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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完春筍. r 1i.福晦鬥』廷大家

常用的視居周間﹒五周是獨蓋章E語氣﹒

然而真正所指是何.7這般吾吾說不能1t

定﹒若依聾闕，紋，單，庸的 r五貓論」貓

的是「攤、*、廣理事、ø:重f11(總司自

營〉、起，終$(壘，終)J ﹒另有嗨，當觀念

r 六&iJ則是拇「閩、 E霞、黃、貧、

懇、嘻嘻 J '~itlUll獨 r:<<五摘除六aiJ

的憊，聽﹒

f.:ii? 

灣的價值信念 1 因此，如何才能真正創

績，所代表的荷包境界. ~聲音E建成2每人

們鏢，甘人益的瘟疫線忍了 l

「總書露，修 J ;庭審人的給擅遜灣:

依修學名嗨. r貓J 又作紡線、弱，事。

繪的就是能夠讀書草種閩、Ißt些問學賴之

行第﹒《阿含章獲)J@:秘書，行分給 r æ1!t 
間無讀書』興，也閱有讀書，自費醫」三道﹒大

樂則將六皮之行分泌貓、智二緣，而終

以智懲治體奮之行誨以外的，都講海「諷

型農 J tþ)位主藍布泊中的法絡為殼上鱗傷，

《五蘭總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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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告..比丘， t.fti帶有五槍搶﹒何圖"".l. : 

- 、其人，時.!.l"~特長壽﹒，t."-.fI.'

二、~人F醫生Jp得先，他財l' o~J‘二轉.'

主、.Jt.人，野生"喝萃，比，是‘三__ .

四、.Jt.人所.!.l"名..閣 ﹒ 是‘四M'

JL 、.Jt.人所生卵，且明太\' ， 是‘五祕..

依《讀歷》說明，五輯有:揍，厚、得

大富貴，繼正鐘，、名譽這閩、聰明大

會﹒而所需坊，區各有英國.'學例:在F

殺之人，當圖章，法後﹒因受夠淨llt即止不

.﹒所以蝕得長置， . 這是世俗福縛，~

而臨的世童醫嚴格，使團~.主要是以寶庫誨出

遁的，所以，陸學培養的1直接住，更是不

可或缺﹒

扇壓一一即代發擅自底在廠之窟，是

..法.命槽.蜜地， r穩地詞人居J 費是

快的，又是新一園，于閉目，.袋， .j震

代.什麼?是結束亦是另一個開始T本

lIIl.前兩位即將﹒書長的周恩餒，直他們的

擴樂越雷﹒主題單元，心靈，聽宴系列

一一介紹第十一屆的.~銀行，讀書函，

街日本道竭﹒看到日本政府對文化通麓

的軍軍區﹒:&民月1傲穹的細心﹒他山之右

可以攻錯﹒他人的..'或許能帶給錢

們金許省恩﹒

書畫的叮嚀一一刊議或公長老於%年

12月的日，申報.全體師生的演嗨，聽接

電E癮fMJI且也驅嚴-J島是來的艱辛，期望

HR唱團憊，甚于7解 rtJJJI惟11 ﹒守成本

身J 跑道理置，更能珍啊，遂得來不昌的.

•• 輛軍心，﹒晨R人生

善，所在﹒再看，侖.長老的兩篇關示，

rflt傳教看 r生死-Ii間」以f)法的角

度來.肘植物人的問_，另一篇「彿敏

的蠟E恩怨』﹒以.超法住激會這 r無

裂與艙迴 J '兩個看似互相It立的.. 

組﹒內傳相信"來.

有生則無有不死，古人對死有種於

洶苟言與重於..山之分﹒但這只偈限於一

直責人的環世作泊爾雷﹒修行看..如何看

得死亡'? r法會宜說」逍刻變鑄《念死

書畫門初.)﹒象晶質上姆是同種主題﹒所

不同的畫畫，還期的作者探周《阿會組》

的資料fF海依擻，並送一步周轉念死的

種種益處﹒..賣學死法門能成誨推動修

行的另-單單力量﹒在種迫違規飾的司，作

中<.股道上) ，*桐，飼微型學如何運

用，得人身'.iE種叡贓邁向解脫之. ﹒

道翊校友簡介邀前男.1'11..七屆的海

平法師﹒以及女~第三層的盟軍背書醫師續

寫生平與修學經歷﹒另外，報導校友會

於台.太歸星星所召開的校友會，學部，

霞，_越是海增進校友潤.此的法僧﹒

增加獲致力以成麓，憑命之_，

妞"怨說﹒繭，局是作者與.脅之潤

的，自樣，雖然繭，層有所屋力﹒所期盼的

是能哥哥心血完JI呈現，但總有不面瀾的

地方 ﹒期望各界法師大續不吝指教﹒ .. 

恩怨的包容﹒並且誠摯地.a r 至1福晦

門」能站你禽帶來錢好的學藏人生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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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刪暐是學一一聽聽第2位山

傘，留給哥哥位~和ø:山縣的高野山上﹒ 11.

~治日本星星富家的-*山 .ìfF起草4法大師(~

海上人〉將來彎彎.沱大的Z直接.毆，而皇室!!

E越野山也因第弘S魯大師的總行繭.:f;濾擋，青島

野山境內可1IIf r三步一小艙，五步一大用自J • 

到處寺院絲立的斑紋，但仍以金剛.. 哥哥為主要

的信仰誨中心，金側面學等被譽為總*山，不盟與 À'彎必是1I.f.A.板車申紛章.寶島﹒進審會被

只是真親後的宏偉. JtlE終得信~及共侈的2區

哥哥.M ﹒除了錢測驗司等外，周昌盛亦紡盆wao影

盆、六萬5 、金笠、賀.館、弘2宏大師會.…理學

畫畫鱗鱗，然迪金建賣貨除了頭有的觀必價值外，

其是華主車要是數以百萬冊費~1l9.心，甚休教道瀉。

曹.f...."ft-J‘自壘起....1l~... ..1II....".."..........1J 



奧之臨一→臟六師御翩

不給您是從你總來的銀光軍事，讀者是弘法六師的信娘，既然來到了商野山，漠之說

則是必經之處，遠是因車總之說是弘告宏大師坐4偽戀的地方﹒自2縮銀禽弘法大師的追

章第信仰. !事給本海只是活馨的時候，統遂死後毯，昏'.券在弘S魯大僻的身旁，治:ø弘2魯大

師給饋告舉行﹒然m戀的情況，從一路上湯山道野的墳墓\1即使得知﹒正因遠訟，樂之鏡

泊個區域成章每日本級大的續建軍車﹒但往生之後要寡老E道，可不是想像中那廢軍車袋，辦2區

別潰，因泌目前，在法的，都是在日本史上闊的出名單糟的夫人物﹒

然而，要鑽入縣法大師的鉤，賞，必須穿越續盜名人的這鱗 '11噶爾努緩緩，醫穆的絨線，

令人絲不金組對y.~念六師教靈敏手掌之心、.逛到.1庸之後，開l14i會可看到假淑虔誠的搶

手掌﹒甚至智人念司會4重金發的照片口中滴滴辛苦

爾，_聽不懂他們所說﹒但從飯館主貝u司嚇

得知，他們互訪司長y.法夫都能夠演化他們的

貌發，續他們的線彎曲輛車回編音符袋。除

7超度以外，單時*取錢顯昌盛的治明燈，更是

重灑 r一位撥單~J 的狀纖﹒聽說於半年前齡

要預約，不然短絲不到的﹒由此可知﹒日本

Aμil~"tp.^.6函， A. il也早，，~壘起...，..ìt必會議

處v"



結晶，

高野山遍華定鷗一一外來和崗，當其功

持著行喝醉，走在一線棟鱗，匠、老舊的建議，匈

中，上下的海路，一不小心是會主獲勝的{憑自民但

訟中，等被忽*J!到臥室外的游學筒，是個fJVJ、

考驗〉。用雞石之間臣，終位住在此袍的區中生

(不覺睡是否為住夠的緣于們〉療費1ft鱗撥給鐵

道， (那格按可.古色古香，只不過 rt!i J 得大通

讀了，略有霉事長) • 

看看越級封1.' 不賣會要泊位將還把冷汗﹒要

照厲處緒大的→自白宮邀請暑〈樁事告)81趟，陸餘，被鷹

派婆的~、鳴、住宿…等(華富有-位太好T望重

切，繁華Z兒子、媳婦、女兒、單單子們一起照顧紡

縷的食宿一一錢都今天看三個銀行國街此) • 11 
Jt可''!â 11açk Komfield在《狂喜Z之後) -.Ef:I' 
引用某位數灘的一級富貴: r$.... E'f'll毒，還別克纖

通勞多偉大1i(J.修>t"﹒壘，采你給他們，傘兵

詞'.他，f'J券，﹒車，房子、始，睡傘，有個.t..t.、三

個小敏、 -11甘J且作'-A-~J:..J1I"'.~"、 .. 

A 蓮，ttt鬼"""'1+'

... 4.，1t...tJl.l~'1t (t章.....) • 
*…他們.定，也不清 I J 哥拉進遜灣~院所見所 ;，U，tll(~t之間.4.ï1lt.草 1量很
思，統是 r吃不消J 三倒字。 (t血....己.;t.，....縛Htt-ft被

在商Jf山上，兩位日本年級人很興奮地跑過

來打招呼，胸悶是否來自「少林等 J '1看老他們

的表情，內心想司寄:給了「給人歡喜、給人粉

筆J .是否該傘，兩竊喜海失勢式，必哥哥時可以

r._司FJ '1戀不是lJl-瀑件，主這次發們有不少

人在不同時閩、地懿'1IIl1lfl自UJIf:.-椅罔聞聽﹒司皆

被符合自2位人fF外來的和尚J I約刻被印象不是

r會念鰻J ﹒而是 r會第'1}]J 。

句，

... .t llUUt.....~且是.....1'11:1.$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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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良的寺臨一一東大、韓福、唐闡揖

康大等一--大師曾在此可于駐錫縛l!t. 有司，日本

尊嚴猿"本山的對昏睡﹒餒11第更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木

通連續﹒除了本身建饋的特色外﹒JI!令人軍車的是那些

悠避自在的風﹒總而﹒J!遁入康大哥~.lVJ必須穿過一大群

胞的地館一一奈良公園，有人別開玩笑的飯，若要進入

東大等﹒必須做過1&.(.餅乾餵食)﹒只見公園內的

費巨變胞都白白酵辟的. .1平吃商y...住地萄街下裂

祖晶體鐘，有的則成擋風數量壘起，缸.丸﹒QlI大使!)來

y. 逍遙自在的程度﹒可酸楚百分之百﹒

或許是因海天皇所教撞的，所以連續2個被尺寸 ，比

魁其它守局可都是大了許多﹒儀小朋友組這位底的情形

看來，就不緯•• 其自為食之大，建獲之錯.﹒每天到j有

成千上萬的這客來此.Iti ﹒歡連各彼學生也耳~JIt作戶外

教學﹒喝到每位Ij、周友人手-本宮廣記銀重慶髓tIJ.處可壘，團

轉期麗珊賀信似的﹒只見Ij、周友各顯神通﹒攻讀區、或照

.之. It是...障言是要把東大寺的每個徊，街都記.下

*﹒過灘的數學方法及學習心憊，是僅符錢們激怒的﹒
A 傘.\t~..‘...值得自龜't﹒*:t
.&蟬. ,f '11; ... , tutt I!U....fll lII 

1&...鹿..t A............A:*!l... 
t.. ﹒是令，“晴，
兮......1:

兵團，



Â ".....11 

Â "....Jt..Æ..?n帶........."

t.~耳...{是l.JUU:，了 1Ul-.tt • 
l.ø.了啊......歸

樂師寄一一道但是法相宗的大本山，此夸大自臣中

總香供侈，所點的是說番，還鵬此行所見嘗嘗至于不悶，

頗具2售貨氣息.道有 2 見到一些中學生團體來自危朝拜

( r戶外參學 J ) • ~擊中由年輕僧侶在器，堂誨，生做

聽解﹒卻沒見到有人打瞌睡﹒應該是講篇很糖果吧.

嘗膽師存取台灣人有其鞠源，與聽者不錯參考:量監聽法

蹄. <發車秋冬> p.105 • 

唐昭提有寧大殿正在維修中。我們只船到錐莫大師

帶前禮拜，或許是年代過於久法，似乎看不到其他與

大師有關串串的鐘點。主于中較特別的是ï!iiil斯堆砌而成

的成堪，種後的背.絲竹展，無棋生穢，機提出滅種

吉韓愈然的滄猿臘月。

自後如果再去買貨良﹒會想舊地重遊的景點之一該

是:法陸有學 1 因為誤區佔地歸真連繭，傳物館中佛教

質量農甚多，可以繭細品味﹒其陳列傍像的方法，有用

間接光，鱗苗、金繽紛對教光，東海在般肅穆，可謂

匠心獨具。入門券每人-于咒. p雀僧.免費，入海(D.

此刻回想起來，寺內建樂、土R賢、妙地...有乾燥曠漠

Jd鳥".....J.~J. t4 H時f. t .l& I底，近似教爐、絲路的鐵窗﹒

身帶""<<""'''.4‘A1t.，串串... ... .""'-a繕



平等臨一一極樂淨土聲書現

平等瞬之所以有名，驗了本身的歷史價

值之外﹒再來就是它的建黨模式及飛天雕刻

的故術﹒然會有這援精澈的作品呈現在輯們

臨前，要完全歸功於日本對保存文化遺廬的

用心﹒

目前平等院正在過行建黨遍原揖修的工

程 ，透過精密的科學當器分析 ， 加上純熟的

撞聾設備，試圖還原幾百年前﹒以現代博物

館的手法經營逍漪，舊傳統與新科蠱的巧妙

結合，令人耳目一新﹒道所販售的紀念晶亦

揖具體計眩，姐此處的風景明信片 ﹒質脹頗

佳 ，融人蛙且留憊不已﹒

被畫，記載﹒脫中「風風盒』鍾的阿爾陀

像完成於西元1的3年，自於採用 「哥哥木遁」

(你像內部挖空﹒非軍一原木) . 所以千年

以來 ，少有裂痕﹒此佛像結臨歐盟 ，字輸定

間， 有輯 r (這〕季，閱本錢倉以來的 r立

婪 、 你來逾fp.J的彈tPe-tl績不一樣.J @ ﹒個

人以為 :道場所像是學的佛像，可值是當街住

月1修行的指樣﹒早期彌陀像的 「勵脹 、 定

即 」 ﹒ 可儲說明當時往車 「培變定力」 一一

信觀像或觀租金像; 而<.倉以來) 的 「立

婪 、 接引自」 的阿爾陀像， 可能代袋後來，

向修 「持名念佛J<!) ﹒鐘者幢測:由不同時

期所追傍像的不同寮憊，或可推估修行法門

的油價﹒不過道也只有在日本國重觀園史文

物的價值，千百年來小心翼翼，健體 r文化

財」 村E保存這種完聾的『歷史兒也 ﹒

4月買主t!I瓜..4.-干年 1草綠4~ø. 鏈，
‘113秘主的.t...ι ﹒.1. &....111.

11*.業ìU'f

Jo. ....段 till.必先".他+會已。t. I 
........t.龜，且，.J^......文化il .t I 

Jo. f''''~間尋治旬 ('t-)
~.且，海.. .同學令fJ



是r

後來，在清永存 r防車.m~堂』中所見之侈纖弱~.手絡建即﹒知恩院的 2 平等樣的也

都相同﹒您有可能是嘗嘗吾家都-fYr所流行的青島行風氣為關﹒

銀行回來後，將此一字印運用於自巴的甜H陸中，麟.相繼一-兩臂、•• 可以自

然紋，露，又可提升空盤中的明錢度，鑽研這是化行潑大的收單單﹒

法鳳凰堂-RQ~量必須另付三百元的阿富票，者E，.• .RM結束、錢六買東獨到前往3室外軍事

勵之際，是道人務費最後的事壘，何纖轉身食誠地向此尊踐史悠久的千年省份像頂撞。

JIt!iltS連續特色. (讀書，最激都》中有如下fI

真的強述:

「平等院的電車tt.....揍AU聾，每命的車雖然頁Þ-l:."

44'lt-lJ.呈現，所以何.1'6金罩，周以 rfllf 字詞ê... 
M目。JOr1司r:ìl包租u.*'含沙..后.-f:'i光.UtJI體

驗，自藍4圍內wrst跳......~峰 lfi4-.後，且浮4ft .. 
對比血，;þ~字治 )1) 干l:.~"U庫，面紗*從洶的tJ:J學眺

望何事11眩:t﹒他永的Ji.1Il:fø.鼠的 tl濛﹒何.rs

f:寶寶車，有壘，從灣方淨土氣象﹒.J@

知恩院一一樹影堂E科學祖師

Á <<.."'" ÞI("且也背包 11' 代..~
是他.....1I~t也

r 1P.@.1It4 閱本淨l:.~盾的，*.$.r.ù'會主".....，.，t閱本

ìtl:.$於a ì'fI B書寫在合此所當l.t..fllJi串令﹒ J

F如息，但~A+~~..tf.J! t書亨~-九O~.5.-九三次.._，以

如tt-害~，.，.... <~Jl'棒~.A-) • J <D 

淨土宗的思想從中國總入自3位後，則由普魯然上人於此

創員lUU峰，渡海西方獨陀淨土思想﹒.脫程全盛時期，每

年的肉賣，陀佛蠻禽，全當分別院都會回到自E本山來朝拜﹒

除此以外，院方則於每年法然上人圓寂紀念目，亦績夫是學

費，總闋的紀念活動﹒劍恩院監控了以事，土翁的總司E山核第著

名之外，更有，聽唸蹲下、五郎皇重圍棋、書，野各自陸...哩，七團聽不

可思.偽典故，續頗11盛名的知1IJ院，更加.名續給﹒

為最|會|很卜 .18為



有人說: r嶼，怎R管理聖不到佛像'1 J 錢嘻嘻: rjll申ø

盆中候，的是祖師，不是佛. 1當然看不到傍坐在中

位﹒ a 日本人聽第自家的適銷比佛陀濾像大@.所以在

建鍵上，把 r鉤，修~J 遺傳比-旁的 r時刻陀盆JII六

一一爾年前*商家廠等發現JIt一僧餃，濾油「變辛苦此

種」而發忿不亭，現毛E紛也見懂不僅7'

在 r 自由灣獨』到 r商獨陀草堂」郭宏種行〈國2晶亮「企圖b轟~這﹒足夠車品，車
tUfi包嘍. ，~ 

m用通午，聲) .來固定動﹒約Jti:t分鐘，用即~種.lIII ~'" i 

官司E原余地紋的實'.Jt好﹒先宜。當鑫祖島上鑽到《海灣撞車

利) ..論敵測中當時期有「逍晶陸學滋d是借書~~伊思

考﹒讀書白這路運動下被肌肉，有效促進H活動而.溢

其...為.-什大街老妥安所鐘之處劫、名 r通道IIJ . 
不知次悔當年獨灣經處之餒，是否也常食嵐'11種行，所

以此膚方為名之第 r治i&J?

v ‘，國主導. r.~員.&oJ 1\氣了-.lll."品.. 

~ 



生目

清水等一一月照西鄉聽臨深

行前因為民灣以下的文字，而改變原本參tô

軍官顯不繭的初衷: r r .Ji益B.IIt.l k詞，水寺的移績

，且能itllt.l ... S -fU毒月 IftU:.人( 1813-18&8) 的行

跡，曾經~.Ji峰會自塵封t1\*JI'.的學命忠告 .lli!

iIi)影響民串串的鈴. (lt-') 主莓，皆﹒

'tJl'. }UU;.人和6.1l-!i'~史，. r 尊.l...

;\.J ífiJ 31 r *Af.J到處遞給...海人社賣t..Hl 、

後司'nu起了 .JI入，串江~令. 1{ 11不哥拉薇，真 ;ìfr

書，剎車直線鏈，後來且能公司司洽，言，暗的，宜昌喜功IZ. ••• • 

這件可f敬可泣的事件嚴重申了章，絢淘.... r戊戌紋

!t.J之後，當車攝電肉串t#k袋..刻.. *學~r袋

，早秤台、1{J!體告賢_.谷，早足7分俗之J 紋驗，聽.. 

趣， j企事r "F ra.聶嘻嘻且，化"肩 ，_單身...~峰 &.M

i可J 紛紛旬以明您廳廳，令然.lIt越激動不e..﹒

後來講I..A偉大紛發童醫且會令恥辱‘.ùìH'哼唱層.;1{.

S費草草草，..， ro J\(] <位學〉、錄A絡的〈辦法.u.> • 

大』‘萬層單~，-i1!t兌前的「是重修入"J '.4 ri運
.，句俗J . 

...…日後來.A大紛刻 s......彎彎早年，遭到起l À &lt 革命-10}4鴨1.紛
主曹_".l 四，f.t:u~閏月區

習..*品，海次，他..草叢紀3-JJ IIl.t.人矣，軍副司翔的.

事吧. • .J cr> 

滋潤統繭的壓反毒草件，依車帶浮現出荷中時期

普車t讀過的「是軍4-、特重量、1{l!龍、童車..' ~吾與~

7分.f:f:.t. J '!Jr.年來卻一蓋以為是「月!III i!tllll J 

〈月亮照在西ilJltJ放撈) .不知原來是給誼醫兩位

Jt........ut~fl T 泉~'íl~且'f....‘ r.f.<I幻，
-.l rt..."且 J .，f尊心..﹒+久""且~官.Jt.t
..島，自治犯~.華﹒*.U. 't ?-3Il a. J: ~<<..疇tl ﹒ .. 

毒品乘|會l訊1. .1Q! 



自本的盟員要人士。當年太盛大師還E西方夸測《大殺者道》﹒得到M倦的境界;叉過海山

法飾，受到了新思翔的數量壘. rJt于攤前!穹的《缸.!Jl> .尤緩海欽佩J '從車已 r i.~1

且在_*t1lt殺人、.....氏的~U喔，心。 J 因為盧大師的憑心，改寫了錢德紡寶貴的壓爽，

給新的-買就此鼠闕，這真是大時代風餐樣會的機勝因緣 I@

國治上，間太盧大師興，實位先蠻的歷史謝讀罷〈來盛大峙4彎山老袋都4飄鬧鬧-清.*等

月照上人) .讀書*導才有7"館的海灣與價值.在銀光人，胸中，如果不遠治段鹿史.這

在清'*板上鍍章，抄灘的人草草中，可能令禽走不到那 r請永舞台」前﹒不禁治有嘆:當年.!iI

大師二度來此時，六萬薩心中也存著貨月照上人(及瘋瘋同〉的懷念，才會來到lIt榔祉:

佛守主直存耐看火通車，吧。@

自灣'*圾"入附近小卷.Jl!t'*十足的小唐僧興，畫圈，苔為維緻〈傍晚進入較少) • 

這治 r松鍍金彎曲IJ 看看割當局臭，一套含古龍、為狀歸于、押敏、彎彎片J!四千多自侖，

令我好生..，.. (東西雖不錯，但食用色似乎不藹，因為管道的主角一一沉喬木、做衡

木，過皮奢侈、又不太獨自保…〉芷彎.薯，續切的店員m招呼，只是兩位店員都聽不

僅我的英語〈或許是袋口齒不清也不一定) .比手金胞之餘﹒見燈一本書聲樂十足的《自

船，介精誠可以普耳其制費為丸遁的總后看看﹒

... it~""ft4壘t&*~"'k， • þ..~匠.....舍~ r." J 
可悔 'J94U.tt.+車M 1;,1) U，ff ﹒織必軍事.，.. ....-t廳.，. t



.w 

甜蜜守一一輛合綠譯線發性

記得一年，的哩，來過此處，績次重妞，街都聯合國登錄治 r世界文化灣iliJ 的「右

Il. J '績是.符其事'1

佇立右E駒，庫存光，雖是級償了下*﹒可貴揖身旁的當時，都是帶彎，灣的心續來JIt

吧〈印象中，外國人好像lt自本人多) ，多數是袋，地質是響、坐著，午發銀煦的國醫光，

金氣中恰似蕩過老三分教練﹒此處處仔細人走，在無鐵路"跟別人受誠的倫況下，可

以帶愕地領圖書其中的樂章~.~藍圖女主的f年前 (197揖)訪問自*時給定讀書來S縛，磁

石搓，搏殺女王.. 後，當此 rll不錯口J ﹒品味蟹高﹒真不可心唱﹒

:GJ!內有十五澳大大小小的石頭，以5 、 2 、 3 、 2 、 3共軍緝的芳或安置，會上置信:

r從任何角度都無法-次，世喬治十五塊右買賣J .我讀哩，回安街蠻的周潑可能是哥哥獵人體

會:如果還輯們堅持己見，閩駕于自己的笠翁，錢~.不到事物的全哥兒;如身~~們眼灣總說t1.

