不�理�兒⼦為何�得出家

不可�到�同法師因出家���結更�眾⽣法緣�

演禧法師���恩俗家���願意�⾏動���更

�定⾃⼰��出家��利益��眾⽣�

欲為佛⾨���先作眾⽣⽜⾺
 

【110年度��典禮活動報�】



     

 回�僧⼤的��師�成學涯�影響����⼤

改變�演�法師了�學佛不�於沒��惱�但�

惱可檢視�⾏�祈願⽇�⾃⼰��⼈都�少�少

惱�演漸法師現在�到�境�會��⾃性�⽤佛

法�⼰⼼讓雙⽅�益�演禧法師因��因緣��

期勉�因緣許可�跟願⼼相應當盡⼒⽽為�演發

法師�恩師⻑果光法師�話棒��讓⾃⼰終於願

意放下⾃⼰�真正開��⾏三��演⽂法師會從

不�⼰意的�境�⾃我省�找出⼼的問題並�恩

珍惜⼀切的因緣�演�法師�破⾃我舒���希

�應⽤所學讓更�⼈同沾法益�

     

【��⽣�詞影�】

    法⿎⼭�辦⼈��師⽗在《⼈⾏�》書中寫

��把「⽌惡����度眾⽣」的��⾏�具�

�實在⽣活裡�就是⼀套��⼈��⾃⼰相�的

⽅法���典禮��就在師⻑為��僧���

⾐�授證���合唱＜��⾏＞圓�禮成���

��僧�提⼼�已發���⾏已�⾏��但願眾

⽣得���不為⾃⼰求��的⼤�願�出�⾃

我�⾛向⼗⽅�



法⿎⼭誌
DDM⽵雞 

Bambusicola thoracica

�影∕richard2formosa

【科�】 雉科

【別�】 台灣⽵雞���⽵雞�⽵鷓鴣

    從�部⾄�部�為�⾊��為�⾊；��⼤��

現�⾊��上�⽩斑���⾊�雌雄同⾊�不易�

���⻑約25���

    ⽣性�����具�域性�常三五成群出沒於林

�間���果實�種⼦��蟲和�⼦為��夜晚則

休息於樹上�⾶⾏�⼒不佳�

     ⽵雞�⽣活在�村環境���因�在閩南語�常

出現跟⽵雞相關的�語�形容活潑�動⼩孩會�

「甲⽵雞仔同�」�更��⼿�閒不�正�的男⽣

稱為「⽵雞仔」�

法⿎⼭
 的��⼦

                       
        

     ⼩�從未�眼⾒�⽵雞�因為�們�在

�另⼀�的樹林裡���不⾒影�⽵雞只

�⼀開⼝叫�便�⼀發不可收拾�叫⼀上

午或⼀個下午�

    �⾳宏�����貫�整個法⿎⼭�

的�叫�是「雞狗�−雞狗�」�發⾳準

確度上��乎只�我們站在⾼�⼤叫「雞

狗�」就變�⽵雞了�

    因為上����點�只�⽵雞⼀開⼝�

就讓⼩��海浮現��⼦雙⼿���獅吼

孩⼦��別搗亂的影���就是為什�⽵

雞在⼩�⼼中�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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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為⾃⼰求���但願眾⽣得��」��是佛�平��⼤慈�⼼的展現�當⼀切眾⽣都

得到平������⾃⼰才會真正���得��⽽�個����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