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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得過，才能高唱｢知了｣！
炎炎夏日，蟬鳴喧囂，禪林已然轉為｢知了｣聲
響盈耳的蟬林。古代祖師把蟬稱作「知了」，寓禪
修妙喻於中，因為蟬在地下的成長期長達十七年，
在黑暗的地下纏啊纏、悶啊悶，須經過多年苦熬方
能出土，羽化飛翔、來去自在。修行也是如此，開
始時很苦、很悶，一切都不知、不見，但若能老老
實實下個數年工夫，一定也能「知了」！

是教導如何將禪修的方法與精神，運用在喝茶這件
事上。讓大家學習將覺照力、專注心用於行茶注水
之中，放下分別計較的妄念，知道此刻自己手中所
捧的茶，是集合諸多因緣在當下所成就出的最圓滿
結果，那麼，無論茶葉的精粗貴劣、或用何種器具
飲茶，就都能以珍惜因緣的心，喝出每一杯茶獨一
無二的豐盛與美好，體驗出真正的｢茶禪一味｣。

而禪林在平常日晚間舉行的課程／共修，包括：
周一念佛共修、周二般若心經性空義導論、周三禪
坐共修、周五唱持禪，周日法器練習，以及廣慈長
群蟬奮力高歌，禪林也為弘法辦道而熱鬧滾滾。 老的｢華嚴字母教學｣七堂課，無論是從知見或行持
下手，都能助人扎實地下工夫。特別一提的是，我
自 3 月底起，禪林無論白天、夜晚皆有活動及課程
們有幸禮請到年逾 90 高齡的上廣下慈長老前來授課，
進行。在周末例假舉行的，有深入修行法義的｢認
在老和尚的教唱帶領下，百餘位菩薩唱出天籟梵韻，
識小止觀讀書會｣，也有 Fun 一日禪、茶禪、山水
莊嚴攝心。所有參與者的感動與心聲，猶如某位學
禪……等方便接引眾生的生活禪，讓大家在較為輕
員在課堂後所寫下的分享：｢在空寂的山林裡，迴
鬆的活動中，領略修行不離現前生活。只要能與清
響著老和尚的吟哦，我不知道那充滿整個身體的是
淨心、直心相應，無論是喝茶、掃地、踏青健行，
聲音，是佛堂，還是整座山林……。｣
事事樣樣都是禪修，正所謂：｢行住坐臥皆可修，
吃喝拉睡都是禪。｣
此外，人在海外的果如法師，為了佛教徒的重
要盛典──朝山浴佛，特別趕回台灣，親自開示浴
佛的緣由與真實意涵，一席說法聽得大家法喜充滿，
即便因天雨而無法朝山，眾人在室內拜願、浴佛，
一樣圓滿。(浴佛開示內容請參本刊第 2 版)
緊接著即將到來的是 6/1～6/7，由果如法師主
持的話頭禪七，已有海內外數十位禪眾報名，前來
接受密集嚴謹的禪訓，若您已經錯過了，可得千萬
把握 6/15～6/16 的禪二以及 6/23 的精進佛一喔!