_，嘗試以別人的的眼灣來看待司帥，車棉被輔臣全面了，草草草徊。也有人開玩笑為:

r從空中被錄，可以一目瞭然 I J 一一爽，壓迫臣也不一定全是玩笑M ﹒如果真能修費醫到法

隊-、瞪得 r~陳毅 J .或辭激是在 r~J 中「俯韓信念，實』了 l

為最|會|很卜 .1糊



鐵水If弘元教授的書﹒有道縷的描述:

你紋的 r...住J (~)是，且也啊..的鳥..，.處和平

〔的航.) ...o(l與官司令外.(UI.. ;l、字街的桐樹....在國

卒讀『禪*石處紡車生﹒ k車也可s.l被包搶在為à怯{皇)

中.~'" e 
如果艙:歸者日本右濃度能看到其中所.舍的『無

禽」 ﹒ r盒』﹒章，當一般數光客而_，要~，采免過繭，

但如肯凶吩的... 盡量_，

'"看花﹒不覺瞳女王陸下當年是否也 r. J 到7此右區
的 r (i!包」 ﹒「線盡量』﹒才會 r憊不絕口J 7 

另外，值得一鍾的是=.上又脈，如果站在一處能

數黨仲五順石頭的人『不但不應該高興，而且最好越重自

恤金，精神斜，生J@ ﹒為此，會m逢節發揮 r法行

人』的特質，寞的鐵飯認真地鐵啊數﹒啊~很司國運地

〈或恨不率地? )費現:面對右路，站在越物的秘右邊

角種過﹒寬直種可以數到全懿崎+五顆....... . 在互相穗龍

之後，重輯們並不打算去看精神科醫生 ﹒ 有興尬的人，去

麓食等嗨，不紡鈔--此公.﹒〈不退授們都是 rø

180J 的身南﹒不知甜法是否會影響到 r.泊位J ﹒〉

個人擔.:到家都的叫風間(必草草H且會守 1.

勵是守中「石庭』和那碩大、金蠶盟富的 r.響祂」﹒

若錢到日本的「層'J 與 r萊過J '那絲不令人，想到底

圈中的結山水，府提到格山水則鏘不撞到帖山水中的代

衰伴一一 「十五石處』﹒也因為這據績取本順當盛名的

飄安寺 ﹒東頭縛，名大噪﹒然這到體安哥哥則不管你嘗不

僅縛，法﹒.1{11*~坐在庭團前也毆一下莓，但 ﹒ 另外﹒

通絲不獻是從 「種害知足』下手嗯?

.........崎.眩'l. 1 ﹒ ïl 旬"

傘"事t;'UA-1t龜，~4‘

A 麓..._.A:..車.".. HJ 
.，........1\l.值的..當".



金閣寺一一茶攝一隊席上坐

J!\免費，大名鼎鼎的金周等一般印象﹒只能挖去食費2

漪，人又多﹒大家銀綴著、壘起彎彎，只為了以那線譏笑

的金色違章發為背蛋黃﹒拍一被照片fF r到此一繼a 的聲E

E塵，您看陸有修f質$撥通一次足~﹒此次覺得沒有道借帶球﹒

所以唱起步說道﹒.ø:.圖畫心的理學過安排遂有書中淺嘗單單磁幸事
Á ..M......U. r.......J • a lt. 

讀書、吃苦要I!i﹒重藍色色念書踏車，米止，因對統宮發然的黨色﹒ ...闕，峙1.鋒才祖且，再....M

庭中有大紅泊級司壘，圍棋不有自台艙，廠灣人員參司f•• 色
和肢，此情此袋，錢厚日本風味，質量投姆高擎的負面印象

軍區持消失﹒不過，浩大事龍也是按行的1íHi.吧一一欣賞殼

，豈不一定只用服睛看，運用 r服耳.ã~語意 J !對「包裹

脅綠øJ ﹒都可以至全1í位置直屬企﹒話挽回來，單s.mlt刻

，使函，心種比較艙，貨，大犧it不會啥，臨一重量不好灣的

餒，回想宙人錢來過蛇神寮持獨書.'燭，且有智慧 1 Á r .l lll4J _f<氣.ì'l.詞句
淆tf.r.l (J.....A

a~._ .. _.、 n.a.lu單位﹒ "-4叫itllit...會‘缸tu..t.."久"'I!t

毒品是|會|訓 .1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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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山底層寺一一備先.臆於省下

t色，ø山有 r鈕，學 a 之封撞車﹒亦讀尊重每日

本佛教的激繳費量，東於一九九四年正式被

聯合國廳信第世界叉化道~﹒經磨哥哥運I~宇

宙~U最大都般沒所創建﹒先後:fØ育出.~

.司F名的祖師，包因此，章.~日本佛教教

灣地﹒

Æu 

延11遺書的 rt晨3位中盆』特色是 rz擊中
‘民...~It.k;..~1t錢，申久，縛t-.勢，

等』一一在原有的台灣第之外，事專絢麗畫一
縛...，彎曲，是怎兔絲司f.fAil.吟'J. il

外層建第包留線連聲。前役時，殿lf:I辛苦僧侶

在繳費醫療〈火供) .彎彎絨線，又有停車時

中「千年不誠的t金錢J (錢搶掠油燈鍾的

火苗，自終于二百年前，自戀迄今，不管中

斷〉﹒氣很祥和﹒苦奮勘~白色小續供仿、

上霄，在廠內自覺毒草徘徊。同學紛登在大織

"坐一*.國時濁的限制而作撼。

附章，一袋，可是﹒在 ra<字中堂J J!f'JJ要

給回1ft.時﹒一群人才蘭總定位，空中的

發影道巧績單寄自#閥，為光續在讀頂上﹒光 À ...".-.，.;，.獨

明一片. r佛光吾吾照J 一一線及第揖2億﹒

在經，.有學會，當局撞車午.後，的往繼鐘

，坦問饋，書，此I4 r續坊 J Ai使盒一可能忽聽

-.五千目，官(灣是淡書長方衡的價裕) • 

f寄來如果遺想來Jtll-嗨.*-只能住在

激部，自行車嘗到盟軍袋，詣。同學說:此次銀

行下衡的飯店若是自個紋，大領是住.'F泌

的，書畫遐想的安排迪是住在彎曲事錢給耳聽畏

縮1f:I!t1艘，.際。



.t，i}..ttll*'呵~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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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制度鑫章:過重量日益金=
E車帶麓，直ff

結論

間，問: r~什瘦哥哥銀行7J

掌聲: .'Å7 r繪臉見閩J I開 1

但又費醫戀彎曲直:「…嗯，好像也沒•• :必要...每次.行回來，激動的心，常是錯，11

銀行峙的彎彎，續費tm存下次的行經…其實也不聽領必要舊的。 J (很譽，前的答案〉﹒此

次程有"~I的〈演樂家〉混為寺見到aEf:l右碑上幼發「安草草何必須山水，被郤心買貨火自

llj( J .絃鑫哥學胸思甜撞了-會﹒飯舞會心，六練對重句話也為主僅次談何下了個詮寓。

旅行一一也可以.a們反思自己的留

家、安於自己的家.﹒ •. 過了那些所懦的先

進價傘，覺得 r各會因緣車直接人』﹒例如:

回家樽總是 r一頸、一顆』的簣，忽市中，

一頭11vj、綠綠被授的機緣，祖醫價竟然章是一百

flt兀自啊!f (約四十元台詞!f) I I 回來後，到

r大續發」貫7- r.J 事，. (主要九賴) • 

才不通新台唱，十三元〈當然，道是.棺論

r次』 的促紡品〉﹒吸.tt司實酸甜的檸檬泳，

心忽忽誓:送~r台灣人的傘，自 I J 曰泳人

或許在梁金情況下也讀拔弩台灣人呃，但反

向思考 q區物價真的彼此較量學.嗯?低物價

是畜禽擔們對物質不尊重、繪圖露，畫畫盔彎曲E

浪費? ......泊是 r s:þ道』最允當﹒

同學中有很少人冒贊嘆 r 日本什麼都

好J .甚甚至辛苦打算完后日本。但不要忘了日

本的白貓E售商屆全彎抹紡行的氣4!i'如S塵封E

種真是 r天堂J':每有品嘗麼多人苦奮得不前

線?再覺醒，也像日本逝據全世界修學綾寶貴邊的

地方，忽迢含有鏈，麼多人幫嘗不下去﹒不禁令

人沉思:到底他們'"要衍，縷的佛教?

Æ? 



{監事體】

@艙拿活動車，障人會憲法鯽，龍:此次銀行竅，也中，啊，忍不必質問寮駒道為有:奈良東大

寺、唐總劃f~ 、tJ(M~擊，此，眉山起眉，寺，眾都能安軍事、平等撓、西泳嚴守理事實事﹒男

外，三+三閉室，信.也不必買察，但我們必7哪一*紛淺的fI.介，付7六百元日

'" ..:來家都、遍野覓到•• 適量合自家.前往一通﹒

@旗鼓， <骨碌家都) p.2憾。台北，法教文化， 2ω7年初肢。

<v&鐵與聽聽念書事'.晶f: 即嚴錢都﹒《成佛之道) p.312: r念e吾吾魯門的鹽，品，是念

份的身紹興功繕'.嗨.紹興設想念佛。 a 另外，會考《成份之~(增毯司長) ) 

p.323-324 • 

@.紋. (神錄敢看事) p.219. 

@察說， (轉團長家都) p.S9. 

@ [1 】中申奇元， (從此赦組M司，佛教) p.26: r 日本人的特位是對特定人物有絕對戀

隊的依紛態度…82拉佛教各家派的信能對議員長級祖師總持強烈道自役的念念，總行以各

宗祖師海中心的宗教俊鷥~.毯歪存著時竄入.錢，祖師似乎比鄭敏者釋迦牟尼份東像

自 I J 



Á iU.-，...lll001導干........ Á .....司tl..品是繪.，.~(~廳，區)

..紛.~~ttt一正+1..費

[2] 畫，廣滋飾. (留日見間) p.363: r 由於費時.*定個人鎖婷的個~﹒回家勞教特別，醫

拜各宗自家的創始祖師... ，在自本可以竣務，各家的祖師廠軍哥大泌紡廠....ft在中周以及

其他國家約佛教中是不會見到的。 J

@型舞駝. (讀書串租車壁都) p.71-73. 文字絕對直響.~~食﹒

@ (余盧大師金會賀信十三綠葉蹺食論宗局給) p.348 r…遜到了-位教山法ø...當時與他總

.了4蟻天.....他般有滋程，對于'IIQ閥的《仁昌阱，完軍區誌歉，聽﹒由此轉變生怒了以

務法救世都赦國糊的議國恥。 J 另覓《太盧大都金會費時寸步t轍，盼 p.1點191 r告宮

發正老海統治食、書念書，峭的時銀﹒乃辛苦缸爛苦，山叫樹然嘗嘗心.... (蓮，山訟飾〕每向

發力.世界和中庸大勢所憊，份教亦曾長迪改革況，書、巔，聽傳學不治功﹒重建乍鶴梁艙，畫畫

不以h然…好奇心縣役"僧，自各越新學省事，﹒統莫斯總司雪，辛苦底有海《大同if) ﹒樂Ji

ii(新民fi) ..柄，像《台紡車§子if) . j康復盟軍《夫被論》﹒續悶悶《仁.) ....後，

於遍體扇同《仁昌發》尤~不忍縛手，發然激發以修學入世數澄的弘般偏心，勢將不錢給自

適量，這急.. :ft:下的法繼泡其向俗的治變... • J 

@樂隊. (章，陳東部) p.74: r佛教遭日本弘海後，解治教閱始處在員，灣地位，到了平安

胡來潮，閱給蠻行，本地登撞車.. ~處﹒也就是時寄自本國有為喝教書普爾離﹒草書作是佛瞥麓的室主

...﹒袋示是彿警車麗的臉總態化，於是寫漸形成神社粉，售等同時存單恆的m串連﹒ a 其賞，老E

滋種帶有E寫作用的方領論訟中，單身處處游喝宮會辦緩整俗，迪是仿普撞車被反 r廢f恥，只

有~繞著害了 l

@承野弘元慧，綠草E紋，單《佛教書畫還研究) p.l0' 

@.駝. (禪味~:番事) p.1ω 。

泛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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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為
福
嚴
人

緣于民.96年12月 1S扇為.佛學，拒

絕饋，會舍是印Ill!導師民宙間+二年〈一九五

三〉創建的，至今算來已經五十五年了﹒其間因時

代人穹的贊露，有些耳聽僧苦奮已不自覺記憊，現在想哥哥

說的，只是有攤濃濃議員E求學，以去服毒草了十八年

的繼續..大家第隨 r創樂僧IlJ 祠，守成不易』

的狀說，身帶來是E嘗嘗位，以致用之時，也好像俏，

苟，斯灣 r1tt'1$不志，會覺察之師 J .說是2撞倒念

恩﹒

應
知
福
嚴
事

或是民囡囡十六年譽. ~食福鐵車駕近導師的那

時，施般的住5a~會滯留官外，脅，醫治、.明、簿.、

開單單、紗，學、幻金、兩'11 、圓圓毅、單單妙、iE袋，再

加上錢及，發明和傳自帶兩個沙菊，共計十三個人﹒那

時ae三+吭餘，但到四十八年秋 .a即國人灣不

穎而團體闕，在議級住了錢-年哥哥竿，可以說是匆匆

而來，又匆匆而傘，什般也沒有身聽到﹒國治那時理事

J學v

aeaR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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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11粉去菲律演弘法，自語行的開了一次

會艙，命部海3龜，體會的省軍長. 11智紗.. 饋

，睡覺肉等重r:.儉學院的教書聲，即命彎彎

選人議〈如大體島海代+方寶寶林中的糾察

師〉﹒擇，郡的作風一向Æ r$尚自在，

不蠻人以從8J .而.糾買書則必須 r撥

人從8J -1當時的同學們(除8萬公初，區

公兩位老師之外) .總近詞，飾的3億麼都

比a~展，學E監督草書魯比寶島，臣，大家想想獨

裁能變得7給?信又能夠Ml趣的管還?

也S委書tfJ年.Jt他們都大錢，臉，他們都

闖蕩 r老大哥J .那只是白磁剛剛好事是

而已﹒直直不衰示章，司業有絲毫尊重之倉

，.師所以型轉發擔任m吃力不討好的執

掌，可終是因2魯總導人家紹自尊重聲種大陸

，醫學跨省泌俏，真旬，不然-個乍買食初到

的人，怎且便可能派他總任~..u聲 ?tf

戀戀人說過壘，老僧*顧!I抱歉，不鴻銘

法做人傳J .西比在佳，搶姆總分配工作

時﹒可能固氮鐵路的戀度不夠斂，車，絕

望寶書 l忽丟在藍藍閑書長的不餘，策.8自己更

厲撥通﹒不得已只好草書信向導師，學畢.

可是信寄出去十多天卻無回音，草草也未

多細考慮.不辭而別7 '1島的這一.

動，如依戀綁在 r i預11l1li費遠 J S:PfJ須

楚，或是沒有再回鴛般來益的資格7'

因為他老人家還E r 開信」夜tfl龍: r竄

來道密的﹒當然要安心家學﹒偽活中途

畫畫悉，憊.闊的，也不勉強﹒不通過飽

之後，或不必再練﹒固氮道甸地方.Jl

員過去大陸司~.不悶，決不能繳費*~畫一

樣'..司長錄音袋'..嫁給泳，自由入

入，自由自在﹒ J 本科音書a離開，官員"的

消息傳單單菲律f{隙，哩，自音程寫給自聽明治

帥的僧中，寬然有一段眩，據不己的ø

緻:

r絲絲兮f:Jt妙~$ì;仿1f中，得鈔

.壘，品t..，.袋'!lJot.I!Il之，不能入緣-

4 ä-4人.'_.iõ舍 .tp大量k過....這

少.é 己叢書露， .. 串品t:ml ~~-耐人司令之，

也﹒.緒是L奏，可能海人，醉不辭，來

自島..t..a. 實tJ每何等不必肉，令f:

僧人為父母子面c:.:t.漾，行動 åè ﹒每每

-1嘗不合，走了為t昆， .且不晶體 IW 冀

，骨，亦不微型『司醫蕭昌等， .?HU_"*.ê舍

，壘，每-+.:j!巳吳祖庫，且容易間，章..壘，不脅

，學研﹒唱起，略帶，吐量k舜'..lFÞ<<俏，也趕

• I J 

當時譜表*~袋都給a翁了追殺俏，其

中儼然沒有錢as泌的字旬. {旦苦追髏7

之後，啊前線之潑不獨不殼的il!æ:了下

，食，團軍萬五張草書，帶綠得到，苦奮迫不過，而別

的..﹒竟然，但老人家 rZ當地開之﹒不

能入單單 J I 從那跨越星電郎111賢:今後不

管是食昌在JU蓋於人有間的哼，派接讀書聽

了去做﹒~前如何的艱難. -定繁華書給

有，巷的做到底，絕不萬戶.憑借﹒當時發

以第四'11看，哥哥龍失望已蟹，再也不會運隊

讀了 I 本科民國五十三年的三月初，他

毒品最|會|訓 .1~



老人家續自別人打電話給發(那時喜愛已

在宣間縣旭東.新建的念你會弘法) , 

既有，要軍車到台北怨自盼望E見面﹒苦奮大

哥嘗過蜜的次8~鱷寫信火車趕到書，盒，

見面如鐵頂讀.' f，lp合傘.，問 :q導師

有何吩咐 J '1導師先命a坐在他的身

邊， IP笑容可衡的脫: r竄來台灣十多

年7' 從未去過宜閥、花迪、台東、屏

Jfl等地區﹒富起買車道你賠錢到那些地方走

走﹒大約十天左右的時tUtfIJγ. 你有

沒有望'1 J a趕忙ä: r有笠、有笠，

不知導師想仲磨時俊去? J 他老人家習

慣性的.7一下鼻子﹒然後戲: rtt，在

本〈三)月十四日I!J身吧﹒ 2 於是錢便

安排了一個簡單的行程發從台北到笠，自

念傍會、嵐東念佛會 :JIJ從旭東經韌E

公跑到花草住了兩天，自•• ~是前衛筒

..天森等處的風般區，~型覺到了台*

游山守住宿﹒次目續續發公路，_住恆

，琴、 B華東、施，峰、台南...﹒因沁那

時紗，間著的畫畫續工程尚封是完成，昌，歸

祖E..夫總寺暫住，所以到了..讀島

行程f，lp雙手篇東﹒前後共十一天﹒訟.7

+- . r JEU暑傳遞日記 J '在 r 海潮

會」月刊上發護﹒後*..~昆士草草

r印顧導師傅圖書﹒大多資料都是~r 凹

IEJ 中錄取自9.

民國六十六年發庫..到癸國舊金山

.茗，全弘錢，並申..到綠卡戀倚在美

....麓，一--t!t益，且寧主&間，令旬，

-.2....$ ._最鈔呵呵，
底JM區最人，壘，積慮，

圖象久磨留，而且蠻的房子也巴交了給

萬元的美金﹒逍遙去住7尚不到學年 • 

• 師即要錢回台灣'*.任福巔，學院長

...蓋章2拉著111危~命﹒蠻不容僻的

心，直覺即把已受了搶萬美金的房子﹒錯

，軍件的間，還給妙境法師，匆匆趕回台

灣，從第二屆至第七盾，鐘聲在祠，壓住

了一十八年，前六年量僅是由能淨法師負

實毆責任﹒但fl巴默默的針，國司，如何軍

與鷹，. '使『濃重殼，教學府 J 的棠.'

於H~再重鼓起來﹒因此;到了第四屆

a..海蝠，精會f主持...隊長時，

即盟"側重建諸般的工作﹒在11建認.工

連第$;之後，教界，JJ1有自直冒驗錢J! rIJ

f占帽，世 J ， a亦不為所動﹒盒到研般的

人，、經濟費5萬定了，才抱住持、院長

周付..交給大航書長師﹒ a以七十有五

的年_，繪著一身胃白血、.尿病零七

種老年人的價值病..'鑽到埔星燭下

去住，



)'~ 

在前面單單懿 r 創黨穗，龍、守成不

& J .這是軍站在福.住了十八年的經驗

-、精脹的...給:少.t~是﹒安貧樂道﹒

二、 :jlU區的精神:明Jf哪正 、 像樣儉.﹒
三、 精』區的援學:....貸學 ，不叫屬高調.
四、楊展的使命: II~)利他﹒J:.行下.﹒

毒品系|會|訓 1111輛



頭級領的內容則是:

4萬..、精晨，在串身份命之舟，拳f'j事局庸之縛，在戶為源綜袋，看，會命名...

4萬..、 4萬晨 '111姆拉事事A.'''...J:.3i山，多少法行......111金會在...

#喜晨. ，.萬晨..~洽t.濤的畫面t. 1.~.命滋長的縛"I.~'"袋漠的明.1

.，t:彎曲悟命的舟秒 1

袋，可有今4醫學在4萬般. " 1lI-il念，真UU陸有這 l

a仍有今4醫學在4萬般. " 1lI-il怠 'iUU展有這 l

車費伯母量人家:!!l1當待人接物，一省一行中

學習，先做一個像機的人 01句話發記

得哩，都:tf. r 人間佛斂，嘗嘗 a 中嘗嘗Ilt

戀〉﹒然後再於教寶島上下工夫，這徵jf

乎才有每單單咎辭行並露，皂白學11:;他﹒擇，歸

者E r緒，區開路 J ~但也t!fl鐘過: r一個，.

斂錢，心還要寬大，要能草書忍，不要面展

社會一般人，磚，串門侈，學刻報復.jI

.修績，每錢而不是§幣2金﹒大家寮驗縛，

說，事別人容易.JitIJt自Bit緣，人們的

自身不信念，往往不能自..前線哥哥哥軍

總人短﹒攻，陸缸，事，殊不知別人的鐵打

倒，直直不等於自己成功﹒ d巨星童話.實在

可能.他老人家有感而發，動陸軍車所知，

好像是，暫時同學中看人用簽名寫文傘批

判別人而.﹒以J1t~例，可知理事fftj~心

袍，是多憊的光明諾諾71 寶座名叫 r當

時』的作學會，在 rø于吼』月刊第三十

五灣第九期，以 r 固眉眼畫過去﹒.望-*

E築 J .第z繭，創E區別是「

任積盟員，會會 3 位縛」 -2從中寫到: r 

司廣告急曲直﹒........他是典型的北方之.-任

金.1fi死而無悔﹒3'ê.清司，為飾不借爾自台獨

刀的釷念，便有電﹒ Æ因如此﹒他才發無反

廠的;jf(tt下了這緣艱望~!Iì.子，不但I!

線總.'"合刻印公題，都所希望的，良久

，會串串下講話， '而且曲直倫大刀周婷._哥哥

，區建..箏，立直毅R專初級設置質的通才教育

延伸上袋，分錢垮，隆聲~1位信厭的街買賣與

領娘的人才﹒......~建串麗的輩革，龜，霆，自含

量是久以來有irJit局面的一大突破 1 J.事

又食: r其草書法師紡戀人倫之大續〈畫畫

可能.ma在國，燒時，包括母親密肉，

一年之內死了入口人的司恥，獲勝發經

過五年的敏章寄給月，在.~偽鈔僧俗韓愈

下﹒ S專賣會完成.撞撞穗般的心圓圓﹒於是草草

J 



學學於民回A-t年十月二十六回學行寫成

AJI及傷，雖闕，峰，畫畫縛了一1it.在家彎彎

，章，海內外僧俗貴賓的娘看鑫宣千人以

上，績不僅是獨眉豈有.!è以潑的第一次盛

會，同時也是新竹仿教界空前的-次活

動﹒級團體縛的是，導師緝犯畫畫次福.鐘

趁著喜成的盛紋﹒ IØIIi島的老區蝕的，平凡的

-金a 中寫道:「八十年〈八十六鎮)

新竹弱，酸，會合六~勻，自住車等奧運會重

要章， a守自回曆十月中旬浩成、閃光〈串在

撞車、閃光的嗨.日鉤，直是圓塵，十月三十

六日﹒一-J(運會書，但〉﹒海外演灣、仁

俊、紗，學、繪畫富等，書~iI*.紡車接喔~ • 

鐘書籃，自合舉行著種駕車舍，自我興奮聲灣、

其事，任三部 J • lt宜將三部合瀚的相片刊

在文中﹒

.掏錢在讀II.~紛紛學院的經道，

戳在鐵五層撥撥鯨歌j中寫7-JJr放下自盼

頭挺起鐘頭路頓鼠，鱗六間u昕一篇

r.來，龍被智麗辦學』 。告奮

前一直言文內最後一段中

說. r 老實說，是~l拉

來是念阿華君陀侈

的，並~發巔，念

佛了生死，如.. 

