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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的⽣命⾃覺��在同學們���

�的願⼼中被��出來�並且圓�了。

 �年�來⾃世界各��台灣的86位�年�

誠摯�⽤⽣命來�焦⼈⽣主題���亙古的

��叩問�受戒成為⾏者之��彼�的僧

命�因��了共同的⽅向��結�

    出家為僧��開了���溫���開了�

利�我執�為�⾃⼰的本性重��為��⽣

�的�痛�為掙��惱的束��為�續佛陀

的智�……�����只為回應⽣命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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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僧命的成⻑

圓�

⽣命⾃覺�

 
 

我們的「僧命」�了�結�



     

     相信沒�⼈會��⾃⼰不知�⾃⼰是誰�你⼀

定會��「我就是我啊�」但是你可曾想��我

們所�為的「我」�或者「⾃我」�竟是什��

你可�因為從⼩到現在�⼤家都叫你�個�字�

你�已經�慣了�就覺得�個�字就是我�我就

是�個�字�

 你�可�會�為�「我的��是我�我的家是

我�我的思想是我�我的�⼒是我�我的財產是

我���我的太太�我的先⽣�我的孩⼦�都是

我的�」但是在��話裡�出現的只�「我

的……」�「我的……」�就是沒��出�竟什�

是「我」�

 ����是誰的���是「我的」��；誰的

思想�是「我的」思想；誰的���是「我的」

��；誰的判斷�是「我的」判斷；誰的鈔��

是「我的」鈔�；都是「我的……�我的……」。

 那��「我」到�是什��� 

 ⽂∕��法師      �影∕常鐸法師

事實上並沒�⼀個真正的「我」�

 所��我們根本不知�⾃⼰是誰�因為從⼩就

被�在各種的價值��所佔��被物質的環境牽

�⿐⼦⾛�成為�在環境的��⽽不⾃知�為了

我的���我的財產�我的家⼈�我的……�⼜

哭�⼜��⼜�喜�⼜�惱��都是為了「我

的」�沒�⼀樣事�是為了「我」��是��的

�蠢��

 仔細想想�我們剛出⽣���中本來沒�知

識�學問��沒�記憶�但是���天的學��

漸漸�會�別事物的�字�形����量的�

少���⼜�⼀步做出諸�──「�對我�沒�

���對我�不��」「誰是�我的�誰是不�

我的�」「我喜�什��不喜�什��」��價

值判斷�⽽且在⻑期社會�的��中�為了讓�

�的⼈所����漸漸學會了抹�⾃⼰真正的�

⾳���⾃⼰真正的���

找回真正的⾃我



     

     於是�⼝是⼼�久了��⾃⼰真實的�覺都�法

�會��失去了�別事物真相的�⼒��⼼往往�

在�法主宰��法掌�的�況之下�

 真正的⾃我�應該是��主宰⾃⼰������

����制⾃⼰的�⼼活動�⾃⼰��做得了主�

�個才是⾃我�應該�向東⾛�就不會往西去；�

�主宰⾃⼰的雙⼿去救⼈�助⼈�⽽不是�⼈�不

是打⼈；���主宰⾃⼰的⼼�讓它⽣�慚�⼼�

謙�⼼�⽽不是驕�⼼�⾃⼤⼼�

 可是我們往往易受環境影響⽽轉變���環境⽽

動���佛�的�法�那是�「�⼒」⽽轉�「�

⼒」�單的��就是�去的�量世�⼀⽣⼀⽣所做

的⼀切��惡�在現世得到的⼀切結果�

 我相信�何⼈都不希�⾃⼰變成環境的附屬品�

都希�做⼀個��主宰⾃⼰的⼈；�就是不���

�⼒⽽轉��就��願⼼和願⼒來轉變�否則只�

�波�����環境的「�」在轉���別⼈的�

步���成為環境的附屬品�⽽不是轉變環境的

⼈�

 

 