以茶禪活動為例，並非是讓大家在美美的清幽
勝地中，用雅緻的茶具喝名貴的茶或學習茶藝，而

枝頭蟬鳴歡鬧，正向我們提示修行的訣竅：熬
得過，才能高唱｢知了｣！想做個自在解脫的人、過
禪意盎然的人生？快來禪修吧！祖師禪林敞開大
門，歡迎您來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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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就生出一朵蓮花，然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有人會說，怎麼佛陀這麼驕
傲啊？其實並非如此。眾生是隨業流轉投生，佛陀
則是為行菩薩道的大願而來，所以他向東南西北走，
是代表要把自己的教法往四方弘傳，走七步，是因
祖師禪林今年的浴佛活動巧逢母親節。浴佛儀式前， 為七在當時代表圓滿；腳下步步生蓮，意指每一步
果如法師簡潔開示，讓眾人在進行歡慶儀式之際，
都很踏實卻不執著，不去逃避紅塵五欲的現前生活，
明瞭背後的真實意涵，更知道身為佛教徒及為人子
而是以智慧、慈悲去承當、實踐，像蓮花般出淤泥
女者，如何才能真正報答佛恩與母恩……
卻不被污染。佛陀手指天地說：｢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乃指一切眾生皆具有如來的智慧德相，只
清淨圓滿的佛子及孩子
要以佛法的教理為指導，發揮生命真實的智慧，就
能盡到自己一切的因緣責任，卻不陷溺於情感、名
身為佛教徒及為人子女的我們，應該以感恩歡
利、權勢等種種一切中，做自己的主人翁。
喜的心來慶祝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的誕辰，
帶給眾生光明與生命真正的幸福；還要感恩父母的
￭有形水｢浴佛｣，無形水｢洗心｣
生養教育，讓我們得以有這個身體來學習佛法、成
今天我們要以歡喜感恩、虔誠效法的心，藉著
就法身慧命。
有形的水，來沐浴、讚歎佛陀，也藉著佛陀的教理
今天我們所唱的讚佛偈：｢ 菩薩下雲中，降生
與善知識的告誡，沐浴自己污濁的心靈，把它重新
淨梵王宮，摩耶右脅娩金童，天樂奏長空，目顧四
洗淨，恢復到像佛陀所說：人人本具如來智慧德相，
方週七步，指天指地尊雄，九龍吐水沐慈容，萬法
人人當下都是清淨的佛。如此，我們手中舀起的水
得正宗。｣ 其實就是簡單的佛傳。釋迦牟尼佛，經
就不只是｢水｣，是法水、是生命裡的清涼甘露，大
過多生累劫的修行發願，並以菩薩的身分在兜率天
家今天來浴佛就很有意義。然後以浴佛的功德迴向
宮的內院教化、完成最後修行的因緣後，降生娑婆
給親人，永遠感恩雙親的生養撫育，但所謂功德，
世界成佛。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印度的淨飯王跟他
不是指做做浴佛的儀式就叫功德，而是要牢記佛陀
的夫人夜寢時，同時夢見代表最吉祥、殊勝的六牙
的教誡、從身口意上自我淨化，活出真實的生命跟
白象，進入到摩耶夫人的腹中，不久她就懷孕了。
價值，從今爾後不辜負父母的生養，那就叫找回新
生命，是真正的孝順、真正的迴向功德，也才是浴
￭圓滿菩薩道，發大願心而來
佛的真正目的。若父母健在，在飲食起居的照顧外，
印度的風俗裡，女人要回娘家生產，就摩耶夫
也要分享一些自己參
人前往娘家待產的路途中，當她在一個類似現今的
與佛法修行的體驗，或
公園之處(藍毘尼園) 一棵很大的無憂樹下休息之
者帶著他們一起親近
際，釋迦太子就在此時從夫人的右脅出生。
三寶。
所謂的｢右脅出生｣，其實跟印度婆羅門教的種
佛陀如何孝順他
姓制度有關。印度婆羅門教認為一切世界是由梵天
的父母？佛陀的母親，
所創造，祂所創造的人分成四等：第一等的人是從
在生養他七天後就去
祂的嘴巴出生的婆羅門，用嘴巴來發號司令，掌握