麼一切﹒」

對於辦學

既無能力，赫棚撞車。然-旦國緣錢到了

訟，包只好以不總結寓，團回嘗嘗一切。 r本

.J 是什麼嗎?一-fZ美旨J : r寓.J
是什麼呢?一_r人，1JJ .換句話議人君與

無事實踐時可灣可去:言笑皆是原則，決不改

變﹒那麼份，是截鐵學家旨嗯?辦團體的宗

旨底抽導都所當章:「eB法是種會的家書畫，

不僅是信仰的﹒ J t重:-1眼念鍛有《大型穿皮

Il)cp所畫龍 f佛法火海，唯信能入，回農智

能IrJ 的倉味，所以他是雪人家叉車龍: r所

以積轍~縛，軍E修行的指示，都是灣通

道俊，而有數1富的正艙內容﹒ J 因此鑽在

尚朱來此之前，擔任屏激JI(山佛學院院及

時'lIPJfl r以姆總行a 固有許為餘!III'教盟軍

發Jjl免費草草覺行，解行並盒，總管樂實証，畫畫

到錯，單行種做為一fII﹒錢買食繭.1%院長

後，仍司長此廠質IJ ﹒作為思想II穆的總爾.

自殺的有人疵，事貓.r只靈研究，不氫修

行J .您可賣糧固氮繼般的修行的草書續太

書畫﹒不拘形式哥I~約2點舍，管如街家，

'事﹒鑽研教零星、深入三廠，即為了斷續

筒，了生死，得遲到障，越普.﹒第何種為

了越重壘，何故街.敵軍區﹒一租車子紋，變E著

草草屋的吃露營巔，不分縛，﹒到處，街大

營免融?再鐵如嘗嘗傍滋有解無行，何處Ii

食擻，實?如館有行氣，車.JI(揖當修緒._.

E處食，度.'回然不給流.. 書IUt; 首修路

線， ~豈能，暗藏種.7這書長對青海教不但無

餒，影響所及對自他恥訟混成H.治即

通m.rlll入團體圖書寫，相牽入火就』包 I



轉到鐘，錢態到今年前，在-*已忘了名
的會上，看到使食大吃-都夠難句當雪健﹒
是說: r印度佛教之滋亡，固然與巒家之
與不無關保，但踐中，臣、海伽兩級宋游團體
看，倒重於學衡研究而忽略了個行，才是
主要原因﹒ J ft廈是『中，但J ?仲，是
rJt伽 J ?費僅略知-三，肇星宋況，僅
是主流﹒我眉目完全不懂﹒但裁制品為研究
中，臣也慎，研究清伽位好，曾聽先清楚他
的目的為何?如潛研究之目的廠是為了M
鑄就說，寫寫玩玩，而不是自解而行，自
行而鹽，錢鹿為主流也會變成宋流;反之
如能自個而縛，自辭而霞，領序以豈宜，未

~也有鴨種主流的可能﹒

在第六層層集同學錄中華龜，區的 ra
末，學習賀信，時.J ﹒前一段是: r今天是

中司，民圖入+一年，區，十二月二十五
日，同時也是第六函A後的一個*續開
始﹒難復，學說過境﹒又過'*兩天氣﹒但
..心似詞，鉤，娘們﹒部迫不:&符的﹒吃
了旱，懂，耶夫包I!、包的把行李推到續
下，然後各自將行李鑽到預先叫來的計
襲擊上iJ!匆匆而去，緒大的庭院此事1顯
得空空道，島，只有錯位留下來顱，臨的同
學，在廚房瓢，醫堂之閉﹒出自入入的忙
碌著﹒錢目睹此聾，不覺晨，配了-莓，
自習自費跑道: r希鍾你們大家都能夠值
幫老憫的-片苦心﹒雖然你們尚不知道
發已決定在明年你們學費醫後.~停..女

倘~._....~立“墊叮嚀
處MI單人鳥.!IJ積慮，

A 績是，且必一績是，已成
.!Il學院i!:盟，另鳳，院﹒這是迫不得已
的，到過年闕，時﹒密合袍，軍悄告訴你

們，妳們也好早一點~僧﹒樂後的It
.'希望詠們都能本司f r .以軍區周 」 的
古酬'.揮所長﹒自恤.，u (選取自背
自語的話，朱刊入『第六屆間~.J
中) I J ~達自言自語的冒聽到鐘，區，小狗
，使寓，慢吞餐的﹒無精打采的﹒微閉著

兩眼，依也是在a的身邊，她好像對於學
院將有所改變有7預..似的﹒國草包牠在
身體院住了三年﹒同學們作早瞬際簡單R崗
，宜過登時，她總是橋頭相盟國區串串氣的站在

隊伍的前面﹒因此大家都耨牠為班錢，
在詞，單時﹒她則前足脆於大，直線下閉目
..'今天她見大.紛紛隱去﹒事變情顯
得與以前大不相同﹒

2億劉女)ii學院ltf故搗男.學撓的
事，侵華R想到-位缸.之別苦〈可但是
指a程中、日八年大戰中，登-M淺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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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活埋的事) .人道多棍，參學多

窒，世出世間、倍歷坎呵，國破教衰，

飽受憂患。他向來待人接物，強毅誠

摸，於法於教，拳拳敬僧，以這種人

品，加上後天磨嚼，相信必能克服種種

障礙，為福嚴乃至為中國佛教的僧教

育，開拓新的機運，創造光明的前

途 J !那時我的心顧是:把福嚴重建起

來，培養一批教學修行，發心為常住做

事的人才，先為福嚴打下穩固基礎，所

謂「本立而道生 J ·然後再視因緣向外

發展。我把福嚴恢復為男眾學院的想法

很多，主要是覺得台灣佛教陰盛陽衰的

現象愈來愈嚴重，女眾人才濟濟，而男

恩人才則寥寥無幾!佛學院亦多以女眾

的為主。四十年前我即曾說過: r 如果

出家女眾像一些出家男眾一樣，要面

子，好表現，台灣佛教的領導權久被女

眾取而代之了 1 J 可是傳統佛教由來就

是以男眾為領導為中心的，這可從導師

寫的《佛法概論》中找到根據。因此，

當我向導師報告想把福嚴恢復為男眾學

院時，他老人家雖然說: r 辦男眾恐怕

比辦女眾的更難喲 1 J 但我仍堅持恢復

為男眾。因為我知道辦男眾的固然比辦

女眾的難起，然以我的經驗覺得辦女眾

的也不是想像的那末容易。不然為什麼

有的女眾學院僅辦一屆，有的一屆尚未

圓滿就叫停了呢?即以福嚴為例說吧，

第一屆女眾學院由演培法師擔任院長名

心靈饗客﹒峙的叮嚀
成為福般人應如福服，

義，只辦兩年即結束了，第二屆由我掛

名院長，副院長能淨法師負實際責任。

三、三屆前後六年都很平順﹒至第四屆

在第三學年人事雖然發生了一些波動，

但大體來說還算差強人意。至第五屆及

第六屆完全由我負責時，在-8之間教

是苦、訓導以及總務三人都要辭職。我雖

盡力挽留，結果還是拂袖而去。因一時

找不到適當人選，自己除了擔任住持、

院長兩個本職外，又加上教務等三項兼

職。好在，不久人事問題即解決了，不

然福嚴佛學院的生命，於第四屆即舉行

告別式了。那兒還會有今天蒸蒸日上的

男眾佛學院!這不是我在表示自己有什

麼了不起，因為那時如因人事不和即宣

告停辦，再想招生繼續辦下去，那就難

上加難了。

至於導師所說的「恐怕辦男眾的比

辦女的更難」之言，可能是因為他老人

家有厲而發。因為導師在他寫的《太虛

年譜》中曾說: r 大師理想中的建僧教

育，始終未少分實行，一般侈談個教育

者，似極少理解於此! J 那麼太虛大師

理想中的僧教育是什麼呢?導師在年譜

內曾提及，是想把『正式考取佛學院的

僧青年 J ·先「使之入律學院二年，教

理院七年，參學院三年，完成一貫的十

三年的僧伽教育，然後才談得到去「弘

法利生 J ' r 主持佛教。」大師的這一

理想，終因阻力大於推力的人事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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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壘，一.ti~壘

而未能如圓圓 I J 想想看這是多，可惜

啊 1 而發挖了，健體績，的家風，延續導

師『不忍靈敏囊，不忍取金會』的大g

m力﹒接綴著內心，處不出的瞥，重﹒If昌盛

...關﹒忍受..屈辱'..把女.. 

儉學防嘗到第六屆﹒才決定，使自食男.Fl1學

脆的.這-決定雖然是受了『儕教領導

中心血以比丘屆主」的影響，而被培訟

師!t8般的那句『導師宿益之年，希望

飄饋，使."男"'>J的話﹒在會心中也通

揮7相當的作用﹒

第決定蝠，恢復治男.Fl1學院﹒立重復

僑團，師慈允之後，偎在國內外佛教刊物

上﹒種發一則招生消息﹒肉容是: r位

於新竹市.~﹒曹.湖畔的預饋，窗台，海

即顧老法師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

所創楚，原".供青年比丘糟，攝像法之

學府﹒民國五十八年國.i!!t渴女廠的份

學院，迄今已習，γ六屆﹒1It~-屆自讀

精法師出任隊接外，從第二屆至第六層

的阪晨，均商總會住符其警告表師，實任﹒

十多年來學院在法師全心全力領導下﹒

一面盡量E殿堂、教室﹒宿舍等‘一商量，

完各項酸備﹒學信自三.四十. .ß '增至

盲人以上， ~優質方面亦盤算了許多﹒因

此教界亦步于肯定﹒但法師固有.. 於ft

肉，宿相組入..﹒而這-代，背年比丘

韓少有才書，也恩省'..如此長久下

豈是，正昌盛之佐持~昏，終以弟姐..以其

七十二萬餒，也滴血關山四十周年之

憬，_然負起踏實曾是學比丘之..'鳥

語饋".~9l"說，學院﹒以解行並瘟﹒

德學械廠搗宗旨﹒"..... J 

不料遁則新聞-.各..敏刊物刊

出，於一個月之內隘.S.ßlI考看竟有

七十四人﹒侵華聲大喜過望 1 彎著經過考

試錄取了四十八名，錢.待他們將來都

是當門中的...﹒.教界的瑰寶，其中

多有受過大學數育者，所聞「好的開

始﹒但是成功的一半』﹒他們能否成

功'.然俏.預料﹒但於其圈I..ß'

認真考試的行誨上...﹒或有自信絕不

會像菜，醫學說錄取了三十名，到學費佳時

僅剩六人﹒

學僧.~有T' 但敵軍奮、iIl導以及

斂，麗的老師﹒卻尚采iiI定音，仟ør人﹒困

苦E以為辦男JA學隊﹒教師唐以解行並量

的比丘為主﹒但紋界能夠符合此錄悴，塵

不乏其人﹒只是有的年紀太大有心無

毒品嬴|會|視1. .18為



力:有的年富力強﹒也有數學蟹，庸'f&

茶.傳教一堂眼僅有.. 台幣，陸百元.

不如去超越懺﹒一天即可拿到三、五千

完﹒賀信縛，塵，當愉快 t 雖然也有毛遂自

m ﹒不計報酬自竄來盡量的﹒周圍思想、

觀念與蔚般的辦學的員長嘗不同﹒子以街

拒﹒錢東所司~ft以『三，圖畫r::. J 1嗨，自誠

心麓，登門種昌，﹒或是致函數量區，結果

，歸來.，天2醫師周.紋，主任一.'大說

法師為IVIIUJ '紗讀法師JtllfJI﹒迪遜法

師團，戒律﹒日憲法師團，四大$滋書長_，

a.大來越俏_，其他.窩里的還有如

虛、阿仁、 .B 、果星電學告是師﹒畫畫音程苦奮

慮到欣慰的是三年結束時'.榮的貴有

六+五人﹒而且都是適7比丘身的，居

台灣H界易.fì串學防的當位﹒這即是

蝠...傲的第七層狀說，此時a己七

+五..錢的身體比起周年傲的人塵，是

是聽閩墊，但事聽到章，濟哩，防身，核查，

寬然有.尿病、育出血〈道是老司主

翁〉﹒+二指扇..以及心事暫不重零七

幢幢幢哥哥﹒錢.縛恐怕*13不多了，因

此即向導師辭去了住持.&綠隊長的團員

.'在導師的a..中﹒ a權，‘六tU醫

師組佳，經備回開會遍遍 'ft偎離開新

竹﹒到兩首鐘椅里圈，下﹒住在新建尚且長完

工的「中道學豬 J '...又巴+多年

71 由於中道學苑回iIii背山圖_，給*

晏海﹒環境圈.'空氣新餘，人事單

純﹒甚少..酬.這時念侈﹒早晚運動﹒

往年的毛病﹒似乎省已不樂而.1 因此

“=聾，已鑫﹒ iU~呵呵，
棍，申，藏人....娘，

重R希望在院長的領導下﹒除了認真研修

費u寞之外﹒在穗，昏時亦應，念鱗，坐

g符運動﹒促使心念完激發_，身也少

績，心備少僧，以符因緣際會，負起續

往開來 '..1最命的重責大任﹒成.不

負辭飯都變﹒為次出凜的一片初心 I

最.a想但從.1i扇至第七盾，每

屆畢業時﹒單間學們的要求所..普法

訝，作為本文結束語:

e. •. 讀法的
努怨不這﹒堅忍耐煩:

局成，道﹒勿聽敏.1

e.六層法官當-9

失赦組人..﹒成功奪人艙，

組貫制風_，隔著成不宜:

今俊施像過﹒不擺到司遍，

權組獨自區衛﹒年年括新接 t

e.勞咽t在靄s

真心無增滅，亦非有盒.:

常作斑喔，自﹒$心即靜.﹒

狂，心棒.e ﹒真心，哥哥*:
清澈似明_，萬象間雖& • 

• 超遠道幻﹒切勿生戰取:

二"1.力行﹒自飽嘗.:喜 t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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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壘，甲、("，)fI1. 、(倉}會 ....it.. 
意交.. 題『金死;--a間』﹒不是指那.令人捏

一把冷野的高度，圖畫，也不是被坑鐘鑽夫聽夜的九

死-生﹒而是指-個人長期窟，不漪，沒有生存自

覺﹒述自己該不黨清下去都得自別人._決定:這個

人籤輛，第 「病態J 或「種物人』而不算『死人」﹒

但是命老讀書絲﹒據~.死.這種一饒人命街路生死

之間，而，在「生」輿「苑」爾街的哥哥-很

『錶」﹒是那..徊，那麼颱彎，卻又.庸關鍵

盤﹒種有植力截斷官 T是輯人?是，生?是立法

者?蠶蠱社會的共.1

且盟各種立過﹒各種聲音，_一位伯數從來

說，必然反Jt以任何模式『致人B昏死』﹒因誨儕紋

的草本精神是.Iì-胡思生的生存_，尤其人鈑在

嘗嘗會靈之中﹒最具省哥是非的挨揮能力﹒最有可

為嬴|會|鼠卜 .1岫



能成責成畫，也最夠條件，動世界朝向

更好的明天，所以絕對不容許侵犯、.

.或斷命﹒..陀時代局勢子們軍區定或

傳﹒無前曲家或在家，不般生"是列為

首要﹒若是曲家弟子犯7殺戒而被殺的

lIt像是人，那.1值得 「畫畫屢夷ØJJ ﹒梵

艙擅自圓夷... r斷頭』﹒也即是為﹒

-俯身治比丘:liIa比丘尼的出家人'-.13.

.tt7人 ，說法有悔過自新的機會〈不過

程r.) ，必須永還連自伯國﹒律昌，宙之

r不失住 J .他以前所.以及耨來可能

修得的 r .命」﹒劉同世俗生命畫畫判斷

眉目﹒從此死定﹒承不償金﹒遍對一個以

信仰誨支性的修行者而霄，是最..最

可憊的結局﹒

.裕地髓，你斂t@不但不可以敵

人﹒甚至也不-.賣自殺﹒錢《五分律》

第二卷記饋'..昆會離國時﹒有-1字

比丘住在髓，不遷的-JI林國.佇﹒因

信『不If.J 而非常討厭自己，線.

r身命」是-六忠、一大躍.﹒噩欲自

殺以'*解脫，於是，身份央人把自己設

7 ' 致使-虛詞，淨的林圍這處屍髏﹒ fþ

呵，覺他們是 r比丘愚人 』 、 「 非沙門

法』‘「非掙行 J .在瑰寶世間，每個

人攤有的-生，無論三十年、五十年、

乃至一百年'....命運，絆It﹒世間多

.陋，總得樹L賽活下法 ，國坊，峙生

命乃是對自己過去行局(盡量，區)的漾

.õ 是 「酬因之果 J It責無旁貸﹒我們

畸重容審﹒蝕的呵呵，

鏈，鐘，生覓-.閉

倘若不在「普』的困地耕單是 ﹒草草收的肯

定不是.頓的美果，但廠是自己，下

的﹒其果.縱然多會運﹒也顧.'它服乎

萬物，電裕的自然法則， 一宜，宜，到瓜熟

糟糟 ﹒

然則滯留在 r生~-.間』 的人.

對自己哥哥..1117有夏曹會值等情緒固

廳嗎?有求生的.i&租費r~嗯?如果答

案是 「沒有J .那II他廳，實算不上是

個完全的 r路人J ﹒ 挖了這兔觀人陷入

茵場﹒ ~7滋體社會食自"~7.息者

早日民陣不死不讀書的目，著﹒而自耳J..鉤

，全班以安樂死，結束-場生命單單別﹒

宜不是功德-樁 .fþ教本著大讀大穆的

心_，種仟庫理由反對?

31 



3. 

彿敬的很本立迪是尊重生命槽，強

烈反對叢生;若是這場生命議崗的主角

道算「吾吾人 J .瓢，指著數是-儼人

命，大家卻在他無法變畫畫，見的時候，

，他無可選擇去『妥，死 J '.闕「普

aJ 的-面，那何止「殺人 J '111宜是

r藏人之危J I 

有益人在理念上習慣抱活人至于成著

平尊嚴﹒.禮物人道. r 低敏的話

人J '取正常的話人相重皇太盆，一個體

聽人自僅有的撞撞，如.:全的官.、盒放

的固庸、清晰的遺書，連有強盛的企圖心

等等，他什麼都不具. r _口.J.乎

是他僅有的一切﹒道興死人實在太.

畫Í '龍骨盒.tf-喝: rJE又何約J '1 

佛敏則不作如是.'在司Ut上，彿

斂.Mm辦析益與死的區別﹒*盡其所以

為 r金」的書þjt種念﹒而不在乎生命現

傘的-金錢看章JlJØIf﹒苦奮們.但軍官的11

敏、嵐饋的齊備，如、情﹒.-->û、理

功能的健全﹒看成其所以為生命，雖伴﹒

其實這些，每件只適合耐著于-敵人的11

式，但不是所有的生命，所哥哥的人必不

可少 ﹒軍車們會見許多低富麗動物﹒生來.

抱著它lIñ宮不分、 六俯不饋的姐，塵，

遍遍泊泌的總動菁、清薯，成們從未慎

.他是--i學生命﹒也使采用人的."藍色植

翩它缺少些仲磨﹒它自己當然更未覺得

生命不夠完美'.人而l!f.自食III ‘耳

金理E殘障而沒有..暈、..看J:tl主管

是，失去一只略目，-侮盾的人尤其不知

S喜歡;即使生運組織缺陷更多﹒只要活

有喜歡是一像生命的存在﹒

老區精神芳面﹒-個有﹒值透過1&官

而有見間.知，由於..祖E念的運用而

飽，怨、恩遺書和捷連﹒因受外界哥拉幫"的

街﹒而哥|聲音樂俏館、嵐備和電E盒，單單

們以局道說是主.生命的全部﹒然而有

朝一日﹒心靈遭遇.~、划.木僑、章

，混為，主值害e-片空自，但他照嘗嘗

呼吸空氣，照常新陳代樹 ，在在眉示他

靈活響﹒信如人的有，組..不關心

靈，那么在常穢鈕，酷的心理現象之外﹒

眉目無遺有更深膚次的心靈，它才是生命

的鐵本﹒ m如，前的校黨有，慶精﹒樹優則

保有如一的生機:畫畫浪有趣，草 ，江祖區別

給符-貫的水.﹒

其實不僅告，教﹒學衡界也向發~

冒臣，心靈猶蓋很澡fi.' 書畫們.. 賣到

.-澀的..'只是發眉浮動的部分﹒

此外還有夏娃間的「擻M!: J ﹒況隱在生

命的層內在最底喝﹒心種學jt;啊， r潛意..1 . ..，j、賣麼都設名 r劍...1 .大

，.種蝕，區別啊，之 「阿顧耶- J ..~各

家具學的目，不同﹒求証的芳草舍不同﹒

蝶，庸的層次讀深和詮釋也不重-t晨，但

從頭.生命的觀皇島做出麓，路 ， 結果在瑰

寶身心以外連環更深層次的心靈﹒則是

-.的，_歡把阿瓢耶風又叫做『本_.1 .是一切心踴獨以趟，區的.~麗，也
毒品最|會|訓 .1輛



是有情色身不可須與頂.的jt持者，玄

斃三萬E說它是『去后來先作主公」﹒道

個生命的「主人a J ，~聽圖，在全理、心

摯的學底l1li'何時離去﹒何時宣告生命

M*; 在迪之前﹒.管.恤，人都種身

心a能盒失﹒.他做 「安樂死』﹒奶，在

是餘.-個人﹒無論觀人.醫生﹒誰都

沒有種力述..﹒

近年來圓眼間有圈，安樂死合法化的

呼w. 也真有車，個國家姆先完成立法憲

章電 ﹒ 前一陣子錢們的部分立妥先生本書，

那些國家「先這』于前，車E幢幢贖透過

此一法，使﹒果真威海事實﹒ 一畫畫圈圈鷗祖

噓的樹底.庭.能.-口氣﹒在想像中

.該是 r '直接受JJ J 的讀物人也可早得

.. 脫﹒但其對撞個社會的負面影響，可

韓續適量有多深遠1

在社會一片..的今日，老實說早

已不是.姥家庭偷運的時代﹒值管事島們

夭夭隨著 r心靈改革」 ﹒也唱睡不回宙人

那份父青島予奪、兄友弟看島的天.型農﹒自

It經濟運ø改變﹒重t舍，麼，睡覺霆，人們

的價值回國巨著知鳳日新月異﹒代詞，將成

今后獻煩的家庭問.. 所IIJ r .有一

老 ﹒如有一WJ ﹒那是連老人關心的聲

宣餓雷﹒真正的情說是:大人土耳起﹒

小孩上學，誰把心留在家極珍惜

那嗯，但哪切的 r __ 實 J '1俯若

老人不拿是個植物人﹒更可

能l&1ao家庭一大寓.﹒在

心.繕$'泌的何啥
袋，錢，生冕F傀團

該書，許可下 ， r安樂死』搞不好，壘成台

灣社會的新游行﹒更可怕的是身躲重病

名下叉有財產﹒包擋不是老年的也哩，

人﹒ 甚至不是禮物人的街息 ，當可能一

寓鐵趕上 「安樂死」的便取 ﹒

錢們也許不該書~ r人住 J 如此悲

觀 ﹒ 但每天從直接價上看到的，什麼兄;$

闖擒， 夫妻相緯‘逝于軾擻 ， -零零的

家Jl眩.'令人不黨忽忽人住這個古老

問題﹒ a們相信人之割、佐*瞥，更信

一切取金會有，學位， 不過與盒子同時代

而好僻的告子，他之所商人位知漏水 ，

決之Jf{1:i'則E聽說，草鞋之西宛如~i!!i況，似

乎更切扭頭.﹒身負神靈使命的立法

膏，手上鐘書叫做「民意』的公莓，可

以用來錐體lE. 、保障人穗，也可用來

~.﹒于高小心油水的流向﹒因泊位迪

人心的堤防 ，一快便不可收拾﹒

CNt.~寸)月二九日于妙德耐著〉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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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輪迴是錯起諧的正常發厲

單單們的法主一一þ.為7龔自費燒放﹒要解放

世閱﹒因而鈕，聽故獲司r.高貴的主官生活﹒立志追*

真理;跟一般厭世主普普一摟抱踏遍會行林﹒無而六

年的悠長員國月.這遍了普行棘的每-角嘗﹒給終蠻有

這現自錢.1ll與解敵世闊的真理﹒於是乎他閱始重新

考盼到:當持林與王.ïí同種地不會有真理的存在一

要買食其疆，要*解放﹒只有回到現實的人間金 I :圾

袋，倘不顧道友們的軍觀與罵罵，決然地撈出了警行

林，在尼這彈洞醉，深深的.或者珊，酷的空氣:淒清

潔書，灣的洞籠中﹒ 2挖了，陸回痛快的.:受用著殺女供

麓的牛奶......敢承7禽們法主，辱，巴胎胎贊賞抱回

到現責人閑來了﹒

命
覺
且
現
祖
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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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法主..ftlE瑰寶人間的

體.中﹒ E覺宇宙人生的真理;這其

通 .a是他還人家，書餘的: r.趣之

光」 ﹒

在緣起光明灼庸之下﹒揭露7世

間正反的兩面真相:正的-面是 r此有

放彼有.Jft生t!t彼生 J ;反的-面是

r此皺故役線，此滋故敏，比. t緒是

有惰的坐著Emt. 後脅是有惰的嘿脫聾

，自;有惰的生死混_.即是世閥的繕，世

現象;有惰的解脫潭.﹒卸責是世悶的囡

.腿，本侵﹒

..之所以能夠完成自錢解放﹒

與實佇解放世間的目的﹒It國or此

紋，直」的銀龍語位;他在緣起法位中見

到世間的生具有，見到世間的滋興，看，

因此而窗生斷有﹒取滋取給一一國當漫

.﹒所以，或們要想真正撞得解放 .it

必~街於世間的真相得到合理的擻，軍﹒

才不.當欲獲所陶醉﹒撞車非法的會行所

速讀;轉雄的跳出王富與會行林﹒戲是

一個極深刻的敢承 1 冉說 :要合理的暸

，.世間真理﹒披必須研究，法:研究佛

法﹒首先說得承認緣起法住一一以鐵起

觀動修學，法﹒才能正鱗傷怯的海看..