 盡⼼盡⼒做⾃⼰�做的�學⾃⼰應該學的���

⾃⼰應該��的�盡量的付出�從中不斷的�正⾃

⼰��就是找回⾃我��的⽅法�

 希�⼤家��祝福⼤家���找回⾃⼰�



     ⼀⼤早�僧伽⼤學的三位法師�⾞�往法⿎⼭

�店�會��僧⼤20�年的�動展�⾞整理�包

裝�並交給義⼯��們��⾄法⿎⼭�明別��

     ��的��很專���們細⼼�⽤帆布�展⾞

包���防�⽔潑溼���⽤�⼦綑��並在�

�⾓⾓的�⽅塞了許�泡棉��防彼�碰撞�

     在細⼼呵�下�展⾞平����明別��當�

的法師���們很�����軌�⼀同參�布

置�從�們的表��可�受到�們對展⾞的到

來��到��的喜��

    我們⼀⾏⼈很����做事�彼�互相補位�

哪裡��⼈�就去那裡協助��同��師⽗��

「���做�正�⼈做的事�我來吧�」法師�

��們合作�間�恰�展現了義⼯的�神�

     在��中�因不同⼈給予不同的回��展�布置

不停�在變動��整���每個布置���找到⼀

個�當的位置�或許整個布置���就�是在團�

中�⾏的��吧�

     在團�中�我們會�到不同的⼈�其實�們都是

我們的�知識�在相�中�互相學��切����

並�⽤佛法�禪法����整⾃⼰�讓⾃⼰的⼈格

更健��更健��故古⼈常��「寧在⼤廟�覺�

不在⼩廟辦��」�便是告�我們在團�中�⾏的

重�性�⽽僧⼤的法師們��是在�樣的環境中學

��成⻑��融⾃我�

 話���僧⼤的�動展⾞���年輕�活潑�朝

�的�格�希�⼤家��間�可別�了�去�明別

�參�喔�讓我們⼀同�受法師們在僧⼤成⻑的那

�喜���動吧�

註�僧伽⼤學20�年展�＿桃��明別�展期�1/17〜4/23

  

⽂∕演�法師        �影∕常鐸法師    

在布置中�學�團�的�練



下其所緣�讓覺�⼒整�的�照�對於�照⽅法的

練���果⼼的⼒量不⾜�很容易就��昏沈��

記的休息狀����法師引⽤的��很�準�讓禪

眾可�對�照⽅法的練���⼀步理��個⼈對於

�照⽅法並不陌⽣�但�發揮�照的功�確實不

易�

 �下來��享⾃⼰�⼀�禪�的⽤功�況���

禪�打坐���現中度和輕度昏沈狀�較��發現

�之相應的是「�」�

 因平�⽣活�⽣���的�況較����打開�

��就��會⽣�很����������玩��

�看������知�更�的�訊……⽣活中�⽅

便���吃�����效率��舒������很

�不同的�執��樣的覺����更了�和�識⾃

我��⼀步明⽩�昏沈��亂�掉���記�狀�

並�絶對不�；它們只不�是⼼當下�實�現的狀

��其實是⼀個⾃我覺�的��會�檢視⾃⼼在平

常⽣活�於什�狀��平⽇慣性的⼼�在禪�期

間�都會⼀⼀浮現�

    

     

 2022年僧⼤期末禪��在寒�的東���裡�

⾏�由常�法師������� 2004年 ��師

⽗在瑞⼠ ��的�照禪� 開�� 

 �照的⽅法�單卻不�掌握�������禪

堂的戒⻑法師關於「�何練��照」�法師��

�初的���師⽗只��「放�」���「放

下」�就是���單��來發現⼤眾並不�掌

握���師⽗才開展出練��照的不同層��可

⾒��照本�是⼀種頓�的⽅法�

 ��法師引⽤圭��密禪師頓�和漸�的�

��和⼤眾�享�照的⽅法�

「頓�和漸�����⽤⼸���靶�

頓��就�先練��準�靶�直��準⽬的��

漸��就�先練�拉⼸的⼒量�」

 所�拉⼸的⼒量�即是先把覺�⼒繫於⼀個所

緣境�練�⼼的�定��⽽借由⼼的�定⼒�放

⽂∕演可法師   �影∕常鐸法師

                                                  