世，佛陀成佛以後講經
知識、教育、祭祀等各方面才能的學習、傳授。第
說法利益眾生，但他的
二等叫剎帝利，國王、士大夫階級都屬此類，從梵
生母已經生天，無法受
天的肩膀出生。肩代表力量，可以承當責任、保家
益，為此他上升忉利天
衛國。所以釋迦太子從母親的右脅出世，代表的其
為母親講了九十天《地
實是他的種姓為剎帝利。
藏經》。佛陀的父親年老時，他也回去探望，甚至
經典記載：佛陀出世時天人皆來奏樂、散花，
於父親去世後，他仍親自扶棺。
他出生後馬上朝東西南北四方各走七步，每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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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成佛以後，他的一些革新的理念跟思想，
對婆羅門教造成極大震撼，得到很多剎帝利們的擁
護，是當時新興宗教裡面最強盛的，當他回到祖國
－迦毗羅衛國，也度了很多親人、族人出家。但因
為從小扶養他長大的親姨母一直懇求佛陀為她剃
度出家，佛陀干冒導致佛法衰頹的結果，最後仍同
意讓女眾出家。原因何在？為報答姨母恩情。
其實，倒不是女眾有罪過或不可以出家，而是
當時的環境條件非常不利女性出家。在印度社會中，
都是男人在外打拚、女人照顧家庭，一旦女眾出家
修行，家庭與兒女就無人照料。加上從前印度婦女
多半未受教育，也無任何防衛技能，尤其是貴族婦
女慣於受人伺奉，出家後生活清苦，要托缽化緣而
食、水邊林下棲宿，易引起盜賊的覬覦及傷害，故
產生很大的社會恐慌與不安，致使當時婆羅門教的
有識之士跟剎帝利們結合起來，反對佛教。
甚至當琉璃王出兵要滅迦毗羅衛國，佛陀為了
保衛祖國，三次坐在大太陽下阻擋琉璃王的大軍，
雖然釋迦族終究因為造業太深而被滅國，但由此可
知佛陀雖然出家，對國家、親人、乃至一切眾生，
都懷有報恩之心，真實體現了｢同體大悲，無緣大
慈｣的精神。
今天大家共聚慶祝釋迦牟尼佛的誕辰、母親節，
不光是在這一天，而是要擺在心裡永遠的感恩。但
最大的感恩，是要從自己身心的淨化、提升做起，
做一個踏實的、自在的、解脫的、圓滿清淨的佛子
及孩子，就會是你父母最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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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姚孝彥
內容：以性空原義講解《般若心經》，回復梵文的
原義真相。
￭禪坐共修
時間：每周三 19:00~21:00
內容：外不著相即「禪」，內不動心曰「坐」。由
每周一次的禪坐共修入門，走向煩惱消融、智慧現
前的定慧人生。
￭念佛共修
時間：每周一 19:00~21:00
內容：提起最大的身心力量，念好每一句佛號。念
念和正覺相應，你就念念都不離開佛，當下即見與
佛一如的清淨本性。
￭法器教學/練習
時間：每周日 19:00~21:00
內容：邀請深諳梵唄法器的果翰老師，從基礎的法
器認識、執掌進階到實務練習，歡迎參加。
全日-禪訓/活動
￭精進佛一
日期：06/23(日)
時間：08:30~09:00 報到，16:00 出堂
內容：一念清淨一念佛，念念清淨念念佛。至誠歡
喜地念、虔敬懇切地拜，藉由一句彌陀聖號，淨除
所有的妄想、雜念、昏沉，達致身心清明，當下返
照清淨本心。
￭禪二(過夜)
日期：06/15(六)~06/16(日)兩天一夜
時間：06/15(六)08:30~09:00 報到，06/16(日)16:30 出堂
內容：修道，並非要捨棄現前所有的一切美好，而
是要在知道所有一切都是因緣聚合、即生即滅之後，
學習不妄取、不執著，珍惜生活裡的每一段因緣，
隨順自在！邀您花兩天的時間，探入自家的心地寶
藏……
不需報名，歡迎隨喜參加