如果把鐘住道-J壘起觀點，必然

揖會將你法的重個內容"納噶爾信善本

•• 上去﹒這鬧個普題是: 一 、他過;

二 、總禽".迴真無盡量﹒是對立的、矛

畸重容審﹒蝕的呵呵，

iI4區的踏遍Q

盾的;但它們卻悶，聽統一在，壘起訟位

中，同種是緣起法住的必鑄結..﹒有些

人..:份數的鼓勵國健全死，制嘟是

-個鐵般的怒情書，遁﹒不切實際 ， 造反

晰樹邁步性(這當總是給-般酬完

全沒有理解，沒有信念的人)一一更有

盤人都 :M獨是世間信訟，與儕敏的根

*赦爸一-無錢一一不合〈遍又是入曲

，單的一般研究，驅法而不遍，區的人)﹒其

實，道金都是齒H遠的氣稽之.1

要攪得."等在現實的世間，是

-位前無古人._絨線者的決筍，膏，

他撞傲地究畫人生哲學﹒實施的，臘神

秘續界，但是卻從沒有以六哲學家或大

家教家自唐:反之，他毫不績，她跳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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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哲學』輿「察線」的111外，而且堅決

地向B"""'"帶哲學家與瞬秘者們民闊前烈

的門9- 1 他自從風趣了會行林以後 .it

-:K治結車現實人益的立漪，還溺現實

人生的-切，人生的真相個何?他信111

切的能宮是如何﹒他的管曙是絲w-緣

地明亮﹒刀劍一縷的知u. 所以沒有祖麼

都形穆式冀的哲學名盆逃花7眼﹒閑時

也滋有滋海各其各種的辦嘴續~.住了

心，而，←刃見血組宜入級趣訟佳，覺

闖世間真適 l 論迢，是扇窗世間的必晶展

現象，是濃重E海益的正偷渡民﹒ a們怎

能隨著跟尉，不顧專貸地請它是這信邪

棍，軍E看暐它是根本違反，紋的書ta

呢?對快過種曲解"淺的普遍，病，凡

是咽具有正僧宜解的學像看﹒部負有

糾正的責任 l

1二、輪迴是現實世間的活動

現學

站在告，法的浪本立弱一一緣起

土，給迴思想的建立﹒自然是合情合理

毫無問題﹒但是一偉人卻往往捨2駐軍

東﹒蛋掉錢越不富麗，專在一台『因果厲

風﹒三當他迴』的.. 中虫推越﹒於是

舞曲較高駒，偎鐵幕否認有精遁的這一

樁事:紅融釐甜的，即糊萬輛遼地區入

常訟，冒冕的格就時去 1 ，厲嗡得﹒困縣眩

，與三世.迪的事.﹒並不是絕對沒

有，間越含量尾的站在仟磨角度上來看:

穆如宜錐般越法盤上為﹒那唐: r此有

數館有﹒此金融俊生﹒」這不或是種定

了輸遁的必有其事呀?施保僅在-盛況

俗4帥，翱嗯，挪，世間的，物，每

每說含有種以鐘解的矛盾讀.﹒而言趣的

的智擊有限，不錯像，尊軍閥軸繼矛盾

現象中見到它的單單位，事員們只有在這些

矛盾窺袋上去總猜路數﹒當然不會濃得

直擔的見解了﹒

現在發伺*苔，壘起的見袍，把瑰

寶世間合研一下，都不外:I!時間、盒

閥、有倫三者的互相攤穆爾組成的活動

現象﹒這活動現象﹒也雖是像法所館的

「輸週』﹒

a們的現行世間，是有泌的、有

泊的﹒所以它是時刻遁說而幻生幻，麗

的:擠成此生訟.a世間的是: r時

間.~間與有備﹒』時間普通分局過‘

現、來三世;或前、位三國E ﹒道，依E壘

，物的激動遍，值而廠家﹒否則厲懈可說

也無縫知﹒空闌尾有情依怪的總世悶

.. 法中或認"'3界一--、色、綠色:

或九她一-.ñ.趟.屑地乃至非非懲處

地﹒有俯﹒即有俏費有俏穢的活動者，

書畫典中錢，瀚海回生，-!島、卵、激、

化;或六m-天﹒人‘阿修.. .魔

鬼、畜生、趟，賞;或五趙一-六迫中聽

間修..

為最|會|訓 .1，*



時、盆、有情之三者﹒自冀，舉起

個閱讀:有情依於空間一-三揀一-而

治劫囡活動的精均---縈.---而量創珊

的盤問一-飄區下期生命的依賴:鑫活

動的過程申﹒即有時間的自分﹒反過來

說，如果按有有俏的活動﹒使不會有空

間的虛傳﹒間時也無時憫之可說:都有

時瑩的容納﹒有俯也說無從活動﹒所以

這三看起各單師又-恆的:在-值的和

合中﹒最E那翩眛斷地連墊著變動﹒

e串連所說的論適﹒便是J!個到哪

變動的現貨世聞相﹒

1三、輪迴思想的初期、進步

與完成

草街道思想.在印度民間很早說普

通化了，這還籠包，得的臭，﹒但個砌

的輛自迴饋，完全是棘的-種玩弄與幫

你﹒也輯是自龜，取鐘之所以生而復生的

原因，是沒有履行"的意旨，神價1.1

“=聾，已雲﹒ iU~呵呵，
H的精越感想

了﹒辭信指于他們讀島的實俯一一叫他

們輸道生死﹒錢封信，人們漸清變現了自

己的力量，靜的，被包車車跑著僅僅的削

減﹒詞典讀書時代，樂力代替了神1J.

廠生的生死論道，這盒告徹底服躍棘的

學組團聽錄娘，而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棧﹒

久護送回在辦的:ft夢中的人們﹒才鴨始

覺悟自己有力量，而能運用自己的力量

去闖闖自旦的前途﹒這時，外在的神

情伽懼.，實如此讀窟，中的-種自

費幻影) .是值堅決純否定了，但內在

的自a (IP.以前認為受神所總佛看) • 

卻因此而成第控制生或繭圍的主體;如

由自a而遺言食，自費R再哥，.自錢受生

死﹒道居啼﹒人們雖從辦的1-中跳

出來﹒但卻又沉樹種自畫畫的茵信中﹒，每

43 



B令不能總割合理的幫鐵與其E的自由﹒

及至六覺值，輩出世之後﹒經過他努力的

研究、思考、餌，才揭露道勵自a

h中心的業單"道思想的筒，隨﹒而另外

建立了無毅的業成轍單﹒至此﹒艙迴思

想才算遞到正體的、合遁的、徹底的、

國濁的階段﹒

斗四、蜻迴不違反無常與無發

但是在-般的人看來﹒既是承聽

有生死給祖﹒但不能否定自重建存在的價

值:如果沒有→圓潤，不斷的清軍車，那

膺，濟組at三世六迪之中的，到底是什

麼呢?儂如種定有-主夠生死臟道的常

錢，軍事麼，無嘗嘗、無密的道理又是從何

而成立?佛語攘的論道又聽無毒草，的自直

是-個容易使人種生廢軍詢問.1"在

值的時艙，也有不少弟子艙過一問題團

聽著﹒~膚尊築次正在鴨解無常、絲毫龍

的時候﹒其中便有一位比丘鐘慶暗自提

般越來 z

是串必A命，作ÀÁ露，于傘*'1:聾，雅... 

*線?<D

又有-次，很多比丘貨合在食盒寓，大

家過腰帶座車寄:

錢.宿命，伴你..?J~何其巧?.J:I.何

a治?<3>

E.在地， m班比丘們受了當時稍

迴思想的影響優深﹒他們組覺得翰迴中

一定有帽，當密的存在﹒退.&有回E醉"

服前遁的一種人﹒

近代還有的人主頭:，.潑的畫畫高

歪理是在無動狗一邊﹒到昏"適之說﹒

都不過是悔過磨時樹的讀巧芳偎爾巴:

實則輸11思想與你法很本tkft( 總

書萬〉﹒是互相違反的〈見《原始，教思

想誼)-三四頁) .不消當t ，這又是沒

有理鱗傷詔"遁的男-種人 t

現在， .a們來肘前，是怎磨棍

粉過與無錢的?

的面說過，啊，迪是有情、時間、

2問三譽的食起賴"而形成釣到瓢唱團悔

的現實世間相﹒那麼事龍們可以見到:組

槍"適值闊的廓，農﹒不費提五聾發成十

二處、十八界﹒而趟.、.r&、界之所以

能夠自各個而綜合成盛世一-轍圍世

間﹒即固氮有草草明等十二支緣起潑的組

紛功能﹒也鼓足雷電﹒如果沒宜、.r&、界

的組織﹒即不會有輸遁的世間動詞:如

滋有十二鐘起自色的﹒*功能﹒軍區、處、

界iIl消歡而無法結合﹒所以研究，遠所

殼的啊，過，從饋的角度上看﹒是.、



“=聾，已雲﹒ iU~呵呵，
H的精越感想

..、界的結合:自線的角度上看﹒是十

三錢租車的鐘勵:絃績突僑團區合﹒ 111*

遁的完浦內容﹒

份所酷的論迴是什麼?不﹒絕

不 1 迫不但是不與常發勾結﹒而且他虛

地動破常譏諷見﹒貓"她成立〈無常〉

無露真遍:

上完錯.. 也寮 1 且看﹒ a們-晃悠

據種論迴現象上成立無錢的?

第-、疆、'、界的領常非義:

• ...色(袋、 11 、衍、.) A島

t": 為11'111'誓:哥華111'非....... ID 

......_切獄'f:當何-切#壘"1
Á..i.lI， J 't-l企﹒"，.i，f.1f﹒i'of-lt

喝喝u壘，、聲色、息，‘、碌_.居碌，層 的酪﹒眉苦悶鹿貓但總從安捐﹒國誨時間

自.!!.袋..........$緝令...... @) 的遺書!.lt是物(i*)也*身的變.﹒

豆豆.‘六很‘六境‘六.﹒甚至 這•• Þ.!過去、未來色的無常﹒而給及

六，六受.這些組處現行世間的原*﹒ 現在色也無幣，是含有另外一聲道通

.. 貓的跟他們都是無借錢，因為是無

常富起﹒所以又引申到無事jt. 但是五邀警

告義的綠帽，、無會相又是如何呢?結合惕

的解釋有三蛤:

(-)鈕，審問土，輩子析五遁的實I~:

.. ...也血 1 過去永來已.1骨.i1t

視，在色? •••••• (j) 

凡是，有時間色的東西(法)

那它必然歡是無幣的，儼紅揖常住不變

的.在普通-幫人的腦館軍區﹒對於『蹲

過驢車IJ 的過去，的啥也有虛幻無幣的

盾_.對於鐘也渺茫中的來來，軍終是

織秘地欣求﹒但它究章還是沒有兌現的

未來，人們不免要在自覺蕩不自覺中慮

到--盜虛﹒但對於省下的現在﹒卻老

是想不到它也是無常﹒也是瞥幫過去

的﹒因此..要針，曾他們被: r過去、

宋來色無常﹒說葛老色 I J 貪慷上﹒凡

是有時悶值可蕩的﹒成必定是無情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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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圓儼挂上輩子研五遁的饋~﹒

••• .."色鳥...回..生 11 也

傘..亦錢'f..帝國﹒氣.緣，所生

..包 ' 70何苟...? ......@ 

色等五直是組.現行世間(包紹

有惜與總界〉的圓，聽﹒但它的本身也越

是依於種種因緣侮件的錯含而處坊的 .

這些固，壘，驅件﹒自~也是無嘗嘗的，否

則，它敢不﹒由各jjU單位，犯和合的艙

，一一色等﹒比方買電﹒一座房子是由木

頭、磚瓦、石，租、沖IlJt、人工等種種因

緣和合而廣功的，那磨這座房子漸訝地

由新而菁、自習而..'是綠僧法﹒而

造成房子的木頭等國像僚件，也還是要

依於因緣僻的組合，倒塌是錢樹上

砍下濃的﹒樹是自種子、草草土、 雨水 、

颺總理學嵐.. 擅自來的 ﹒ 遷，最﹒木頭是

錯，庸的，樹種子也是錯備的，否

則木頭說永遠是木頭，它當不會

.成房子 ， 樹種子也說余錢是種

子，它不11草書由驢子而長Ji!a，j、

樹、而大_ . _之，凡是自固.

所生的每一法，都是無需穹的;同

時凡是能夠作'-.B!l法的生組囡縷

的傳-法，也無帝的﹒所以份從

所建色的無唱會，給:&能遁的國海

也無嘗嘗;又從困擾的無賞，歸結到

色的無常 ﹒

(三)種不錯自立而毆五.~壘的

.盡量:

••• ... 色#.Æ:A: 是F 色.Æ:a.司，" . 不

息...色，每巷'.!.亦不息，每色，_令曲，是

不令壘，是﹒.Ç(色..~ ﹒ #學已有為有

........@ 

ra J 的定8: 主. (自的自在

地蜘←切) ';11牠〈永迫不蠻地存

在) .是快樂 〈困局自已有主魯總﹒當

然不會叫自己吃苦〉﹒但是五道法面，一

個像伴也配不上'.教觀錢們倡希望世

界和平﹒它æ個備要走上了.摯的扇

子:錢們徵希望身值髓，蟹，沒有病會 ﹒

不製老一-般好是象還不死，但是，實

卻恰恰相反 ﹒ 一出母胎車t能定了卷、

哥哥 、 死〈雖然有的也不必D老‘續使

死了〉的苦命運﹒所以fJJ既色哩，是無

a. 

看iA I斜視.， . .1岫



第三 、+三組起吏的圈，竅，直:

• ...此無-It.flt魚，他織...fIt織，

所謂，臨胡焉Il'行識 ， 行祖祖11'鐵.".﹒‘.

11'''色，但@.... ..~識II'~ 、 病、死、

1: 、 & 、 帽 、 串串、jil， : 壘，是壘，是純文吾吾

到Ul ﹒@

有惰的灘"生死，是因弟有 r~輯

呀，仔.....金錢老子6.J而這綠樹等是可

以 rllJ 、可以 r 1It.J 的-一也扭曲E等

於般生男瀚週並沒有什麼常貓在主傘，

.去了無明 ，生死轍區優算做底取消，

-切"法即囡"留攝司拉住 ﹒

徑直、.、界的無唱會非a ﹒團軍+

二錢趣的建滋﹒f!t-ft"}使司以敵"佛饋的

論迴﹒是絕對不違反綠踐的﹒

J 1î 、從佛的無靜意萬確定輪

迴是佛法

.. 通思想，因泊是從世間的樁，信

中淨化血來的﹒所以會蠱人不免要考.

到它越不是，.訟的本.1釋.出生在那

思想檔..﹒學臨街蔽的重t會中﹒為了I!

配合時代的需要 ，不能不量最.一畫畫fi

眩，加以一香淨化之後，把它使用剖，

法中*﹒ 但是禽們必須鍵唱，世俗倒不

~ .. 都司以受你訟，化的﹒備法有司，

它的S傘- .. 位置E ﹒有警官.. 
演期目標一-解脫洹鑽 ﹒無..聾，

的.s..客﹒必的呵呵，
骨4區的，坦恩.

麓 ， 在歐JlY...l1不違反這幫略與目_，

才智受酬包的必要﹒否則﹒佛法是撕不

籠，許任何與它不相當合的思想所述縷

的﹒軍榕的說:道趣，區 、 過E圖書E ﹒ 是有

約街性的、有被定位的， 它是不離世簡

而又超蛤世側的 ， 它只有淨化世間﹒而

絕不泊位聞之所動".這是蓋章們諮車，

車，一再強割的 1 他老人家團體也瞥，區發示

r不與世間智者.，. J 但這所. r不

DJ ﹒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喝 :

•• . .. 譬如- 11 ﹒有 -A人.....

袋 、 現i".皂 、 有"bba 、 有".. 、

有.&昆念， 、 有"...咽~ 、 有名..牢﹒

虫"._，.呀" ' å亦壘，是，且 ﹒ @

道當是名輛車上的不同﹒".自然

不會典人家學軌道些不臟重要，情﹒然

一涉及‘理方面 ， 便須 r如訟語響J ;才

不典詩 ﹒ 如，尊重曾給予們龔自他的無章，

鐵皮圖自:

通告何t量問 「智.......~含

有 ? .J比丘 I 色.智、卷 、 4Uä:﹒世

悶9.含有 'a~T有﹒.......色是

， 、 恆 、 卒."正位看 ， 世間9.亨

....*......@ 

遣軍恩.: lIJ展世間智者，陸有舞

會的、奮的，到那種島的色法，濁，費

也敵有﹒如果世間，看聽沒有常直不蟹

的色法，費也揖扭曲區有﹒

明



‘' 

這里﹒".的糧草，重鬼們是不鷥

見測的，他之所以仍要不斷地--世

間".是因為沒有「如法IIJ 的智者﹒

-...者往往『有』臨海 「 ;無』

r無」融為「有J ..'倒是非﹒不能如

實巫見世間的真桐，所以他.絨服..

地服:

是當闖世間洽，比丘: r化是當

間1tM~怔.t\自費，虛~ ﹒ J .人分!'l jJ

..，圖希﹒官.a看，不知3罕見﹒ Ájt>t

盲.111 不壘，不見看 . ，....之何?@

【詮釋】

<D (續開合鱷》蟬，大軍:Z • p. ISaI2-13 • 
@憎閉會齣彎時，大缸'p.1l伽紗帽~1 • 
~ u車開合體》蟬，犬回. p.2ð-4. 

@ <.阿舍IÐ 都﹒大血'p.她1~14'
@ 偏向舍.)卷1 .犬:æ:z • p.lc%3-2.4 • 

@ <.向會經》卷1 .文革:z . p.2aD--2S. 
@偏向會謂的啦，六日'p.知品，26 • 
@ (份本行錫.)過問I . 大正3 • p. 79!Ie6-II. 

@偏向會經》壘t12. 大血'p.珊8--9.

@懦闕會經》都﹒大軍:Z • p.8e12-1S . 

@ <續開會輯部﹒大函，帥1&-24'

@ (緣何合酌，但﹒大革:z.~ ﹒

@ <.何合經》馳﹒太血'p.風點.28 • 

又姆:

á~å 壘，曲~.島人兮JoJ 、漪

，且 、 .;看，世間官給圈. . 不知不見，

#4且，也 I @

從饋的線..普上 ﹒重輯們..草書

讀寇"過是侈品最﹒它緯然是æ度民間的

..﹒但它在這藍本原則上滋有遍反佛

法，所以能夠在「佛法在世憫，不蛤世

間* J 之詞r.下，雯，法的淨化而響

饋，它雖~.不是，訟的行種自擻，但它

至少是，法費時萌世間現象的一面﹒

fi_ 1會|制 • .18為



tt久+ft.，..
u:﹒先轟轟.t.街

校友會幹部聯誼一

台東﹒太麻里之行

97:年度校友會﹒為..第三屆事奇怪

ft部﹒符舉辦台東一一太麻!Il之行﹒又

過這第一屆敏友年.-之召開﹒因此.

這定同行車，趣，自~1U擎的出席，_這

次的活動繪色不少﹒在道，回花闋的壘，

銜，所遭定的地酌，氣候宜人，藏在中

型，﹒和風送暖﹒報名，也艙，人.~I重

ω.人﹒繕...訝，可既是酒，做友間

的畫畫情﹒又步上一唐僧，期盼搜友會之

..團忠

闊的緊密E勵﹒龍局鈴.界注入一鑽研

全力﹒

第一天:民圈97年01月16日

1 .早饗讀書會與拜蔚菩妙長老

清晨一早，元亨守廣曲，不乏..多校

友畫畫a3'f混﹒佛看flU陸的八芳.~晨，眩

JI.像回到家似的， P..ìI陸的面孔、觀切

的問候_，揭阿T此次活動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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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次行種﹒校友的擒M ﹒眼看醫

.. 如通7不少﹒亭.過_，副會長續讀書

訟師代，元字等招待歷屆校友﹒事用*

盾，且﹒大..相互寒喧﹒道友們的情，圖與

關注﹒一固和氣取回﹒打磁T.此的沉

默 ﹒

.縛，目前長者. .!是老關懷 .fi彼

友們..說: r修道者，珍惜.樂._

大，變心，弘法利生﹒且自由，領娘的比

丘，重缺少，劫持男.比丘珍惜現有的~

法筒，摩，帶轉法驗之重要 ﹒ 』

從老m尚霄，塵中的廟，午之外，並富農

到老院長一-..畏卷圈，路監鍾的翻書處

...甸甸鮮明的但當..年.一代.

受到前學們那h法忘濁的縛，申 1

2 、 面，在太廠里

文麻.-:油路經過凰山、屏東、

胡置，﹒約兩個多小時的路哩，然在火車

上，書畫且不人孤，如...貴的心情﹒再加

上，壘，是們自借固自心﹒除7闕，恆的威勵之

外﹒亦能品4不同各.﹒是另一種分享

逼"的風環﹒

• .,.I.-t+1J 
中午時至于，宜鑽前往所住宿的旅社

r.山查看JJ 用w. 此組也ftÄ.旦金

計山øutl鵬公尺1iII'司棚.自又得天

獨厚. .每年....11會山&111穿墟，四

軒帥園.'真不勵I!c﹒

卜，前妙費等漫步竹林間

缸，且還行'.擾，寄自雅的竹林中 .

.山小.'此時下著潭..111爾﹒..的

信伴﹒南中漫步的情值﹒是一種大自餘

的身，因包圍. .大糟的生命不擾，學誨，車阻

力不擋的E電視﹒又是一種獨特的美 l 步

也竹林後﹒迎接我們到來的是錯四周穆

友滯IU畫飾的住.﹒lIi師們的，風情招

待﹒‘這11饋圓圓大家-&伴手.'可般

是傲是7地主之_x，

4 、侵友會幹都會由區

下午.四時許，雖即民開此次.﹒

的目的﹒召開第三次活動，軍備..'會

中所尉.的是復去會人員，自組名單的真

酌， 以及各層召閱承，校友會的jI品等

辦法|會|訓 1111輛



開題﹒『國語時勵自自」中接到校友會能否

改為兩年召開等1..中換自信Tr儉學

研習會」的時間，並預訂民囡"年4月

14目至15目.，..三天線商.完亨寺，

行﹒藉此書聲動前所有校友能再進行一次

短期道修，是成立，安友會蠻的身-項突

破.在討隘推廣《成曲，之道》司，宜之

後﹒..決﹒今年校友會在那種舉辦 • 

.. 民且，除烈﹒越訂於9月2s目，袍，自:

軍林宙就一---i盛雪等﹒

第三夫:民圈97年01月17日

1 、金針山巡聽

是在請寄錢笠，且清新的步道上一一傘

tt山風骨區﹒有如「吉他人道J I峻的值

窟 I 1風林涉道→獨立Ilt-+夫u即步道→

M星擔一一可遺眺望宋平津海峽等地﹒ ii

逾擻闕~.傳遞著春天的氣息﹒過踐是

太廠里的山光水秀﹒

「金針山」以重金針花而間名，貧

富E遁的花，花灣的祉，自﹒逍曲的人闕.. 