 �惱僧
【�照禪�⼼得】



 ��期末禪���了更�的�間在�⽅便��是

會�昏沈�顯�出平�⽤功�⼼的�間較少�⼼�

定的⼒量不��從⽽了�到平�基本功的重�性�

���開了⾃⼰對「頓�」�「漸�」之間的困

惑�

 回到⼸�的���「頓�」是練�直��準⽬

��「漸�」是先練�拉⼸的⼒量�假�只練�拉

⼸的⼒量�不知⽬�在哪�或�法對準靶⼼�是不

��中�靶的��果只練��準靶⼼�沒�拉⼸的

⼒量�⼸��出的⼒量不⾜��不�⼀⽮中的�

 禪�袓師的開��往往給⼈⼀種只�重智�的開

發�即�即定��⾄於�對�定的⽂字語⾔出現�

但往往我們可�會忽略了祖師⼤德平�的�為��

們的⼼�都很純�����於�定平�的狀��

 ��現代⼈�在�訊發�的�代�只�打開⼿�

或���就會被⼤量的訊息�價值�拉着⾛�⼼�

不容易�定下來�所����明⽩師⽗對應現代⼈

的�求——從頓法中開展出漸�的⽅便���讓現

代⼈對於禪�的⽅法��跡可��

 當⽬�正確�⼼的⼒量⾜��就��⽤智��恰

當�理事��同�⼜不被�境牽�⾛�

 ⼀位⼤德�師在《��經》「種種障�」的�

⽂中�對於「昏�」�很�闢的闡��

「⼼�攀緣顛倒��亂�六根對��境界⾊�

����味���法�境界���攀緣不�作

主�久了就變成⼀種����⼈疲�思��做事

�法專注�」

 因為�的�慣在打坐�便會�現出來���

��在⽤⽅法⼀段�間���不容易把⼼��中

�來���的覺受會���軟�暖�輕�出現�

因為�的�性會喜�舒暢的覺受�����覺受

就會�輕昏沈的狀��不����不⽣欲界�就

�欲界天⼈都�會��細�欲�假�完�沒��

欲�已是初禪�上的⾊界天；��悟�佛法的正

知⾒��已經是果位的�者了�⼤��或許會因

為度眾⽣的⽅便�⽽顯現出�嗔痴的現��但⼼

中卻不會��嗔痴的執着�

 回到禪�的⽤功�況�期初禪�和��期末禪

��「⼼」�現出很不⼀樣的狀��期初禪�

��基本上打坐不⽤太�的�⽅便�⼼�明的狀

�就��維��因為結�之�⼜緊��禪堂暑假

實��⽣活單純�不⽤���讓⼼��定下來�

【�照禪�⼼得】



 2023年2⽉初春�由法⿎⼭�辦的「�⼆⼗屆

⽣命⾃覺�」��結⾺來西亞��加坡�越南�

加拿⼤�⼤��台灣�各�86位�年�為���

惑��索⽣命的真義�實��驗出家⽣活�

 從�曦升��⾃覺�的同學們在法⿎⼭放下⼿

�����垢�同僧眾⼀⿑禪�早課；不論⾏住

坐臥�語�動��在禪⾨中覺�⾃我�撇除�

���澱�⼼去學戒定��並學�「和��

�」��環境裡的⼈事物�視為⽣命共同��經

由「毀形守志�����所�」的���受戒�

梵唄�出坡�捨戒��⾏�驗�⼀�學會放��

學會�欲�學會�恩��斷捨��實��受活在

當下的�淨�⾃在�

 在為學員們開���⽅丈和尚果暉法師�提�

⼟�其�敘利亞的�����⼈�息往⽣�讓⼈

 

 

 ⽂��影∕ 法⿎⼭�關⽂宣室

��世間�常��難�戰爭在⼈間不斷重�發⽣�

���佛法的⼼法�為⾃⼰發願�為眾⽣發願��

��惱�⽣��難�同��「⼤�為油�⼤願為

�」�勉�學員��淨�我的智��使⼼�綿��

盡�在⽣活中�把握�間�⼒�⾏�並�⽂���

的智�⼀樣光照法界�發願幫助⼀切眾⽣�

 「⼀直想��⼀個�會�對⾃⼰����⾟�

了�」初���佛學活動的林⾱丞���許�困惑

�忐忑的⼼�來�隊�在�中�找到困�已久的�

����對佛學�禪�的練���學��何�⼼�

放�並找到�⾃⼰和�的⽅法�去放下�原諒��

為⾃⼰點⼀盞⼼��照�⾃⼰���給��的⼈光

明�並期�在�開�隊��在⽣活中����維�

⾃⼰的⼼�並維����淨⼼�不⽣�惱�

    �法⿎⼭��20年因緣的����動的�:「來

到�裡收�太��當我下⼭�我�更�⼒量�更�

�索⽣命課題 
從⼼出發�得�「僧」命

【⽣命⾃覺�報�】



信⼼去幫助��的⼈�」��切�會到���於

⽣活中��學的知識�限�在⼈⽣不同�段中�

���到�潮的⿊暗�刻��旁除了家⼈���

��法師給的光�引�⽅向���從法師�僧團

當中�學�到溫��慈�的⼒量�並得�在⽣命

中實踐��⼈⽣智����佛法的⾓度去�理困

境�當�開�裡���成為��的⾃⼰�整理�

重�再出發�

 ⽬��在就讀⼤四的��綺�從⼩就跟�⽗⺟

參加法會��佛法��常嚮往出家⽣活�「�果

⼈⽣讓我�擇�沒�做什�事是���的�就是

出家�」�表�⾃⼰從⼩就開�思考⼈為何⽽

⽣�⼈存在的意義是什��當��佛學��才知

�原來⼈⽣是輪���出���路可�⾛�願�

求��之���⽽⽇常⽣活環境當中�雖���

�到佛學���但因為被諸事����法⽤功在

�⾏上�在⾃覺�期間���找回當初�真�⾏

的�⼼�出�⼼�希�在��之���繼續��

������⽤��⼒量幫助更�眾⽣�讓⼤家

都知�佛法的��

 伴�⾃覺�20年�本屆�隊主�常惺法師�

享�從僧⼤2年��剃度出家�到現在當�主��

��會到「⽣命⾃覺�」的主��是從另⼀個⾓度

回�佛陀本懷�各種課��禪�都是讓年輕⼈去�

照�思考�為何��⾏�為何⽽改變�在�到⽣命

中的轉變��該�何⾛下去��⽽相信⾃⼰�更�

的可�性�去�續�索並��發其�⼈�

 常惺法師�期��學員們都�在�隊中�得正向

的�量�⽅法�並��項珍寶贈��⼈�祝福學員

都�活出�⼤的⽣命⼒和可�性�

【⽣命⾃覺�報�】



法⿎⼭誌
DDM

    ⼩�曾在⼤⽩天撿到�⼀隻���不知

為何出現在�寮⾨⼝�原�轉�撞牆找不

到路��想�是從斜坡那����不⼩⼼

�路⾛出來的�

 ���⻑約10��左右��⿊⾊的短

⽑���來��軟�眼�是⼀個⼩⼩的⿊

點�真的�可�喔�

     ��的�技──����⽤���成�

狀的⼿掌�掘�並�⼟撥開形成����

����雀榕��和僧⼤�⼝的樹下�常

常�四���的����從�⾯上看來�

�覺是�了⼀整晚才�的�作�讓⼩�看

�看�便打了�想��下的�����刻

正在做早��叫孩⼦吃�嗎� 哈〜

台灣��
Mogera insularis insularis

�影∕google 

【科�】 ��科
 
【別�】 ⾼砂�������悶��逩��

 台灣��是台灣��亞種哺乳��主��布於

�海�⼭�和���果���圃��原�⽵林�

開墾���⼟裡的�蟲幼蟲�蚯蚓或是⼩型兩⽣

���蟲�為����的�量頗⼤�可�吃掉⼤

量的蟲蟲�因���可��制�蟲�群�讓當�

的�蟲�量不會�於�⼤�

 ����「�」字��型⼜跟��相��所�

常被��為�⿒動物�但�們其實���沒�什

��緣關����的�型⼤於蚯蚓很�倍�翻動

⼟壤的�⼒當��強於蚯蚓�⽥間硬�的⼟層�

����的幫助���軟�整���性��⽔性

�都會�得改��

��參考�維基百科  ⾃�⾕

   法⿎⼭的                                            
        �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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