•• r傘tI-花』又看，為童車、 s蛋、 x

ttJl.令ft.，..
u:﹒先轟轟.t.街

第2雀、軍官荷花、是百合科的多年生哩Þ./.

國賣會花型矣觀﹒色，學齡..在歡樂有

r_日英人」之凳".!J.);是代表中圈人

的 rf哥哥自花」 ﹒就《本草獨自》記e.

金會f花含有夫量的蛋白質和鐵賀...• 

• 寓，亦可追血、俯血 'BM:..響.

~﹒ 

公司使宿回山及第一居被安會酋

來到新'...﹒氣，農爽朗中夾帶司，

緣風﹒一杯..的興農竿姆，是自在聽得

摳，區的心情，座落在大自然真﹒眺望著

山明水秀的黨包﹒這入台，但市區﹒來到

今晚營車的地究一一『開山山*軒書藍儂

村」﹒位食岡山組7)<公圖書!JI .又是另一

種直龜殼﹒山*-﹒自行車道﹒及，僅有

多積你開條件，可區處受到燭光清新的.

il . 
此時正遍，量監「轉過果J .迪是台

東名.之一﹒果肉盟浦﹒並帶有風梨香

味，是風裂，過的自*﹒有別於.壘起，

迦.j麗的原睬，唯有獨自晶嚕，才能.

受那份遍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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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之錢，俗話直處: r.人不'‘
隊 』 ﹒看到前.校友﹒躍著軍事﹒全民

為是 1.1叫﹒.~



俊先+.1醉"
海平發"

【校友會專欄】

海平法師
做人、做事、做學問

怎...位才能建立完鍾的人給?

儒家級自五個方向:

在不鈕，厚的山中一一六a. 等名為

ra郎神林』﹒有人不，草草書名的自東﹒

遷，陸自1it兩個想法:-、從『世俗都」

費量蓄，電心，推動人間壘，法，廣修福穆貪

.﹒二、從 r...J 而ø ﹒以著圖畫道

真精神，在利他盆中完成自利﹒_.. 

起源，塵、I!t若澡，聲﹒..法以『十二因

，每」、「三法印」來即處真理，去E永無

明煩惱﹒而這至逗樂寂靜，放以「緣

印」命名一一並以此緬懷世哩，之偉大﹒

另-方面亦發連自己封閉鼠目，師之自.. 

庫恩﹒個人Jt&t.法書畫蓮、修學次第，

緣，每旬，自哩，師《紗.~農》之戳，實﹒從"

值無知而，層次運輝也難誼會之處紗，然而﹒

出家園.﹒彰，苦奮毯，區的﹒莫過記惚中

的「續I.J ﹒

仁、.、疆、智、信，翁之心玉".

在「驅...說」的目子 .~a出

*後最重要的星種.﹒老少了鐘8萬E習

過程，或許往後弘遠利生的事業，就會

留下，包酹Z皂白﹒.但民國81年，得知m

.t酷暑，院招司，男恩的消息﹒遠是一個國E

縛的楊舍，於是敵超勇氣向家師知虛和

尚，耳聽報自己家學之重重圓圓，容當時家師

青島怨自當允，退-份心念 .m縷的國圖像，

來到了闕..醫學撓'i!E般的紡廠﹒幽雅

的庭院，還有靜靜教龍的師長們﹒ .a

深深慮到無比的的審慎﹒三年中的修學

過程，給了師長們的餐廳，車頭，更直聾

的是弱，區的精神艾往其喜醫院長，鵰長給

了，負起全院師生的衣食無奮起外﹒東盛

於法』智慧命之所.. r做人、做事、做

學開」的甸甸法語﹒軍區全值墊子們受用

良，﹒學習到的三「傲J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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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做人」﹒有兩面﹒一省、

光明﹒二哥哥、廳，實﹒光明的一面蚣:I!良

知，_言之﹒即是草草穆與智8. 什麼是

縣啥?當如，本來要留陸超華早心去闕，心祉

舍、 .. 益，可':JIò暫且總是價值司，另一..

s牽來阻止﹒這些負面的.好像盤散﹒隨

時都可能信會精滯功德﹒想要用功時﹒

卻又不聲息俗﹒這-切都是心自所生-

2書中的隙.﹒歡是男a~密的一面﹒

怎膺，晨才能建立完聾的人格1.家

餐曲直個方向:仁、撞車、疆、智、信﹒

稽之語五常﹒簡單麓﹒仁:霆萬喜怒，

皇島:是幫助別人﹒行布泊;人典人相處

裹脅續獨﹒從這角度而言﹒人，自生命的

闖世，都在1If!l!t-t陸的空，且﹒同在-空

閱(地球〉﹒牽一聽而動全身﹒所以人

與人之間，當潮心﹒和氣﹒明白7道主車道

運﹒心中.滋有仇恨、滋有豈非FF ﹒以此

智..世﹒堅守 ﹒

信用，即霆，言是

所霄，守持繪畫草
書..' .討7自

己，克服煩僧，

錢此串串遜一份事，

心，個人所學，11

g於人草草﹒利人

利已﹒如此推動

人間，法﹒戲是

最佳人格建立﹒

Jt二. r做研」芳函，即是凡每做

一件事'.敵對自己、他人負責﹒所鬧

的負責﹒即是不貪求非分之物﹒並在處

世之申，車寄自、他兩者間實事有功德﹒筒

，之，非食家不畫畫之財，或是駿計陷，

他人﹒這種忿怒..之心﹒自世何而趟，

主要的是-時因備廠..7理智的憊，

心行﹒有道是: r壘，山中之隊易，提心

中之隙.﹒」﹒餘..仿敏界﹒就是人間

團，錢士﹒.、工﹒爾﹒都有敵人﹒例

如﹒有人希望快速的功成利It﹒但是卻

個僑辦怠、妄想，錢.取巧，這種習性

it愿做事的般人﹒在相對的墟界中，有

讀書.有惑'.:Il智11固淆的費錢﹒心境

.逮到糟糟，想遂到這個境界﹒ tt必須

了細心中的領僑、心中的駭人'lIf.I如

此﹒.必須有恆心、有區耐心， ?l拉克服這

種蟬.﹒甚至立大團圓，象猶如來黨集﹒

治藏|份|視1. .18為



如驗，世間.. ﹒ 現今社會人們請

浦足個人欲畫﹒世界的實額不斷被人員質閱

讀、還用，物質食，眼夭夭減少，結積保地

球，齡要攤制﹒有兩芳聞: 一 ﹒ 491.鉗

制﹒ 二 、自詣的.4:.~覓，因﹒道德擾升、龜，

欲聾升﹒自費令人人都有11-粉心、道一傘

.﹒從迫精神個入，即是舊區專員陸﹒

其三、 r做學問J 'iI圖書人常說:

rw中自有資金嵐，_中自有顧如玉』、

家學的目的主豈不是局家取富貴，過盛宴的

是，魯派正如見的變鼻，文:{I通線的繕，.﹒

學習佛法態度，必備兩個~.實: -、貪

圖阻:二 、 不為教種約束 ﹒ 蝕，每自由思考 -

11言之，違章自真實歸看似街習題，然而卻是

賴"相處的﹒備纏萬 : r有此，甫設﹒無

此則無敏:此生則很盆 ，此擻WJ餃.﹒ J

種貫道或是做人、蝕，、傲，闖闖息息相

闋的其運﹒

li兩甘露的記健﹒館:11-人回味無

M. 法畫畫共勉﹒迢:11繭.的特色之一，

有良師的書畫，每﹒與同學相互通勵﹒所共

岡肘，區的真理﹒由是師友之道﹒增長li

S受用﹒不斷的成農商祉，種，_漸修﹒

積慮，學院壘，麓，且﹒即返回南蠟個巨

響草公寺常住，那時本哥哥的.法居士，

..家援的.t鬼﹒希~a能夠閱讀E蟹

，早﹒使大.建立.~壘的正如正見﹒及7

..佛法教過次第﹒那時內心思備耕久﹒

到處團軍承擔﹒蠶是放東?鱷遍反.恩

惟﹒最終告，幸自己，任何事都是從無到

有﹒只闕，時耘不間睡tll ﹒ 不如在學習中

髓.處長吧 ﹒ 叢書長，一本有正見 、 有It

種次，盾的書揖《抄書，但》、《成佛之

道}不好at:ll賞這﹒旅由此《成佛之

道>M謀因_，隘鑽在精州念...冒商

屏區監敏、學校等各區均留下弘法的足

圖Ilï . 希望能在章，佛法陌生的.間數下書

..子﹒期待日，覺間花結果﹒這一投弘

法因子 ，盧恩..給予錢的昌在乳深思

~a能學以致用﹒歉，相直是﹒自敢!來i

他﹒

在不可思﹒的因車，中 ﹒來到六龜山

中建立身..比丘爾茗 .aalf林中.離.

.'利合修學﹒曹茍1it下俗.﹒再次盟軍

'11..﹒充實自己﹒所訝 : r休息是站

7是更是遁的路』﹒此時此刻﹒固值出

.十八年來﹒除了嚴息還是嵐恩﹒不圖畫

在常住服訝，灣是在，學院求學，乃至

弘法路程中﹒一直保持逝，區的心情一-

r處凰』 及 r遺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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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切身的質極魂靈..'有的只是比

量﹒甚至是非.﹒這如何對自己，對學

生有所交符?因此舞在帽，每長、 lit學

金們的鼎力雄，車下，_祥遜灣到澎湖 • 

• 與褲，証書t.

斗三、澈見本心歸禪修

面，坐一一對切身而言﹒最期待叉，

怕，一芳函期望能有所悟:另一克面又

怕殷殷跑寫﹒鷗在車，修第三天，僧，獨

到無處可遍，只能自費受的嘗嘗下﹒憊，書包

悟到「身受心不受，身會也不會J .這

種值_，與任敏是不間的觀野﹒看見世

界的另-制﹒Jf串連典、佛法也有不同的

信僑和看法，也陸此，與海修結下擾，軍之

.'tt學習，因甸帕，已﹒處啥希iIII~會﹒以

及發圓的動中，等﹒雖然只是il!rI即

止，卻也街南縛，法有了訪步的寓..

l 四、肉觀外弘為鱷緝

白色的始年頑般開始擔任教職至今從

未離開書畫昌，工作，翊閱當前往海丹弘

自國﹒先是199埠七月開始﹒往返緬甸回

音山一一連本摯，防與台灣之間，前後

這四年之久﹒.:自覺前往寫東西亞運迴﹒

閥割緬甸時﹒唱會在第一、二天因銷

量，聽取不是，導致血，自降低全身發軟;

自毫無氣候，常使得...臨﹒日常停電

1蚓、峙的，也數人吃足7會頭﹒但只要

4皇之......輸
姆，當壘"

一想到那些來自山區﹒貧困劉家中不開

仗，只得幢小孩自已上山a食物吃﹒邁

著穗，學到城市寺院，才有飯吃，又有看

念，只建設機會理..臂.t去，不知由

單位所為何司，的小涉到，、~.獨尼們﹒國海

這種艱辛的條件，迫使喬再三的前往仰

光大金繕旁觀音山的原因﹒

除了心，遁鐘，個外，另外，還在

顫音山繕，了許多台、鳥、薪、滑雪雪地

前東緬甸的都修著﹒fIt此對褲，學方5克、

內容、看書會﹒墟界音響敞開心胸，真心"

意的封富起﹒ .a~益處多﹒而19%年後

前往帕寞，修的人﹒這年槽，﹒物資區

乏的鄉下地方﹒從何先前去幫鍵時8"小

時，所以在儉學院-芳面透過學說際接

一一餒~誼會師的幫忙﹒安排仰光住宿﹒

前往帖，區的交通，以及團軍質資具﹒鐘書畫

物資﹒別能作為大家修行的駒，雖﹒這也

是法薯的泉海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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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甸儉學院停辦後，平均每年前往

馬來西亞三次還迴弘法﹒.窗上越是盼

隸﹒實際上是在自舍身心的...道償

7街道熱蠢的台灣等膜生活﹒沒有些辭

，勘﹒單單ä鈍化﹒一切有如毫于所言:

r五色令人自官、主音令人寓，、五味

令人口，隨﹒』所以造過中﹒每二、三天

甚至每天像一個地方，面對不可知的來

來﹒不岡的人，物，是否值惑不變，通

緝是可以透過海外弘錢來省縷的﹒

再看，每日一至兩甸的潰..所僑

憊..."內容﹒霆，甚時叉，甚偉力的，日

以﹒哥吏，後來只要-IJ、強﹒乃至打坐、

閩中重建一遍﹒即可上台﹒甚至有次在

..暫時，_現完全不動，每摺﹒以往所念

之.蓮、種文﹒自然靴，﹒至此'..

毆打坐，修一緣，即使再累﹒一上台的

錢缸.'"百倍﹒全神貫注.~上釀中﹒

享受著做酸.﹒像對哥哥爾的..﹒

到咎地見閣，所認驗的.2t﹒有益

本身'.有崇敬幢鞠詢，卻苦於緣人即越而

不明所以，甚至蠻不知情的.. 友還以 rIJ、

心 I 不要是火入.﹒」以殺害怕而不敢.

繼﹒遇到遺產屋時棘的﹒鐵除7分車所氮齣

有限麓，壘 -1車，.怯的知，之外，並介紹般

有種臘的禪修看給手指導﹒鉛纖續續的角

色'.手之，，>> '卻也踐，當事脅，有了向

上輸煌的信心﹒並在多年*﹒一直維持著

良好的互動"係﹒

擻，自滴滴﹒不會是自己受用﹒詞或

仿友們的經驗分卒，線是維動不斷外出弘

法的原動力﹒除:7.學院的教學外﹒也長

期續任餘，貨會會使描導老師，這些食險

的這用﹒鴛聽別雅地定位，今生的普縫之

道﹒便是『海修肉II~. 、，陣線外弘治

". J 

斗五、

一直以來有個疑問﹒如何行..

A 、.法在日常生活中的還用，以何重

心目，醫治白雪壘，而

呢?

1勝年到新竹法習時﹒一位信恩縛

著一書單身心靈處，要的回值來訪﹒因為指

導老師，聽罷語，區寺最迢來了-位，說

話時眼睛會噴出怒火的師父，她很盟軍詔

"遁攘的一個人，.tt8油價實~..能

治藏|份|視1. .18為



ftJl.+息相
海，畫畫，申

E畫面，開鼓了a近+年的.: 平宜，喜健中，可儲備瓷的眼心*強﹒動

之銀.jQj闕，不管是理詢處æ: 不IIfJ.UIR'_然的書是與眩，串的畫完全不

肉在﹒人偉、以 相符﹒所以曲家十多年來.t!t非常肘厭

~~﹒實1~1信明

纏歷闖一事件的兄m姊妹﹒

自己'11:夠自已不像個修行人，僅習，肉

..﹒開始安住在情緒中，尤其是眼怒

與失落建設，容易現趣的情緒﹒自從街

甸那一次，聽到心念的起草之後﹒心中

• aFDl I .... '回回11-_.:fi'~ : 讀起「朋友，好久不見﹒歡迎 1 J 的念

頭，此念一起，隨即有一種..自肉心

升起

有次嘗嘗感覺有人傷會或﹒富麗君是很償
三年，冬夫-剖，必定是健頭

大嗨，聽﹒不$醫療~抑或擾
忽略，因淌.知、 2會受、安住生氣的備

緒，警覺間﹒看到以前的錢包，當做相瘋

.妥﹒慢慢地，身恆的鼠，越
似的，情﹒原東當時自已是如此的，

，凡許會"、體內氣的漪111 、
人﹒穢.心趟，慮周之念伴隨而-*﹒鼠

前這事件中信會議的人﹒也說請他，目
壘，身.所遂成的影

﹒官甜甜i:I:'Ø'i可由.bL.白 銀若果草種現行，也能如畫龍般卒讀置，看到

.拓國.K到一敵軍區回JU:于

而後像塊石圓餒

，書E不停地在屆中種行11

益，軍閥鼠.中﹒過了半小

'1B~都羽小間

撞車時﹒無有表處J .這次的

「蟬8_.n... ~ 

惰，壘，以第修行

有備緒的.{&.須時時刻刻在

自己的性格所這訟的命這﹒ ø因此~

過

置，



地..云: r爾間焊接.金._止

勵念，然不是農﹒無不是fil ﹒』以前餒

.哩，軍何調『勵念J .後來有.次因治

不恰當害的念頭，如前靜、.'但、介入別

人間越簿，而略是當頭時 .a才了解，

隨順圓，學而升起的念頭﹒.知是普念﹒

不知被判與駕車f. 方符合金剛經所'11' : 

r.無所住﹒布全與心﹒』

自小不管是與生很濃的殺事先﹒~i!

庭中學習而來的書撞撞﹒肉也揮處有草書很

深的生存恐悟，與表現在外的『強人從

已』之縛住﹒《紗霆，長》中曾: r但見

S守法，不見於aJ:霆.. 法不共外自值的特

色﹒<<.. 凡~聖﹒須閉著正書長﹒ 2長跑法

符﹒鍵入.相.a ﹒可是含章~.細﹒明

知不可而卻不由自主地海之﹒!iI因此而

..街世間的苦艙，及人們的身不由己

付以岡帽、包會﹒但如何11自己日.. 館

時時，周與軍法相應，樣，圓圓緣，體睏

園，壘，這兌帶入自巴的偏見之中，則是

今後所要努力的﹒

百丈圖，師云: r 是非以不費醫治解

脫﹒」初閱此間，深深不以給然，以為

事情不講清楚、被明自，又如何能解

脫、激下，當年歲漸長﹒人生塵，但多

了，終於認清有很多事情是脫不明、迫

不白的﹒尤其是自8m多想法、做法興

縣人不阿﹒天生又喜好表現，所以常常

哥，.m別人餒，車、生，且﹒自已也.縛.

國﹒但幢幢地.#越來越清楚自己的所

做所指﹒時時以書畫份國11 .且世閱本來自t

是有怨祠Jt後，袋，每明自，.駝的本質在

與正法相應的 r•. 知J .清2透明白了，

縛臭不辦也.不重要7'

:斗六、覺如夢幻

道錢年. aB書時有苔，幻不賞的盾

.﹒一切如作，直覺﹒卻又因果了然﹒翩

翩在的﹒ 4聲圖內心深處，街B奇怪間的一

切，都不是含在意追求的﹒一切只是暫

時借用個71 在面a.鍵時詞，修與本

，蟹的畫畫眉目﹒只在究竟是選擇與正法相

廳﹒向上變昇﹒抑或顯著弘欲，往下墮

11 ﹒所有-切的所思所想﹒所做所指﹒

濃，哥哥哥，隨到自己身土﹒因此﹒只有佇著

幢道﹒究竟成饋，聾發遍采來際要全力以

佳的，時時刻刻保持.知，向內以法，且

賊，對J/L生有哥哥-錯了然的撞車傘，置，世

間不要有太多的錢判﹒這是軍車目前的功

，軍﹒而心中常常_: r情與無情﹒間

E種智﹒』

樞1. 1會1"'1..1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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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學jflf嗨，

導師給

程法師的

續種仁者n:

《摩訶.11:.)為天台團領教~;大量體人所修﹒「禪渡擅自覺」乃共凡豈是﹒共二隸之，iJ

t長﹒《摩詞止，自》以憊•• 先:『庸連續I:J 則靈B普車，定﹒中國傍教重個行，但庸員長:W

間聽徑﹒景，士又重種歡心，被印度傳來之定法，久已不明..心治之宏遍，自是好事 1

倍定泌不可但以，隨宏遍，如帥，定種圖畫，則不足以教導他人﹒若能荐，餒，圓.. 

修縛:.ß相與人間傷IJ[甚少關涉也﹒

「都缺擅自醫」所霄達öël能通明事，外﹒皆印度舊有﹒所依著﹒主要為《大智廈前》﹒

此等定法﹒如《成實翰) , (看伽師地如﹒靜明有部之各種「阿昆，畢J '與爾傳有

同之《解脫道富的﹒《清釋道圖1" 【日，爾總聽有之>t實'.. 明，可賀，帶﹒又如《修行

趟趟經) ..什各種(.但) ，_貫之《追回信，扭轉.) '.-多之《五鬥轉經要用

種》﹒皆局專明，回看﹒

尊重E ﹒即閥極安 I

印頂合十

九﹒十位

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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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道上)(三〉

. 單撞撞禪師 sayidawU PaDd.ita聲、沮會重歸

1第十輩人身難縛

「人身種待」﹒意思是自健全為「人」曇件很帶有的書，﹒與其他世

界(8)相此﹒人間有三極利益﹒

首先﹒在人間較容扇繪畫是 rjE念』。“) ;天界的快樂(devatã

且區)償失人意記11行事事﹒It惡通〈頭iya)東自信﹒擅度的痛苦恤苟，

也越旭〉訢磨著:.金﹒ a他們無法學習正法﹒畜生道的動物別時贈活在

恐懼之中﹒未能還用「念」的力量﹒

人間是菁、錄闕11的世界﹒如果人們不這周『念』﹒誼會受苦﹒

所以﹒他們通常保有某種種度的『念』﹒如果能普苟地訓.'flt們的

r念』會更強而有力﹒因此﹒人間竄然，遍天算﹒

其次，在人間﹒人們有_.f1喔，或作惑，並因而縛.J接或惡果﹒

因此，挖了鐘書串替果﹒白6]人們往往會正當通過生滔，努力..營

業﹒

俗成|會|訊1. ..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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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耘，

第三，在人間﹒人們有機﹒修習Ii!八支道﹒脫此而霄，人間(man且IIII-lob)也比天

#ωeva-l也b)吏治樣lIf.

如此，身而通人的讀惘，有機會，自由軍念、"道與重道，來斷除不普領價:欲:~則

不易有錢界的機會﹒俊生被界的夫人，國局辜受來，的欲，腿，以致無法修習成、定、盟軍

三學._魔﹒當w，a.天天主帝，時祉，。想要妥持砌成f恥ødla)峙，他必須清數下障人

間，遍遍天界的，高醫生請才有﹒

在人間，人們隨時有續合作聲樂，所以人間被認泊是響起B(aupti) .在人間，人們

可以果澆地。甜甜他a)修行﹒甚至E濁浪..(P個血。而成圖盼智(bodhi~蝠，。﹒人身

，在值為書，鉤，單單們能夠待到人身是領牽連的_.響值也還摔在人間累積成傷的簣.﹒

即使他有更好的機會鈕坐到其他世界﹒再看﹒億份也總是在人lIUJi!ti他﹒

撞車宿「自正績偉 J • a們使錯過訣，.的錢庭生活，因為，fl們將軍車除人所不宜的惡

行﹒最墓本的 .a們可看自持或來修.自己的實行，吐;這一步﹒發們再欽定而修心，

依，而見監商會以斷除聽見﹒

苦奮們透過『念.修行」所2畫得的智，相當奇妙，它也密"作『過持，摩』

@甜區iy帶aMã)Q). ，當由此種智慧，可以位絕不壘，、不合宜的行批﹒ [57]此省智富麗﹒鹿

適用於世潤的行氣，也適用於幽世間的行為﹒當翁們哩fr自E緝律J {I)更有種圖畫之時

JI1*有能力發辦什麼是有益﹒什灣是有響，什麼是恰

當、什麼是不恰當的_.因此，迴潭街頭:llhi翱雌

間的經紗瞥見1-.自念•• 行﹒ ftrI可以好好絕望遣

軍是m的生命﹒聽自念處修行 .a們可以在此生成為中

上的好人(avo恥llW呵陣)﹒

1第寸一輩正知/明覺

"Sa明~aJIIIa" .自"UfI1" + "pa" +可圈，

所組成﹒"88JII戶意思是『軍據地」、『完全她』、

『清楚地」或『獨自」﹒-阱...摺「宜摟抱」或

『超凡地」﹒ "jdlia" 是『知道」、『了知」﹒



".P，吋幽a" I間是『覺彎處了知名、色的現象及其本質」﹒因此﹒ -sampajalllla

的意思是﹒透過觀身的纏，壘. rjf懇地明JlJ It r完全地了知J .!t們應積踏踏對正在

從事的事備﹒保持清楚地明變成7划(samp唔碰車﹒尬。.

關鍵，時. r正如』舖『明:.J)有四種:

• r 目的正如」借他也喝啤吋疆軍a)

• r合宜正知」 ωappiya-~阿tdlIia)

• r行現正如」句“曲曲mpajalllla)

• r爛正如」扭曲moha.sampajalllla)~ω] 

目的E個

管制r~傲某件事時，你﹒先思考郵件事是否有利益﹒而不是冒綠地待'."思考

袋，關從事有幸1隘的..如此，在憫之前先考慮行為是否喻。益.避蚣:!!r 目的正

如」﹒

合宣正知

遠是指『了如將從事的行為是合宜、恰當的』﹒思考過行海之間的，並種定官是有

利益的惑之，壘，發們遺憾要考慮行動的時，是否恰當﹒學例而霄，宜說，畫畫，到宜動省

與輯"看爾曾練攤都是有利益的事，但是，如果宣說，法的過所過~盛開就_.就不

適合在那個揭所說法﹒再看﹒到佛塔迪拜"陀﹒也是件普行﹒然而如果Mñ人淪為

自區、有危章，自身滴，覺行的危險﹒道就不恰當﹒尤其是置，比丘而官﹒

又如﹒修習「不書，瘋J (UIÌ恤b

函，戶 b1livII卓她是有利益的學.'"而﹒著

前函... ..証者越巧遇到女性的屍懂，食

iiA-í會i視|﹒

(riga)可能會因此生趣 .jt此而霄，

這個時俊並不適合修嘗不縛，自﹒所

以 '8們必須雖有「響，甚燈』

〈凶"尬apaft臼1) .能夠衡量a們的所

作所必是否:ø東利益、時機是否合



「目的正知J i相「合宜正知』是人員單種智的鑫種﹒值為人們帶來利

益﹒它們也是另兩鐘正如. .lI)J r行境正如』興「綠樹正知』的蓋越﹒之

前If要倦地提過修行四念慮的七種利益，著了辭退坐車J畫畫﹒戳:11具備了

r 目的正如」﹒趁著還有老師，而且自已尚年輯、健康的時候."身努

力修行. [6日這是件適當、合宜的$'如果做錯過這個時續 .it不會

宣﹒能夠了解迪金合宣﹒數是具備「合宣正知』﹒

有攪正知

"Gocua" (行;1，1)..指萊物的「界限』、『住所』、 rß雷動，‘

國」、「領塌」、 r作用 J .成「所給』﹒如此﹒「色血」是「眼」的

r行墳」﹒「聲音J 是 r'耳』的「行槍」﹒乃至「法血」是 raJ 的

r行攪』﹒作站服等六..全飽之鋒的1.官外續﹒共有六種..lI)J色、.、

香、味、.、法﹒[以E念 lftt覺地明.這些所錢._是『行讀E

知」﹒

清軍器，難跑了知名、色所，且﹒如腹部的.伏﹒厲妥，行胃峙的閻部

吾吾酌."修哥哥必須看它們生起時觀照它們﹒在這蠱現象坐起厲害，持﹒地

g周而不忘§長、遜灣任何一個現象 .m據但是「行擔正如』﹒說B帶領厲

的人，不會獲得『行境正知」﹒

鑼爾正個("l1li圓llI&-lI8時吋aIifia)

還用啊，治與定力，管它們增強縛，你會了知名、包頭傘的本質﹒由

於，你的，阻隔是依靠艘身的世..而非憊，但或來自.本、師長的知訟，

所以﹒你能去臉對會是訟的健康輿困惑(-曲a) ﹒你會正讀.(BJllllllli) 、清

戀而鐵盧了lJ(pajllilia) [62]名、色的其實本質﹒述說是『無街E知」﹒

「佇續正如J *.Iillt r無錫正如』﹒前看是符酌，後脅是結果﹒沒
有行動﹒越不.盡益結果﹒

事t像2毒了但過身體健，蟹，重輯們會於飲食中爾克，壓他命，同摟抱 .a

們也要在軍軍修時續給『椅遍‘念、這」尊心靈，陸他命﹒以餐館富得 r.

所成怠J (bhãva函曲iyapll間}﹒或轉『法所金蠶J (“圓圓~.，訟區1) • 

“-t'.tà 
辦廠這.1: C:::) 

錯



“ 

不過.這些「正如J fj個再喝風順不是『窘，但他J G咽1Wha)﹒〔若采見三法印的

路〕也不是【真正的) r恥婆舍那』仰伊幽旬，它們只是w.值、颱接會部的盞.﹒

翟《糟糟趟，的中﹒它們接總第「迢持寶庫J (P面值劑"幽會甜甜ka-p幽}﹒@

有蠻的習慣，無前是意行或身行，截癱未刻遞增長它們﹒只要置之不管.它們歡會

愈來愈強壯﹒夫多數己都極a們心中的遠畫畫習慣，是從久追過量是所彈，下的種子，這漸茁

扯而成的﹒稽，舖次繪餐車傘，觀罵道畫畫習慣，鵬E有致通J.I:遮蓋豈有富的習慣﹒

如果動們現在揭露去做一件已成為習饋的.'但老符泊之前，先恩懼、反省一下.

這.-們有_.金槍蜜道個習慣，古怪7知它是否有利益、是寄給當〈目的正如、合宣

正紛﹒如此的思權，但書記們能夠重新評估這些習慣﹒直通昏地ft.它們，而不﹒受『困局

做遍﹒所以這是正愴的事』這種.~蜓的想法所...即使總書長立刻斷~有脅的書償

[63] ，遍，陸的反省墨少可.遁益有，習慣的生起稍省區受阻﹒程.漸削蜀它們的力量之

後，最秘書島們即能將之鐵盧很除﹒

『相』可分第三種: r 自位相 J (18撞車，va]也溢aoa) 、「有誨相』扭曲風，

U幽喇置t r共相J (sãm甜甜~1rI.1saoa) ﹒

權骨傷-秒﹒都保持E念觀鬧，才祖見到『自種相』﹒

4 
唯有見到「自位相J ;餒， r有錢徊J .才會激現﹒

4 
唯有『有通相」巔現居樂，才能見到『共相』﹒

L 
唯有見到「共相」時﹒「內蟬，WJ (V恥.... 越i\Ia)才會生組﹒

4 
唯滴在「肉，智JI成熟.﹒茍前..r鐘智J (lilii8ii凶åI)a)﹒

4 
唯有在貪得『道智』峙，才祖見到『潭，陸』包ib協且}﹒

4 
唯有在見到連線後﹒刁能從思.(apiya)解脫﹒[“l

為最|會|瓢1. .1輛



“"'.tà 辦廠這.1: C:::) 

自性相

r il! J ' r恥、「繽」理~.1直受﹒即是「自益相J (曲iva-l曲岫a) (或圖書嘻嘻『自

相J )﹒在道蠱盧受生起時，海修看立刻以直念觀照，才能見到它們.這酸楚雕宴會習慣

的掛〈面向v 峭的法Jll.D • 

-s晶ãvá'抱住)是由 -øab- (自己的〉及、lhãva- 嗨，的兩個巴司噶爾詞所組成

的復合闕，意思是『特殊的種實』、「密特的住貧』﹒ r 1自昌住#相冒 J ~的袍閥.惆包含 a

"間祖儡暑h岫尬包岫早眉i (姻個別的徊〉ν.

〈自噱相1) • • 

若禪修看戳，需信商店組快適歐、手的伸曲、金、站以及建電車或.﹒他﹒覺，到管不生

組的種種 r自位相」﹒ r 自性相」是禪修者在海艦証詞湖﹒嗨，割的名、包疏忽﹒

依「阿敢這圖書』的芳式，一切注暢從『究竟法」的角度加以解釋﹒但是，在章，信

時 .a們依翱『經典」的ñ畫畫，使用一般的『慣用語J .如「見』、『吃』、『坐』等

等﹒

.世紀以前﹒《糟糟逍趙大班tþ) 的作者接喜慶lt4身 ."m曲，轉駁〈曲曲直1) .以悶響

的方式﹒澄清關於『叡記J (岫elI垣掛車價都修錢巧的擾，﹒所個「凜記J ..是在鐵線

根.I!I!I緒_.生趣的現象之時﹒ r，m心中給子骸現象一個名耨」﹒符合兒，設蔣說明蹲著

的解釋﹒以認供給你們作誨，司f. [伺

蚓、鄧﹒虹揖語》的〈見經〉怕他崢國閣"渴捌:

-X8Iha齡..她ik區國嗨. c:拉國國ØII8I自 p8ØØ'"Ü? Idha 恤1kkIIU bhiil8ql恤恥topuø“;

恤包圍~bu包圍凶 diavã 恤函凶a.固樹曲"嗎蝠pya 圓圓晶矗yapa即tII1IIØ hoti. BVaIP尬。'

恤i區區間，個值bnmautopllll8llti'" ti. @ 

章，也.6:. 1 紗，可是，息.看，已盟.?在此﹒比丘壘，會見 r;有」﹒壘，實克己，島了 r;會」之

Il.、.庫..Uo1iJ.f't﹒椅也.6:. 1 曲"1Ib.l......脅，且此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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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實見蔚J (bhutGpbh前胸"帥"鳴思是『如實地被見生組

的現aJ l#t r在現象金鐘時，祖廟它們J .此中的「有J (bh倒，即

r生趣的現象」﹒是指「有為法』﹒即「豆，區」或lir各色J (組圈~

甜pa) ﹒是能碰車錢幢幢割的[身﹒心〕項重民〔即究竟訟〕﹒例如﹒想

坐下的『酌.J 以及路後而生的重個『坐的動作」﹒巴利句子中的第

三個寧、rhÜ1恥..是指「叡煦的有或」﹒也歡是「如實地」或「在

它們生組亂，此寧和 .y曲革"她lva旬，倒真自住〉向當﹒

2忌了看見「自位相J (組組iva.-Ia尬包車a)' ".看必須在所像生組

月 之時﹒立刻，自由『念』和 r"，這」精心設入於所像上.這.如何進食

時﹒挖了捕æ食物的滋味﹒必須即時咀喝食物-穆﹒因此有句俗音

為:

，有....~.﹒-ti才，包見到自值相﹒

「唯有J iI個冒偽很重要，因為它通謂當下﹒觀照之時﹒完全沒

有思考、民省、推詞或詮釋的盆間﹒必須與當下共處﹒直E是此時此

刻，而不是未來讀過去﹒ [68]

據祖

、過訟IQ1bh齡自闕，閣，棚，實見有') .這億潮，愴的教縛 '8足夠

，區〈傍陀時代)獨鐘依循「略越」使館修行的利，看.縛1ft餐會111智

寶庫﹒然而此事，利被人，後來瀨漸減少﹒因此，詮喬阿闕.

a她必曲直咽iy~瀚胡作「領記」伽~且時消翎輾﹒

曾經有人龔自這縷的悶題:

作療缸，不說零食tI!I r概念送J (pdIIati)引進來，會障組與「如

實見』的教圈，呀?雖然在修習以，念法站所鋒的哥哥，他將﹒作領記是

很自然的，﹒例如﹒修『地望IJ 時，書心欽在各看，很念上: r地』、

『地 J :讀者﹒在修『三十三身至于』時﹒取其帽、團體定龔自員色、形

狀、地點等等﹒然而﹒勵饗會那僅祖輩嘻『究竟法」個姐姐也~:種對

名﹒色法的自位相作，肥，會干擾"究竟遠的筒.吧 1 因為，離聲合

都要了第酌所錄是究竟法，作懷抱不是多般的嗎?

治藏|份|視1. .18為



“"'.tà 辦廠這.1: C:::) 

《洞，遍遍大疏鈔》目fr據記J •. 泊、!Üipalltlatti" (BJJ r鍍金概念」一-削j矗，_

指「依畫畫〔即所緣〕而生趣的 J ; PafIfI暉，盟章指「概念遠﹒名總J) ..例而lt:

『熱』的IIE~. 是究責訟，可以不用，輯記越覺寮耨到﹒而『絨」這個究竟法本身﹒有個

世間慣用的名帶﹒包或是『無J .在這均尚不足以R心宜蟄錢向所灘的初學者，可以用

『熱」這個概念名帶來，幫助他專控﹒

在此﹒ rfaJ 的廠受':I! r 自位富起J ;莫名穗，但是可jipal缸ttt'(依後所錢而

全趣的被錯。.當修佇邏輯，成熟時﹒越不需要「頓記J .心可以自勵她覺知所.. [69] 

《清掙道趙大兢鈔》中所記述的原文蚵r:

N&Il11姐則it;戶血祖vuena 岫凶yadbammo gay1la!lti? 8ICC帥"與笛"職濾油妒，

b垣IVIIIl加"也叫祉~m詛矗lyapdllat值qlsamatí且圓M帥旭IVeyevaci伽串的世且@

.iI.本...rt!..純念」來ff:... 位海喝?的續 1"前階段[得修司~)禽.也

rt!....tJ.J -*æ.e佳品h ﹒然而..修.ft逸步區t ，也會超越被最偉﹒兩只....f1.Ø. • 

佐梅止﹒

如此﹒當人依. .勘IUpIl油岫

pa祖國F 個貪見有〉的f{書長，_照池、-*﹒

火、風雪奪回界時﹒他可以運用『讀書記」的芳

法，哥哥它們幫但請『軟」、『種』‘『無」、

『灣」、『激動J r撥給』‘「哥哥」、『髏』

等等﹒

間像站，當他見﹒團區、獨縛，他也用概念

，但~r見』、 rllJ • r.J ..終不開Ii
霞的 rg記名ftlJ 不同﹒然而﹒不同各啊，所鍋

莎的究竟訟，如擾、聽﹒移動等層斗輸﹒

隨著鬼、憊的即回成熟，膺，嘯.到所

像生起的適度﹒也變綺麗候，由此，單，修者1*

e行上頂有u時，將會給串串「緣起』﹒只是

純祥地毆照所緯﹒這俏形在『生，聽智J I拘階段

麗是絢此，此時."修者必須緊緊跟著快迪生

.~ 



70 

趣的現象:到「擾，真智』的階段時，現象生趣的速度又累加迅速﹒到這遍重陪4暫時﹒

[70]韓信者有兩個選鐸一一創果他想堅持，記﹒他的修行車虛會受阻﹒且，臣，不到部分的

所.;但虹操他忽紹祖全面酷的所蟻，他韓﹒捨掉『擻記』﹒

有時候﹒當褲，看適用線記竅8獨主要所錢時，其他的現象、鐵者認其他的所錢﹒

可能也會出現﹒對於這些現象﹒通常都傷者歡只是知道而采作激記﹒

如間初學靄艾的4、孩子﹒但聽不用餅字﹒教膏，而只靠自親說了解悶甸的.恩﹒開

槍炮﹒車，侈的初，看也很雖不用療記而只憑純粹的割開截獲得定力﹒~而﹒如同成年人

不適合用掰字﹒ R看來理解側句一種，有禮"的，信爸也不適合程進入較高的陪彎時使

用領胞來，照﹒

切學看使用標記的方或﹒ a伽I、致于初學語文﹒一關始 • IJ、孩子先掰自字母﹒之$臭

罵贊普;但是﹒當總饋盡是﹒他都不需要撈出字母﹒即能直接連音;到臨﹒做趴依自

i& .ltT縣董借調甸的當恩﹒

有少自!!~.不聰明的年輕人乃至成人. (弱化強化8W目的軍事往力〕必須在學習之

衡，彎曲聲音來激區所:..另-方面，也有-些知險份子﹒靜明紛時.練習「無鐘，

的方冀J (ehoU:e!阻E甜甜}﹒僅組照所總而不作內心的祖闖一一翁們不知道這一頓人﹒

是否灣符任何的定力或智慧﹒..會上.在此陪梭，專制值:b用何〈頂帽"的適用﹒是11

蜜的﹒ [71]

有a祖

如果，信看見到『自位相J • 

他脫能辨別~、色﹒遜一步地﹒會

看見名、色的圓，但開係﹒接司f..‘
自持自賣不輝的努力，飽含看到名、

色現象的三個階授. (依..)即

『闕給」、 r If!Ø1 J 和「給東J ; 

或看說﹒ (i俊阿敵連自〉看到名、色

的 r~ ﹒住. alJ ﹒〈此三脅，即是

r看起相』﹒〉

治藏|份|視1. .18為



在修行的初期﹒筒•• 看不懈地組照時﹒他只會看到腹部趣。或側的中段﹒定方稍

強之後，他會看到它的開始與中綴，個米見到它的結束.這時﹒車，.看會覺傅:翟偉照

甲所，峰時，另-iI!新的乙所，誰在甲所緣滋去之前就生組:岡攤趟，在乙所餘嶽去前﹒另

-個新的肉所像又生&﹒之所以有過縷的廳，﹒是因誨事，修者的[成雙會軍官]定均仍不

夠強的緣故﹒

在此 '8們須注重E ﹒在來見到『自色相J 之前﹒「有揖相」不.全起﹒章言人想略過「自

信相』﹒直章，見到「有為相』﹒道有知不用宣布而在室中作重﹒只是華想而巴﹒

三共祖

見到「有弱相J .並持續運用「輛車壓力J'相『念力」後，轉修看哥哥了如饋遠的無帽，

住賀，否定常見而種，苦奮怯無帝的真理.這圖畫像斗國人站章法庭中受響，閱畢曲時堅決否

定自己的ø行﹒並要*無罪間..但是﹒一再絕密受讀書開後﹒他閱始聽詞，自己的部行﹒

iiIIIt掌管也是如此，由於一再繼見到.ß、色的你常﹒"修省最後嗯M一切無憊的真種﹒

[72]在三真相中﹒著清灣地見到錯，當個 .a會見頭1 r苦J ，興「級或相』﹒

開題是﹒禪修費如啊7知它們?是遞過喬本續給們的老師嗎?不是的 1 他們憲章舊自

己的_.依自E對'.ß、色的觀照而了知「無常』、「會」、 r總書車』﹒「草草會』等﹒

即是『共相」﹒有憾﹒「線，當』較為顯著;有時﹒則是『苦J.成『無錢」較為顯著﹒看

到三共相縛.It代禽獸，堅合海管如個11811i-笛"准起了﹒

1第+三章扇動[73]

有三種『成SltJ (Iriddha)@值得M控.:

「窺見成ItJ 仙也幽a-sidd岫:‘自個人組身經.獨處It.

r錐暈眩. J (aD1nn;n'~泌dba) :哥哥自推理而成.﹒

「深信成itJ ~她帶paua-øidd蝴:積自信心而成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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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見局獻

舉例而言﹒在『見J 1悔過程種﹒包含四個要..J1J r色盧」、「眼線』、「兌」和

rflõøJ ﹒同時具備這回賽，恆的防線﹒說.有『看見」或魯說『眼.J 的生組﹒肢見衡

的過種﹒說是不給其他*1念的幫助﹒草叢依觀身經鐵封信覺划，備﹒此即 rm見眩.J ﹒

[74]親見名、色的因果﹒餵常奪共桐，以及m值之斷除﹒也是『現見成撞車」﹒

摧量成就

在「現見成ItJ:之偉才生起的『援軍成ItJ .7'J依錢現見的噓.﹒哥當自推宣告而建梧

的錯>>o f!l鉤，見述處有煙，畫畫冊推蛤有火的存在﹒這個繪畫曲，看著築撞車電鐘起偉，醫﹒

不絨線是種面，上的鍾輯思考﹒所以，僧人獨自體驗明前成a) r iE~蠢 J (Ð恤血凶

P!8C酋叫IZ時﹒僧，圖自「捲量處處』搶白，也:fJt哩JJltïE淺信行的街跑乃寞，不函，穗.

存在﹒另-個例子是因*-僚，亦即. 1當做積越「緣，受智」峙，你能擔當:相間的，畢

誼法則，也適用也他人、過去世及未來世﹒

漂個成敵

例如﹒撞來親見﹒但凰深信傷地興其fi法﹒依相個惡種等他方世界﹒以及遷，陸的存在﹒

此種信也請，作、addbeyyB.-å“恤r (可:m成盼﹒它和師不同﹒國2崎僑總幣是無噎住

的信仰﹒詐，車總是存在的﹒只是科學仍無法趙寶﹒〔深信成蛇即是〕憑轉著信心一一

而非世俗的響。i\Ia)一-紅簡單唱盤似是不可能的專[如涅團體〕可能存在﹒道周世俗的理

絡處|會|視1. .1,.. 

﹒ 智恩量這盟員哼，或許

﹒噶事情'J!根據﹒"

之﹒在.~去中﹒ r j!堅

信成atJ 依賴於『或

見成ItJ 與『繪畫成

itJ ﹒若不具備『窺

見成ItJ '.不*有

『推量成說」﹒因而

也齡不會生組『潔僧

成aJ ﹒



“-t'.t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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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第十四章滋長內觀的幼苗f兩

有E適量保.r耽聾會那種51 J (v加sllUlã-fIqa .軍卸的方奮起﹒在此，禽間傳霞智lJ:trjff

作在聽衡的幼苗﹒

續費芒果，目的前酋時﹒.-r會在路竭種團組一道保嵐幼齒的圈，區﹒間摟抱，_修看

持守或棒，不通作崗鷗律的身、口東﹒邀請耳語“曲時pbita" 翎制保酌﹒

其次﹒固T會定時油倒茵遍"*﹒閥，陸地﹒串串修者應向他的老師學習.法的畢生理知

.﹒以使取自己保持在正道上.避.~ "，"tiimlg曲恤1" (今間的保11).

另外 '111丁會祖土(也樹核能自由地伸展生ro.施肥﹒向摟抱...省會"實地向

老師報告自己的事，信倫說，以做闋的心與老師討誼會﹒ [78]如此艙，幫助老問輸予恰當的組

哩，.這濕為加扭曲ãuu&倒也a" (踐自麗的保勵﹒

再看，因T會.&存清理處樁，去除韓草和會信會幼苗的宮:..阿偉泊，蟬，看精動

觀照錄處所，學﹒不傷趟，鐘，阻隔每個生趣的現象，以使去JIt蓋章導報草、會'.﹒道:1111作

-1IIDa'h'...mJgg油ita"每fØ他的保護) • 

再看﹒固T﹒古怪除鈕，且在樹上的騙錢..間摟抱﹒圖，修學會﹒.由 fiJI力的』

(baIava)a:聞時都修行，斷給(禽修行成果的〕任何食司，但坦白，如此他的勵龔含量都白，

行，才不﹒受到希''*如光明(---痺柯森.相的食

著所擅自已.這總局可ip8Il811旭Igpbi妞，。此變會那

的保11)﹒@

傷陀曾對希*獲僧紋，的人，尾:

....~向外，也.'亦不令員，莓，寺內;遍...

JI:.﹒此』‘4見丸.﹒

『向外拋開J .:a指窗外六盧斯.撞﹒六但何

時﹒心祟，直保持正念﹒反而往外追逐這些所錢，哥I

生食單R慎等等 .tm這種情形.ijIJ修者必須頁精遍

地尊詮錢M餘，運用 f!會圖，他的保健』﹒

馳騁的惜，池"，1:.'.令逾渴﹒[79]

" 



另一芳面，自袋，修的成果﹒書、績奪可富的血妥，可能會生起﹒此時，修省或許

會不鈍，她對此成果坐起鐵韌的食霆，龜成繼續邁步的個體積.m轉為『滑稽，會肉』﹒此

時的It治芳法是強力的眩，給那修行，也說是﹒旬..8a1Iittugga崗，。岫舍郁的，甚

勸﹒

受到上述五種方~賊，麗的芒果幼苗﹒哥哥能快速且順利繪成長茁壯，給清甜言慶的果

實﹒同復地﹒"由上述草種保聽完法，串串峭的正兒時能在軍追上俊速且開!她成吉達﹒

給搧「團胸」制ip81IIlllã.fiua)的痕:.﹒

【隘，】
@越是 r 四明:IIb 的彎彎﹒

<D r 自.ø律J.見IJ.到..﹒

<D (糖，道龜.) : r引導一切所帶嘲迪總.. J (Vúm3-4:“油出此，但每耐區

"由起扭扭飽吋《糟糟這值大跡，會) : ra力於縛取濃lil. 放是『過夠的~ .這對lr目的正

如J~ 【四軍細1 稽定而引導的這卜像過}每一切所作，像是，引導一切所作a ﹒」

(鳴曲"mhI 1 16:ltm回別泌llIa帥ParihIS筒，﹒甜甜划"也Irikl.Ab區kÞm'd凶帥tballi晶祖

ai曲曲﹒國m阿d區dI_pøI國削jane剖岫bûi曲lIPII'IVi抖區.)

<Ð It43-44.. 

@滴血"m1喝口“

@M函~n3的﹒

cr>.司'AIII2G-21 ;峙m7.

[】符，血肉祕厭司，頁寓Itll ﹒

.，矗|會|祖1.111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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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密的佛法聖地一

高野山
.華種昌

「三早早在人不品，在﹒四!1.窗看不..:!1..t.!1.生﹒.!.~初海圈t:

Æ.晃晃晃，完之終身~﹒」一-"'*^旬﹒

此次的﹒費醫﹒銀行最主要是以青海寺，前治主﹒』直受到日本取府對

文化資產的重R; j!恩作哥哥的認真.處以及細心處，賓主E令人聽起，

且﹒值得，-何積貧與學習;更值得•• 們深思﹒起什l.Ia們翎微不

到﹒日本僧，真的興盛，在悔當的.，書上有其獨特怪，尤其對種典的M

繼鑽研﹒!Jl.遠大師對曰:本鈴敏的貢獻與彭響可說不小﹒

高野山是自本東彎曲串潑的聖地﹒位於和8:山縣的東北餒，癖.‘

袍的山頂，這麓:I!!Jl.~魯大師〈鶴}開創巳久'.H12(牌的真貫袋

里曾..本山﹒可以E~.數之興盛，此山以金闕峰守為申心，闖過則

分你哥哥1泊，個穿館﹒賀喜成:-11國領特別的第紋，績都市﹒

金海大師為7..平等E泌的含量樓大法﹒不裊..﹒壓種鼠.﹒

到中國*學﹒受學於'.頂阿間娘.果大師，盒縛""教之奧妙﹒其畫畫返

回目本﹒大力弘趟，個宮會紋，創.官員長﹒於是會鐵梅以總豆葉土﹒

形:Jil r聚會』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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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仁六年﹒青年時期軍區年會行的皇室，軍，關錯了他的行B布激之鼓﹒大趣，輯、重戶"

等四區的山獵及海難竅，自﹒ w星星海有普通烈的吸引力﹒所以﹒遠趣行E布激之激﹒大師

先後，每此﹒闕~J1'八十八個信行曲直場﹒毒害目的不僅給了永遠激化當時，.!ta世的人﹒閑時

也要引導民思遣軍..會上的領悟﹒隨著益海穆遜、會行的通風﹒撞車直了嗎行合唱.

人」的重點所程﹒也由於鐘海當年種心行，歡度.益的高富懸頓力﹒自古以來﹒遍遍四

_，八+八所避過這圖書的普男個女﹒車今依戀絡續不錯﹒益高野山不時可看到身穿白

瓷、車或斗笠、手e金剛仗的退越看，也臘人廠錄到那懂?虔誠輿響..

新求國家和平﹒追求安定生活與韓定的修持﹒高野山不僅是信鍵的信仰中心﹒也固

氮弘法六師的墓所「樂之院J ._敬仰弘潑大師的各階層人士﹒都以此地鼠，斜的安息

之所﹒這種共有二十萬座以上的墓碎﹒其中不乏自本恩庭主動診有名的人士如:織田，會

主蓮、豐臣秀吉、貧困信玄、伊通EKZ菜、石田三戚、德11惜家、平敦盛雪事﹒而這些官莒磚

全部安置在-!I無驗的千年老彭之下﹒到處是裊裊自鈕，有-種自且不出的奇妙感覺﹒兩

旁的官木，天，_道'..而肅穆，到處飄過若在般的都."鐵人嵐受到底東墓園也可

以如此的公國化，與都市化而不生備接﹒

在日本，到處可看到受到保鍾的重要叉，旬以及聽定的世界通盡﹒雖然經歷了鐵月的

累積及戰火的總撞撞，但是呈現於眼前的是保種妥營的古'f9J興建第﹒實在不待不:..他們

對文物的重觀與用心﹒遠正建設們所:.111當虛心，習的地芳﹒修畫畫的束縛﹒在日本提光發

亮﹒而間鳥，迦撥子的設們畫也蠱力了嗎?這真是值傅瓷們深思的吧 I



仲夏繁星

“-t'.tà 
仲囂，會巫

. .圖借

所謂的『﹒欒」即是『失1I!J ﹒徊不想失.只好..的學習，但

在這漫長人生中似乎是不可能的〈不﹒樂}﹒從大霖，傳教的究寬a

眩，惟有成傷〈諮嵐泳斷、思當具足〉才是真正的『﹒晶體」﹒

人的處，要是須有師長的故縛，學份之路更要看書知饋的尊哥I輿勉

勵﹒來學院之前﹒對儕潑的7解實是有限﹒以挖出鐵學告，只是上取單單

獨、出故作:5等領以足夠﹒對身為一位法師磨其僑之龍力﹒都不甚7

解﹒現在回想東寞.• 可笑﹒能封信學螃求學﹒除7盛會-切谷'.外﹒最

喜慶植樹的則是開公導師T' 如草草飽11.畫如此完咎的求學讀續﹒忽.ft坊

，串教治會出具有正幼兒的高備大總﹒ h傍斂，樂而努力﹒起•• 之法

身，命﹒ E虛無國縷.~定導師有些，自信﹒不通﹒飽受繭，師接們的教

哩， '得一."串t皇之續擴﹒繪變E稽的.. 法見解﹒ 4守將來有能寬、績"

貢獻所學﹒東自輛白融界付出紡稽之力，以，甚四靈深思﹒

學院中六單位共同，習，共同道戲，互相切懂，互相潑_，_備+

分友愛，融洽萬分..鑄在IP' 廠開學們誨此彎，塵世界勘克希望之

光﹒如同仲夏之袋中繁星般﹒雖沒有獨月的明亮﹒卻依然能為撞撞宜之

人間完回家之路〈逼向戚，之遜)﹒一起誨全人穎的傘語而努力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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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愈愚，教無常師

﹒ 體會*

自販毒，間的名信靈堂﹒早已是侈敏界.ltl所周總之實﹒而導師所創

建的iI.雌份學院J!畫畫....~益的重鎮﹒未學自費提後能有國總能來學院

數_， e..訟，車修法a ﹒親近.多的普知，則總.稽報﹒在擊隊道

個夫環攪中，雖然六家都*至不間的常住﹒甚至不阿國家﹒但都失岡

給了信，重逝而努力﹒隊內的師長、間，﹒各個..‘雪乎，各有所

長﹒而能在道潑的環境中學哲鈴法﹒更是據能可貴的圓，但﹒

在無始劫輸適當中，_金質量不司血染7.多的，賢明習，且﹒也因此越

窮許多痛苦的果報﹒而孽，修行的目的﹒不成是用來去除這些很深習，

固的領筒呀?吉德去: r學如撞撞*行舟，不過則退﹒」在修行的道跨

上何嘗不是如此，只要一個不小心說會再攬著軍力訛傳而虫，因此修

行'1Jt悟，則"...治迪生死混﹒而修行要有所處訟，則必須通過不

斷的學習與實越﹒

如今學樂之期昏，周﹒同學在道，撞上鋒相﹒並這﹒膺"事事勵﹒道情之

深令人緣寶島:在學湊上賀電卷背鍾的讀書生活﹒頁是令人健忘﹒轉眼

俗成|會|訊1. ..糊



ÞA f-'.tit 
以.. 轟殺，塵1t.軍

間﹒大錢車，各奔前還弘法利益﹒但學槍傷骨是全死大事﹒並不能跑著攝寫而有中斷﹒修

行更是岫滴滴的職﹒所謂: r繃於.J 即是如此﹒所以讀書攤自已不自密報時間

幢房地從總悶疏通，正因搗每-章，都是學習的總..更是成功的片展﹒-但錯過任何學

習與成功的傷會﹒誓要再相草屋，恐怕不再是盟軍倉容虜的書J • 

• 書震級徵著另一個間接的關怡，每個間.都有人全嶄新的一貫﹒早已在俏麗上說趟

袋上有妥營的視，因興安排﹒所詢: r千且之遞給B哇，下﹒』于此﹒預班，當位同學這東有

成﹒所王震脅迫自﹒宋了﹒僅以 r以學倉愚﹒教無常師」與各位普知為共飽之﹒

歡迎您投稿 273JZit協調:1?
。主國專欄徵稱

*閉眼導師思想與看法(或是閱讀圈，飾著作'，(凋〉

*言，主傘，法門

*都修奮起冉一心的前，.

*悔當實迪總是繁的重建

*修~:奧科學

。 「法音宜就」學侮心得徵摘

*趟文研究(JI目自由}

*專線報告、心，書屋種種蛤分享﹒學.. 勵與方書長學b縛短文﹒

敬請來稿推薦

。按請讀則

*錢請時爾自11頁燭，並B會首買詮明a稿之，草樹名穗﹒文章標眉，看看姓名

~筆名>.絡地址及電語﹒份學前文研究則揖依翰文格均撤﹒論自留底

稿﹒憊不通稿﹒家利並保有文章劉改:...

*畫畫稍回事輔以電乎相E秀式email這巨曲3485n@y曲"腦血.tw ﹒或是以「蠟正賣會

跡』置，窮，寄至3儡5新竹市明湖路3ω缸，單﹒信輯組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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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死法門初探

因次

-、前奮

斗、且包何須修傘，已

(-)念，巴的1世妥位

(二)~死的.lt~金

(三}念死的"~.f金

三、念，巴的修自各

"、念，色的苟&.f&

豆、...悶悶，.

(-)念死.，..陸

{二}念，已.身安

六、...

fiAI會|視|﹒恥，為

. .成重



斗一、前首

1!t.管知東子之時﹒為輝決生死無侖的間也.

不僧繪圖噱頭匠、制霆，昏欲曲家信行﹒般陸難在成道

之後﹒於處野苑翻轉為論時'I!闖京7生死無嘗嘗的 。

道理﹒在狗尸婦被樂團區雙樹憫圓圈入滋時﹒仿苦心融F

說生死線，盾的道理﹒因此，最為子不會是修行妨借錢

門﹒點必須念生死無常﹒由此冊可見，念生死無常是 強

值盛耍的教法﹒姐當究對於修出世潤的人隸書處﹒可以

數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種忽而不去了解﹒~令究對

於世俗的人東說﹒卻是有所禁忌而不顧盟軍去觸及

的﹒-般人. *寄自滋滋於名啊，局了昌安食及種種欲

望努蕾舞畫畫﹒不明自據有即是束縛.1!1f欲樂反~

霜苦﹒不知生經調東﹒也不管宛從何宏﹒看不清楚

人生只是失宏﹒而不是擁有，越除食懿抱怨線有J!

“"'.tà 命混~I'l初，事

多的物質辜受﹒雖然也是厭苦欣績，但卻從呆k當苦﹒『如費醫泌止湯，不.• 鍵勞無功，

而且更令自己蕾帽E而莫名所以﹒有生必有死，是六家都知道的書，俏，但卻很少宏偉念

它﹒甚至帳本不去想﹒自己會在何時死去?會怎摸她死去?是否做甜缺然地死去1111

貨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自重建生與死之間，並滋有做過作種有:盡泌的事，而又繼續在給

逼中，飽漫生死的普痛煎然﹒不明原因又不能IJR生死的痛音，才是最可怕的-件事

俏﹒而世串串為君是們宣懿念死的信曹剪緝，說是由國上當著﹒正如墊底抽薪-般，可以徹

底解決發們的生死椅背﹒ 2廣告;不獨才冒疵，令當捨念死興修行密不可分是闕..國商簡介如

下-

1二、為何須修念死

死是任何人館不喜歡和畏值的一件事﹒《大挺般蛤謂1) ~塾，能詞:

是吾人..... '1且織品血犧舍，也曲鼠，不能7月k言，岳不 T • I!t-l也不總第瓜..皂，刀且瓦解8珍

品L錚錚.....止，不鈍，申串串﹒傘........針刺......軍事﹒凡夫J.IIJ壘，墨綠為﹒獨

.曠野無宿舍-1&'﹒值4暫修橋﹒ J‘你a-1t-兩艙，皇之，童醫J‘".:kJt修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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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縫中所會可以知道﹒死的痛

瞥.令人，伯利怨值的﹒不過念死

並不會.a們.早死亡﹒不念死也

不會.a們健康長蹲﹒既然羲們必

定會死﹒不是眩，實.早飯司，俯嗎?

念死能止息，a們食靈的心﹒肢窩六

很.如a區，必不指財貨之殼，終不

畫畫食.所因﹒多億念死'!f.行來

蛻含有許多的利益﹒更能.a們沒

看，食.﹒個依臨恨 ....a" 第
7久遠的素來能得利益﹒所以設們必須及早多信爾圖書、普.做為資S ﹒書處們每天的修

行，其自抱不蚣:!!"1"要7生01呀?不誼是在危生死徽圖阻鋪嗎?由.瞥w: ra見他

人，也﹒心申，鳥壘，文，不是無他人，看看紛紛a ﹒』如果禽們不在全冒著做好曲直備﹒一且無

常割來﹒又將在生死幢迴中說，.. 受嘗不巳﹒相反的會禽們免繳錚謂世備﹒自絲不﹒畏值死

的割來﹒.挖一再反覆地教尊重髓念死﹒無非是要.恩益也能值愈益死無常﹒如此必能

給這於傷行，解脫生死的痛苦﹒念死的重要佳﹒衛白色，聽廣翟偉，蚵F所述可見一種﹒

{一}念亮的重要性

在《何會經》中，_陀所宜饋的修行法門中，以念死h所縷的修行先鋒，曾出現在

七不過法、斗智、 f舍的教法申﹒

何謂‘-':ik:-司，、，也..本it ﹒二命、胡也會不淨﹒三*、不.盤問﹒詞奪、司~*Æ.

.﹒萃，、趨勢...﹒次看、氣，可~.﹒-':*、 *Aåtl ﹒@

垂青何必+:所哩，色...、青..、[用車進J... 、舍不清旭、....、'!iI:t1、筍"A"

11 、會*11 、 p已11 、-切世告別不可..﹒@

所觸+:t;﹒Jp:t;t學、.l1r、$比Ji.'fI、:t;戚、念，包、:t;泛、:t;休息、.4E-a 、:t;

..、念~﹒~宜，十*﹒@

在七不過話是﹒+種﹒+念的修習寫縫中，念措強反11跑出現﹒正因為念死對修行

據說勵捕且要的﹒所以世制.不厭其煩﹒反覆地教導宣讀﹒《家傀儡卷43記，自:

又..有禹啊t...曲，冒失信，曲也有這'*"﹒.，.益，回門，晨iI-育，真﹒纏萬鳥，_自'

，申首先.﹒九+九人4.禽走，向但有-大.."' .. 壘.仿﹒王"和哥哥﹒何錢不怕 111串串

童音:怡何物 1å初~ *.i且時，刻.剎那﹒念念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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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種文中習，划，東桐，帶給測試看遁的高啊If .輸了一百位有各大..故章以一百士

兵作勢鴛_.其九十九人潑會畏個驚走﹒唯有一大總毫線鷥俯﹒ 8早11M他治何不害怕?

高明，回答: r宴會怕什擅呢?聽從小時即認為此身虛幻﹒不過憂心念Ø1J1!盆、到那死而

已，有什麼值得，怕的呢?J 由此位高倡的，行 .a們可以得知._冒念死能醜竄們不

錢外益的境界所影響﹒能值錢們安佳，悔自巴信行的所，雖﹒道算回窩頭j死亡的威脅﹒乃至

2昏死亡的真正來，圈，也能無所畏悟地區畫rt. (六般涅鑄經》卷12.音:

1f凡夫人有*Á.'.JII.. 覺有各有普車，﹒@
由經中，陀所曾可以待徊，世間凡夫龍"齡生死中，雖然知道生死是痛苦的﹒但卻

不知道生現滴營的原因所在﹒世間的人既然不知道潰的原因﹒自然不可能知道該奮的真

種﹒所以宙人tt嬴儼熄1It: r千會鼠...-免﹒」又如錢道紋，給祖師的老子﹒在《道

.ll) 第十三章fti: r .. 所以有大"看，心，有身 '4串串....吾有何處? J <D老子

聽挖人有一個最大的憂慮﹒獻是據有遁個身值﹒治了這個身值所須﹒因而必須努嘗不

己，若沒有'm個身值. Jlll沒有迪金宴會﹒老于是世間的賈爸﹒鞠翻會因﹒卻不能划，虛

會之道，終究仍在嘗嘗軍中給迴不己而真可海何﹒世間仁人賈老尚且蚓楚，何況是;J!;.鼠不

靈的用品俗子﹒而重建們.. 為乎有輔S聞自世正法﹒位划，會因並刻被舊的真理.a們只須

尊從:f!l陀的fJt縛，並且奉蠻行 .ti悍，怕死的威脅，不畏值死的來信，並能傳說生死

愴迪的痛會﹒而念死正可解決蓋章們生死的問題，所以街跑才一再度覆地宣眩，其重要住

司幫而知﹒

<=>念亮的車迫性

《過去親在國果經》學1組織:

有-~也仙.'"阿和PtI﹒A-足王道，在....也﹒袋....æ.麟，當.6......肉和PtI仙人

....正......."車tJlh ﹒.虛而*......正是夫人會仙人言:啥.尊念，海相太手﹒

仙人.....﹒即使占相﹒』早几桐已﹒....﹒木，但曲，﹒@

二~;﹒



“ 

姐種文所阻截﹒閥混陀仙人在為喬遷，太子看

相後，知太子必，1:瞪得線上正哩，正..t覺如自己無

命能間正法﹒雖修得五軍區辦遍，但自知宋健曲，島生

死苦海，不禁您從中來，襄偈哭也﹒檔家的先師孔

子et"': r ..1114 ﹒夕Æ.可..﹒ ß.)&古今中外，

少聖人實省、會王將相‘文人爵士，乃至平民百

鐘，曾因不知人間真理﹒不闖出世正法而IB..

側﹒飽受益死無幣的逼迫不止，久繼生死痛苦的曲曲

迫不息﹒又如阿拉陀仙人._知世間，略有解lI!t正

富起﹒翎氣死曹逼迫﹒無命館等到正退出世﹒趟，在

是英可望長何的..a們雖有傘館開正當﹒但若不恩

人命危蛤﹒不念生死餘，曾乏理﹒不都僵努力去修習

自世鮮民之遠﹒事雪在修行沒有什麼結果前死金﹒實

在是更可僑彼可擎的一件事﹒《遼旬...>超聲1i悔

11: 

本典人翔﹒禹錫縣，像帶久居﹒ -a過合人命亦然﹒壘，五河流...息﹒人命晨

，晨，還F.fl壘，是﹒@

人的生命一且形成﹒It巴爾看死亡的方向而羹，一年一月一日一嗨，乃至分秒不停

地邁向死亡，如洞*葬~不停，童入太海15休﹒孔子亦et立2昏獨鐘﹒看司，訶水量年就不

息，臨燙金命的消逝寡不停息﹒翎餵能給力蜜改變，因而嘎然韓道: r遍看，所夫﹒不

...盒處﹒ J@世間的實看尚餒，會合E寄自世間的正見﹒何~a們有傘串，因此也世間的佛

法﹒對'st<<.行出世間的人來餒，不念死才是可怕的﹒毫不念死則不獨鐘起進心來修

行，般使侮行也是容易價*﹒時間久了更易過失鐘心﹒生命的精逝分秒不停，死亡的來

擅幢符隨地 .a們若不念死"遵信行，要想解脫生死的痛曹﹒可飯是這遜總耳目﹒{i去旬

.. 鱷》看重1"'": 
銷會向，但:此，家.，.牛﹒私有手續""…"_恥~傘. a*.之﹒殺之，已看起島半﹒而告章

司，不覺﹒方祠，且f!..鳴吼. .~."'Ut備再﹒喝*11何.:何但此牛﹒吐量人亦

• .紛紛卷，且不知諱't.串串串l1i.tl疇，矣，﹒快也越.~.fII..﹒ a壘.1聲望會卒.f_~息

..司l.不覺何A串串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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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撞車們出生當悔存在的人盟員﹒現程早以死司長過半﹒世間鯨常尚處久存﹒何況發身韌

不保~.若不瓣_，趕緊努力修行 ， J葉以身之安樂知念﹒教若有錢眩，每五紋，不是無畏

役.中所殼的那都牛，只區安樂於一時﹒一且熱帶.. 戚到來﹒豈不是又將妥當無窮，食

為智弩之所3集團S ﹒古大總嘗嘗: r鳴金鈕.-把光陰‘面目，信鳴援學會lIf~兔樹心

...﹒」避代之淨土豪第十三11師印光大師﹒食寮房內轉著一死字﹒以饋，自己精~修

行﹒古今得祖國的高僧太:.'尚且念念念死，努力不悔﹒現臉盆死流"如a草之凡失'.

嵐見Jf恩膏，東E僅僅自傳所教﹒痛念生死以組出世﹒如果蠻有聽知到!È.死，軍備，發們會定

會食著五欲，東含金超越撞到置信，這下_m聽﹒所以或們磁帶念死來，悔自E ﹒闖關

紛時成阱不認馬上套隊身值的欲望與割著﹒但可從撞車少身隘的欲望﹒來幫助念死的心

念，眼念死的心念衛生起﹒進而提鼻畫龍們的道必﹒續輕重E們的這是念與鐵著﹒念拓不但可

息身之欲望及心之妄想，賈可茵念死隨持到來的逼迫，令發們珍惜，當下的時間﹒ 7知時

不相傳﹒珍恰有限的關羽東修行﹒念死的必泊位由此可知﹒

{三}念亮的廣泛性

《軍訟念撞撞》學62.奮:

it.~壘，已﹒且在念，也a.~~悔'*﹒不作-切不谷之_，心作品E念， -切眾生，脅.

，已﹒天、人、池，區、..鬼境界﹒縣處不免﹒簣，且函，是修. .ff.J皂，*來來.~“.......傘

，壘，骨、營、笠、微型見﹒.~念，已﹒不街_4之所偏亂..........言之﹒..界、包界、

氣色，早﹒-切三，事魚itt!.'t't破壞.j)已羲身命禽走，位不.、不...治?這昏，已

曲"是﹒也傘，世~....嘴巴﹒壘，是修也 '.A可樂、 a區處可食、 .A可111 ﹒..lf

a.﹒.亦隨戳， ._;且;a;lt.ff j事-A.'不是、不Æ 、不.、不il ﹒壘，是念，已忽J!t.

.﹒4:a.$J忌，會-切.﹒最4.-........次兮，已﹒所哩，此身唯有魚't.-切lI.ftt

4.鳥，、晉、!t、無A'.念!I!.'@



如上文組中所曾﹒發們應E產經常值念死﹒如此則會

畏值於色色冤死的痛苦﹒畏唔，會生死的鴻章會﹒自然不敢

造作一切不寶島的論通昌隆因﹒念死是11書記們明白六道，由遁

的-切娘生﹒其所扇縛的報身不~.是如何﹒都不能免B昏

死亡﹒是當事聽們遺像Jt身恆的IU農﹒遠躍欲貪﹒以免又

這下不營的囊團﹒更可自念死而，聽會‘盆、無需‘無

a ﹒因念死而了知此身Z韓國底，而過遷，峰會﹒因念死而7

如此身緣起﹒而遍遍於望這﹒因念死而7如此身虛幻，而

過這無常﹒因念死而7如此身頓合﹒而要量達綠草t. 自念

死而知此身是菁、笠、無白宮、無量是﹒自然能離欲滅食﹒

自然艙.~露.1寞，自然飽.餘...國念死而自盒.了

貧、鵬、據三自擎的過尬')I!圓，証官念死的正訟'.向解

脫 .a脫不老﹒不死‘不蠱、不滋﹒念死的修智能如霆

，軍滋生死﹒所以說念究於-切念，最知第一 • 

• 趨所生組世間的-切人，!JJtJJ '是生激無侖的，暈

終仍必歸於.亡﹒.必須把盤僅有的時間來，學行﹒包含

線常四大個舍之幻祖﹒虛妄不實﹒隨時舍，圾﹒生命'18

_，_時都有死亡前可能﹒不處茫然地盒過一生﹒入，

山而'!I!手_，喪失7寶貴像符鉛修行的人身﹒念死不但

有大利益，並且因念死n邁進苦童車，之總督，、菁、笠、

縣苦奮四行桐，自然能放下童醫執﹒遂自E食、腿、擾電車須

借﹒並能屋生迫切且強烈的危被壓，驅使，a們努力，實行

於正道﹒疆界a們的心力啊，進H﹒企死的重單位、*

迫性﹒廣翟偉如此﹒放血努力修習念死﹒

兵、念死的僻

《增登阿舍.>椒，書言:

世司"-4峰回: i會有比A.i主Á'、正*，“砂..~且﹒.念

在前，縣看他怨，辱.$.1& ﹒所謂，也司.. '此il.盆

，龜，但樂章，鏈'..不停﹒，聲棍tt壞﹒壘，扇.. 本﹒

fl，_1會|視1. .1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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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赦國青M ﹒$緣分離﹒給書，、舞...桐，包﹒壘，是﹒.比丘，皂白念Æ.﹒@

白種文可以得知﹒世尊教導書員們在.習念死時，須兌論正身體盤趣而坐﹒令念不斷

在於現前﹒滋有其它吾吾念之想﹒ .. 毯，自遵信念B昏死﹒仟膺稿為死呢?歡是由這個地方死

去，又從那個地方生出，來東館住六泊之中﹒生命消逝不能暫停﹒直至六很歉，區消敏﹒

一如rØlJlk的木頭﹒命根一旦斷絕，現人朋友都得分..而死的凍也是沒有形恆、波有，

響﹒也畫畫有相fk 、據說司以預先氮趟痕鐘盼、道兔~.像這峻的.習榜為念.JE ﹒

《繪畫阿含章的那瑚奮:

.呼甘k尊，當比A: rHc;等，，~醫衍，已.、思嘛Æ..﹒」持UJ:.有-比傘，台111:尊

言: r ~錢，修街、...ÆtI﹒ J 1II:尊4皆曰: r 1I:"'Ä何忌，但、修行.ÆtI﹒」比丘白4點

可r: r思椒.Æ1la5-' ......，年老自﹒息，但宅ti島，於章"來*申'M像益，死~U藍儂﹒

抄走'111:尊 'â忠信，也. • ....“S且有比A白都會: .a存在六目......... 存在3i.閩、

或官圓圓、 M.1iE-胃、二閩、-F.l睿﹒」﹒持世尊..比A: r血、主﹒比正.JI:.

亦是很‘之*. 4~.&艙，已.﹒」走時世尊盒，比.a: r具，但也開.. 繕;ff比A傘.JI:.

lU..3悅*-.﹒ tt比A司t. 蠱，且忌，但.Æ...."化身處處不員，..贊比A忠信，已

想..這往前﹒也不移動......是盤比傘，會~III人.t.t&椒，已11 ﹒ J@

如上段經文所認穢，世草草告面軍剪子們應當修行死，學、思維死想﹒此時取中有-比丘

向世轉發白，自己在風僱修冒死習雷峙，以為自己只能存帶信日，如此精逾越傷行﹒另有

比丘裁示，則是以修習六曰:詩限，乃至有說以五日、四日‘三日、三日及-日﹒世尊磨

了比丘們不間的回答後﹒告，手比丘們，不要說邀很學精遍地，單行死恕，道盤芳法是放過

的，不是D恩僱﹒ 2頁次，世龜，又聽:如果能像接過早J比丘郡犧尬.習，迪機才可以說

歸遍地思維、個死想.這位純利比丘. t當圓糊糊催棚，並能鵬道個繪

出瘤.'不糟的身體﹒比丘們，在恩俗、修舊念死的寫法時，應聘，_念專注在當前，心

不祖盟內在妄想、外龜境界所露..比丘們，應霞在一呼一眼之間﹒如此清這絕恩俗、修

曹死..﹒

績，當中尚有其它，學習念死的方法﹒現僅tt(清滯道蛤)S (Iit貪圖自)@的修舊方

法﹒略作區，覺簡介如下:

.7 



•• 

畫

-、以-脅迫單﹒

此以身必街為1國﹒外物所_，被闕n蠱JE ﹒

三﹒'llIMI輯到JJ 一一.a.的實.'.蜜"聽饋贈"﹒

圓圓
叉鈍H幢幢畫畫﹒.:刀，重﹒鐵刃﹒軍隊、姚伴﹒飲食

不楠、海織圖爾﹒取-之，-憫，學雜~，

聳聽遍，身當'J!"INae.

又行看見' .. 念念，備起精細﹒海-念可_._死

•• 
此以身鈕，噶擻.'面竭嚕，許晶，"備研.'局死所.'前冊，曹念死

.=:. rJ:lJt恥-~僧人蠟自a.*恥輔耐雕

皺眉U'JI:: (1)以式，ßω以去借())以大1](4)以汰

_(5)以式聳(6)U軍區... ('J)~電.ø.

四. rJ:l身，虜"看a 一一此身鐘峙，λ共同的﹒起λ+ 叉，曾倉覓，絃食父暈、見S輯、姆像.a盟"﹒傅申' • 
.. 織所擔何時﹒ 金制ø.

CH越蛤》瓜，自身是食，而儼念完﹒ C_)_身~人物ItØlid_傘~﹒

畫、「以."MbJ--:此.的氣力，ß誨錄力﹒固有爛的

.' (1)~包λ-.. ﹒ ω..t... (3)撥動的

.. 塵， (4)爽....﹒($)-酬..﹒

又行看頭見少量t ﹒看.‘有..、_..有債"宿費﹒

自念已身....﹒*﹒媚..

處以生命的停會會領缸..，..疆的珊，區、氣，麗、飲食.. 伴﹒不w世、..、瘤...、旬國開﹒“歸自身的全命無力章.'

敵醋，曹念JE ﹒

~. rCl，編明白區」一一是圖通編融倉. tIIti:的u.

所以有"的:命、街、晦"身個.'以及.. 的重

.'在迪金@的界內﹒濟是備相隔徊的-

(1) r.J 一一不管ftI r j島建傘.... 真的陳蚵﹒
軍鑄造」的體霆，籠y個﹒

C筍，街a 一一，脊"必以前捕前JE ﹒不以檔耐」、

賀帶.. 租車﹒組站錄相-

(3) r.書J__r有明，必臥龍時JE ﹒不』耳他IIfJ •• 

不僧--﹒載氫備相﹒

(4) ，身_J一一.'死脅的.... 宜，此....不

在他JlJ ﹒賣不錯個陸體~﹒龍局備相﹒

ω'.J 一一，有哪自.. 裙，全.. ft.J '.布.
Illi撞車﹒位第饋，圓﹒

此以自身金命簡-嘗不驢車、不快定﹒前冊，曹念死﹒

間看見有不燭_.和→冊，金蚵..寫不~

.﹒穗，本m﹒錢，傘~﹒

何看以死姐.... 中心不決定﹒_n.

七、 r臥車﹒僧"闕_J一-lI雄人的生﹒筒.... ::su色縛，見死蠱m...即不m﹒霆，不軍﹒錢，死

有闊的.j[躁.. 看._司鳴冒單上;"F ..比.. 久不通冒.'以饋，敵當念混濁
此以自身金命脅，且﹒必定lIMl﹒前悶，曾ø﹒

凡、「以割草總值J--鳴"的.. 命﹒曇蝕..

姐的只紐-心血胸前巴 'IØIÞII摘帽副主圖書﹒只以- 又行者，鬼蛇身必看﹒總歸個，_牢固盤.，且念念金-

m陶‘~，停止周圍il'J司-明珊，停止﹒個趙寶11 .. 個_.前信豬圈1.

的.. 只是}心樹_.都必獨當之... .. 名宵_.

此以自身生命只且也合的到那盒.'D屆但﹒館前，曹舍JE ﹒

治藏|份|視1. .18為



“"'.tà 命混~I'l初，事

如上團所列《糟糟道富的興《成貨車.)﹒費於念死的修習方錢大激相間﹒不外乎以

此身必".此命必晰的正見，令，行看明自死是必然，而以相應的信法'.fIi墜地修冒念

死﹒

」四、念死的功德

在《阿舍，盼中﹒念亮的修行有訟，出現在十念﹒十懇、七不過法中﹒而1!t灘亦:tE

ft中﹒為大規軍• ..，念死的功.﹒

-1書..在會喝，因﹒私紛紛...國 .1吟唱!-......也主: r會修衍-'$j:、......布

'$j: .t成神道﹒除錯亂.﹒ a:&門來，自重t.$I. • .;.何必-it7M喔，念，已﹒....修

衍﹒...~層單R布 .t.!l持這﹒吾家亂想，每t)門..﹒ tas.點 .~.Uf比丘....修行

-治、.....布-'$j:﹒壘，是當比且，當你是學﹒ J@

﹒吟唱告尊會11比A: r具有修行+.司.....有通﹒透過作_.甜甜豆s. ﹒ J@

..會比且: r.fl有七絡，如lit增長"有績，也﹒ JQII

在《繪畫阿舍，的秒L<-t合晶〉中，世祖掌管國時弟子憫，應當.街道→國法門，頁

，當當威海.倫布達通-姻法們 .t各位讀起門飽方便成越辦遍，除去.多的1I..t-妄想﹒能縛

，暢的重果，盡劉曉鵬說的境界﹒《稽查何舍的戰皇〈總品〉中， t時又告，陳

子們﹒如果有修習+憊的人，動值勤這煩惱，變僑辦過自作種明﹒清漸地違章到涅鑽解脫

的境界﹒而在《展開會鱷) "2<逾智.>中，世龜，告，時弟子們﹒有七種修行的方法﹒

費軍官道七鍾的其中-誼，就能夠令軍

迪總生成長，而沒有任何的損失與消

給﹒另外在《繪畫阿舍.)卷43<普

1IIi1>中﹒世萬事又說到:

吾吾何修行+洽..ff至2里. , •••••• 

!t:.A脅... ~島生Jt4&:A也看，會

念>>.'~-tit.ff至2區...﹒@

世章，告fi.m乎們，什麼是十鐘，直

行的究法﹒能夠遷到迴蜍姆說?比丘

們﹒..堅知道﹒著遍有生天軍事總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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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以及單豈有.ø安管之讀書的激進﹒都應E奮不志要搶寡欲，世之果，畢竟R障當總之因﹒ m十

疆克法的其中-→_，都能令人遷到退，鷹.量的境界.1\什麼要1IIt:其生天及思越看，首當

念繪圖壓呢?因油廠生過!iil﹒墮必愿iIi安會緒時，蛤欲逃聲卻不能﹒只會罐受盤曹報暫且﹒

才可以說偉#幫會﹒但是卻不知道這每受會的頓國﹒所以盡鈕，種會後﹒並不會也不知聾

發起捨離之心﹒放久處生死會悔不縛'..﹒辰，娘生徽章，而生於章t.之後﹒續使11再徽

章，也據有因圖像可做﹒國處，每<<.之中，健全食自晨1I稽之心，所以間像不會發組拾，壓之

心﹒串串串草普車E鴨登這時，國久享欲饋食司E心靈，命，每易組瞋心虛偽思道，間槍是綠語種

趟出隊心﹒放臨其進天及惡越看'.'念繪圖E ﹒世尊在值中挖苦車們所歸修曹念死的功'.'

正直F以可以um斷通價值﹒遷到嘴寬n的讀界﹒Ata".'僅會修習念死﹒以踢，軍

民生宛給遁的續奮﹒

」五、相關問題

念死並不是像沒有正見的人「槍﹒縷縷忽忽的過日子﹒針食餵見，ilií:精密地跑起人終

歸呃，哥!怎陰努力也是自簣，.c.. ﹒這只不過是在為自己的好退路勞錢，窗口而已."什

麼可以這犧說呢?若此種可Jil﹒則庸作是脫﹒飲食再多億必﹒鐵﹒ R記得再多也只是浪費

食物而巴﹒但，am卻不見鐵此種喝道，傲，反倒是日以.護﹒書饗讀韓偉 -2數死也不是個區

，怕死亡的人-.﹒車~e會有見而司賣糧袍，甜，會保護身蝠，一心希'ltA.不死，或M~行

瞥，以翊宛.生天事，隨﹒世尊所教置，圈，念死﹒是:_".單獨生死的痛苦，達到不全不死

的境界﹒自然不間，每扇倒耐熱﹒或妄想動有的值見﹒故4學習I耐熱與鐵有兩個間組略作討

蛤﹒

..1會|視1. .1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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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完與自種

《韓何合體》卷2.9Efè : 

“"'.tà 命混~I'l初，事

E串章，比正﹒修不淨，且已﹒..a.t身﹒;c..Ç(刀 Ul 、.......、 a也'‘白，龍、 a..

提﹒...命..比丘.﹒@

初，塵中所記_，_世時'.比丘因修習不縛，因，到後東卻因厭惡自己的身幢﹒以種

種的芳草去自殺，或是令他人，區，以儂說權遂不糟的身'..修曹念死之人，望自後聚會不會

也修到遠自殺﹒"於這個間11 ﹒學省.鳥，信曹念死的人._只有正面的幫助﹒直直不

.有自錢這種負面的行，..益，因為，學習念死有上述的..利益與功縛，覽館鑽過作

昌盛，漸至淫，薩爾達到不全不死的境界﹒象鐵生死論遁的痛苦﹒事輯們在修習念死時﹒了知

此身無倦、此命危腿，只會續續會怕無身可'.、總'*可行﹒又怎麼可能會因為修念死而

吉普自載呢? (本事經》卷111重慶=

.. 從當尊商量，是1t: ~....~回﹒是Ut有份來念-給﹒....姐已. .ff不迢來﹒宏何必

it: 1 謂是念Æ.﹒所.Ç(看何 1-切宿費，齒不兮，已由k ﹒.. 迢來，鹽tltAUI!受!.兔誓﹒@

M修習念完若有所接.'即飽，軍脫生死論通﹒般是因為人們不知念死﹒所以一直

種生死中給通商臣，_ ，長久墮落霍恩避之中，飽受益生死死的痛苦﹒如果自撞車可以解決痛

苦，可以燒島生亮的論迴﹒獄，世憫上的人大可胡作非氣，毫無聽個7'.算作惡磁a

研U' Ø'可以解決他的獨蓄，但耳聽貫咽戶如此﹒《六ñ.廣份禮廠經》戰4說到:

.tt-帝.!t之~﹒，且4伊司l!t~盟~施，區、'(.i.、..鬼 -S唐!t人申'.ff二4陸來穗，-:t鍾

φ ，;..司H~有﹒@

白種文可知曬生是把益"的﹒死4袋必須鹽於思道﹒但$當久遁的遭受痛苦﹒世俗之人

不翊因果﹒不信給過﹒誨懋攪所，買薇，故蹦倒地2矗自身的食.興恨恨﹒過作，疆軍國﹒

進f1=自看且不曾之惠國﹒商都希求，買續快樂的痕，罷，不曾是爾給:ft敏:又似像木求魚，書聲

不可得﹒世俗之人不揮手段，不俗作恩怨悔自身安_.般能，啊，安_，會報惡果踏形而

來，當其受苦痛惡報之時﹒卻又妄想-宛﹒以求解脫苦，曾﹒國世人知見不正'i\'(自殺事

件日日可見、時符可間，佳人不知自殺非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也不能跟信任何椅背﹒

反倒是須受頁長久的痛苦﹒世人安慰以自殺來激奮，實種是通億美反﹒若自蔽之人曾能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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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明白，自殺後將受到吏，、軍久的痛苦惡報﹒又有誰敢為迪遜一眉苦的痛苦﹒卻得到

更久遠的痛苦而去自灣呢? .j!何況自般的人，這須背負不孝之掃﹒所犯路通知火上加

@ 

@ 

治藏|份|視1. .1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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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安而適量哥哥l~是﹒自絕食，軍服之大道..會: r 44則"..' ....U4 ﹒喜...取所

好﹒是必圓圓...﹒』 人們著隨風於變欲'.足S寄自設身值的欲望﹒違背正迫與其喜壘，

痺，把身幢鳳風傳再好也沒有什麼用﹒你也一再勉強間，強.必2瓶，鯽阿盟馳車，

信時間動於修道﹒再強扯的身僵也不肯瞳兔死的突然來.'如果恰好死在現前的貧下，

細心自間是否會慮到線員‘線傀、餘，事呢?

六、結前
@ 

老人不念死Ilt攝數據盒，小.Ilt趴典人之間缸，扇窗l' 太JI!圖與區相互爽...施此虛

幻之身這館"讀罷﹒受無靈奮而不明所以﹒ a們老c明白念死的重要性﹒自覺t.l佐‘艦直

住﹒.IlIJt圈盼們安住臉，行，當中﹒如此使能解決畫酬金死愴迪的根本聞周:看隘恤金此

身不久留宙間死，更他隨軍車們當下頭趣的煩值﹒念死能夠-們了知會﹒~﹒無備、

無麓，不僅不會'.個昕綠地w.自過來鄉農續奮，反倒是令雷電們更珍惜短暫的生命，努力

安住於侮行中;更不會妥想織有地鐵B普照值此虛幻之身，反而更能越有身哥哥命之時﹒'"

這不傷於修行中﹒有生終不死，書記們膺.早•• 俏，在修行的道路上，費遠努力﹒以燭健

，聽良、無傀﹒錄紹祖面對死亡﹒乃至能做到今修鑽扇信資鐘，來生育值2會寬，之處﹒司長
於今世解脫生死，如此前能永種全死的愉畏﹒修習念宛有種種的好處﹒會們當隘喜事:.陀

的畫畫壘!J'於念念中修會念死﹒以期自司司~l人﹒飯縛解脫﹒

筆者固樹I出念亮的種種益處，自常生活中卻都少去信念完﹒雖然知道修行不應侮

怠，卻棚祖國歡心廠當.jE所詢: r雷i1~陶聞之.﹒知道事暐司眩.﹒』放所言種種

猶如省人，民實﹒於己學覺是毫無關保、電鋸戰隘的..看不才，所寫的內容，貪官員不上

能有仟麼貢獻﹒只能作為周東轍，區自己﹒希望自己不能只是-宣傳於煩地﹒任時間飛逝

而-無所，""﹒營者自村老生於.世之時﹒以過去、現在融通、僻怠的言行fIl.d:.﹒定為僚

體所呵!*:侮微沙門﹒籠有其袋，悔不清師﹒非，為子﹒健忘當年台個母親要離俗曲家

時，傳單且不給又不忍拒絕密曲家要求，敬景﹒不施令君是廣僧害怕死亡﹒做為人手﹒屁不

能象..擊下，直生學死，實傀詢人子:做誨份子﹒又不能隨散法行了生脫死，實哥華:M串

子﹒傀2吾人子、眾知份子刻苦尾，著死在現閥的當下﹒真不紅瞳是對得起發﹒諷今死亡tt

g看東為﹒賀禮是肇者所害怕、甚害怕﹒誼會怕的﹒

金碧~ft體可.﹒死爾巴不是會﹒生能得圖像當質進是當可薯的﹒但若傷行滋有什'_，.成果

處死吉普﹒食在是令宜磨著感到甚可怖﹒可喪、可.﹒可訟﹒故作此文用以自勉﹒彎彎冒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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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何會制也35{七目晶) (8勵怯lE2 • 741c:2.B-742訟.9) ﹒

@簣，司f/鷺均111' (糟糟道趟>.八〈冒Il.念aJIð島> • p.232 . 
@ (成，翰》卷14伏.iE32.3珊~29) ﹒

@側重阿舍，團》巷1 (t合指) (l翎@怯函， '!3b23-29) • 
@ <繪畫阿舍tI!，那:2 (絡建晶>c總1)伏函 . 71Oal7- 18) • 
• <錢何會但》看望 〈這行.> 盼這f1 • 1Ic:2.S-26) • 

@ 側，何舍.)學43 <ff‘晶> (18)仗lEl . 711al-叫6) • 
@ <緣何會包》啦9(帥).甘:1E2' 2m旭4個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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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芳廣ø.翻身的學4伊拉~. 504912弘b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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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原與

1. 偏向合組)2:地﹒後樂 .ij學棚E會失竺:.念團體﹒大正當費~1冊﹒ No.1.

2. (緯何會組) 50卷，朱﹒求重申圖畫mi續費，六E誠實間卻1It. No.99' 

3. (繪畫阿舍的 51卷. J悶﹒眉﹒1lf做揖簣..夫正誠如冊. NO.I2S' 

4. (過著現在圖擺船 4卷﹒宋﹒*據毆陀摳，軍﹒大正圖區都冊. NO.l89' 

S. (大莊儼圖書的 IS卷﹒隱晦嘗嘗過﹒紛發.t.t...們饋，大正斑點冊. No.201 • 

6. (法旬.)2卷﹒ t義教_':!I是﹒繼祇食等蟬，文正難第4ft • No.210 • 

7. (法甸咱哥瑜，重)4!t昏，晉﹒世法紹其法立潭，六E敵第4珊. N0.2U. 

8. (大寬庚，學儀組)60:卷﹒東晉﹒佛歐鵬擾.'大正圖區第珊﹒ NO.27B'

9. (大敵連線.) 36卷﹒東晉﹒法-﹒大正處劃~12冊﹒ NO.37S'

10. (彷懿傍名團的 3嚕﹒響fli流支iJII.大正臟寶路1411哥. No.441 • 

11. (侮議組) 3.卷﹒姨，聽'M..仟霄，大E敵寶路lS冊. No.653 • 

12. (軍濤念慮的 7嗯，究單﹒擅曇艘潛流支軍事，大正積第17冊. No.721 • 

13. (本事祖1) 7~壘，居﹒玄斃，艙，﹒太正當第17冊 'No.76S • 

14. (沙爾律，自要~增盼 2卷﹒祖輩宏...﹒蓄弘贊註﹒大正當恥。時. No.II1B' 

15. (永嘉褲袋續推)~量，明，_燈重組并詮﹒大正裁剪ω冊. No.1242. 

16. (成貨商的 16卷﹒訶梨鐵廠遍，第寮﹒織團，.晰潭，夫iEJI勝2冊. No.lω6. 

17. (圖，蚵止留) 10卷.，.﹒智營大都軍區﹒治llIE﹒大正獄伽6冊 'No.1911 • 

18. (眾饋，陸) 100卷﹒智.. 留髓，嘴﹒大正難第48冊. NO.2016. 

三、現代著f1:

19.劉Jr;﹒《四...)﹒畫甫﹒綜合自竄祉 .198啤9月 1個萬般-

20陳毅應﹒椅子往聾及啊)-) • ~間，中蓮._，局 .2ω1年8月﹒

21..背著/濃均霄. (清海道面的，商裕，正妞，會 .21臨年6月制服﹒

抽身 積e
自賣會《繭，會訊).'寸七蚵﹒揖輒k的曬矣._，處過省軍正，以錢歉意﹒

P.10 
P.37 
P.38 

國館看-開槍長老，叡勘'"即海長老

貨單三行，動訟師，校勘兔讀動法師

第三屆俊友會帽個名單:越能法師﹒俊勘為能超法郎

絡處|會|視1. .18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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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鑄僧S巷、通俊俏才 ﹒紹.. 份聲2 、~.姆彈18

. -法給、常軌道應 ﹒ 剎車，有啊，、淨化t盤問

﹒ 哩，正昆、立u、JIIiE行

﹒ 鍵努戀念、接樂聲童心、海種追盟員、錢鑄戀，.

﹒ 慈總理想的、糊糊一一殿"嗨，庸、民"結fj(-1If.

. 日常金活修行化，修行生活日常化

. ._帳、儉學經11; 傳統、或代紋，自

. 經炒買醫迫不失行:發侮激灣不犧盟軍

.. 絲遺書庸、幫哥俊11及學努領總簡明等﹒
織品

三年

。錢食全世區、供跨宿、教科f寄:成MÐ者投缺錢。:â'

1書-35草種種革命{職〉以上，身心鍍金之出〈這〉家女.'1{﹒

即自越æ:考試前一天.II:

一線以畫峰犧撈件寄至 f完，佛學說書tlill貓生組2

萬富麗清軍暑山區元.:J1:衡均實

No.S Yium.H間g SÞ:祖先 K珊hm Di胸ict K戲曲øiun窩. 1滋冒血，民O.C.

努-鱗次會7年 6 月 15 日鑽研月12日}星期日

第二線妙7年 8 月 17 日績.7.月1咱)還真耳目

元，修撥撥﹒駕車陸市磯山區元，紛至連聲

彎，其: r øø.之封建a 前三*<翩厭法蹄1f..ß也紋祉〉‘國文﹒
口單是:口餓不合格響，績不錄取﹒纏，纖通道老﹒個單幢絢﹒

(約)5330186 耳聽 E-且越:她岫旭@臨.urL.甜m.tw

..、專aa*﹒敏:. r況•• ﹒院J.主先.".蛤 http://_.y恤oro.t穹下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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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舍 ，盧雷 1 186-3-52011AO 

• .1 輯酸，學脫帽個組 傳真 1 186-3-5205041 

實融_11酬a137 電乎，件 1 m，m@mail 61J且.... tw 

地 址 13臨51"研骨市明.. 仙鶴個. -址 1 III1p:Jj鯽-.-..-

No.3，t.m:描.MiDI風風HBINCHU.TAlWAN 30065, 1.0，巴 ，行日l1li 1 200悴04月


	福嚴會訊•第18期
	2008全國大專營
	目次
	編語
	福至心靈•美好人生
	心靈嚮宴•法的叮嚀
	日本畢業旅行
	既為福嚴人，應知福嚴事
	從佛教看「生死一線間間」
	佛教的輪迴思想

	校友會幹部聯誼活動報導 
	台東—太麻里之行 

	校友會專欄
	海平法師簡介（第七屆）
	海青法師簡介（第三屆）

	法音宣流
	印順導師給繼程法師的信
	《解脫道上》（三）
	日本東密的佛法聖地—高野山
	仲夏繁星
	以學愈愚，教無常師
	念死法門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