除特別註明外，下列資訊適用於本版所有活動：
￭地點：台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 198 號/祖師禪林
￭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活動詳情及線上報名：請上祖師禪林部落格
http://ccc198.blogspot.tw/
￭洽詢：02-2891-5205
￭費用：歡迎隨喜護持道場
夜間-課程/共修
￭般若心經性空義導論
時間：每周二 19:00~21:00

每日晚課 15:30~16:20
農曆初一，十五 佛前午供 11:00~12:00

果如法師的電子書，陸續上架中！
現在，無論您在地球的哪一個角落，都能讀到
果如法師的著作了！只要上 PUBU 電子書城就能訂
閱、下載，既便利又經濟環保，輕輕鬆鬆就把果如
法師一冊冊的佛法開示隨身帶、隨時讀喔！
*訂閱請上 PUBU 電子書城（www.pubu.com.tw）
，搜尋”
祖師禪林”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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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出版
《虎穴得虎子》
禪七，為一門鍛鍊功課，
禪者若不能深入虎穴，安能覓
得虎子，豁明心地？而虎穴原
不在外，曲折難安的心，才是
真正險境！2007 年春，果如法
師於法鼓山主持話頭禪七，為
助禪者更向上一著，全程緊迫
嚴密。本書集結了這次禪七中的大堂開示、經行時
的棒喝、以及堂前逼拶考功，俾使參禪者能進一步
了解話頭禪，進而掌握參禪心要。
助印工本費，每本 NT$250

《虎穴得虎子》
話頭禪，除了參話頭用功之外，善知識的指導
非常重要。在我們參話頭的過程中，善知識會用種
種善巧──無論是言語或者行動的表達──在善
知識的棒喝當下，豁破自己所有的妄心。從不思惟、
不臆想，直顯自己的真心本性，泯除一切差別對待，
還他個本自如如、本自清淨、本不動搖、本自具足
的圓滿真心。雖然一切法是空，但是不妨它的如幻
假；雖然如幻假，在假相中又能見它的真實空。參
禪證悟要以心印心，要善知識印證，否則很容易成
為外道。善知識是依據三法印、一實相印來印證，
不是冬瓜印、豆腐印，亂印一番。我現在也拿一些
祖師們常常用的方法考驗大家，最重要的是讓我們
所有的心思妄想，在這一句公案或話頭逼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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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有的心行不起。
我的體驗是：譬如師父拿一朵花，問我這是什
麼？你不能說它是花、也不能說它不是花，說它是
花就著在相上，心被物轉了；說它不是花，你又違
背了常情認知，否定它的存在而進入斷滅空。如何
才離斷滅空，又不執著相？叫你不可以用心思索、
也不可以用嘴說明。問得你心裡七上八下，好多的
念頭，心裡生起好多答案，可是等到他老人家一站
到你面前，心中兩茫茫，什麼都沒有，一片空寂。
其實這一片的空寂就是「不思善不思惡」，所
以善知識的逼問有很大作用。當我們在用功時，雖
然達到統一寧靜，還是落在有念，沒有達到真正所
謂的空寂，善惡兩邊對待不生。當師父到你面前，
什麼念頭都不起來，為什麼？因為答這個不對、答
那個也不對，答來答去都是別人的，不是你自己心
裡真正的答案。
在師父逼問的那一剎那，往往每個人都茫然不
知所措。此時，能夠真實用工夫的人，就可以在這
剎那間達到不思善不思惡，當下如果能夠轉身，就
能見己真面目，而得到很大的利益。否則，至少也
能讓你稍微體會感受到：在有、無相生相滅之間，
那種識心不起作用時無心的狀況。
如果平常工夫用得很好，進入到一心時，自己
不知如何轉身，在這一聲棒喝之下，便如五雷轟頂、
閃電交加，把所謂的一心擊得粉身碎骨，一切頓空，
就在萬念俱寂、一念不起的當下，真心就顯露出來
了！這就是見性、悟道。
這就是善知識接引眾生的善巧方便。若你工夫
沒有用到這裡，那些公案、話頭對你來講是一點力
量都沒有，因為你還落在意識心上，有人我可著、
可對立、可求。
(本文摘錄自《虎穴得虎子－話頭禪七講要》一書)

加入「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
祖師禪林所有的講經說法、禪期開示、小參請法、對談內容、活動過程，都需要文字和影音的紀錄、整
理、流通和宣揚，亟需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
「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油然而生，非常需要您的護持，和我們
一起共同承當「發願讓所有的人，都能夠體驗佛法的好」的願心。
歡迎您定期定額捐款贊助，或不定期隨喜護持，弘護影音文字法寶流通，功德無量！所有護持「祖師禪
林法施功德會」的功德主及其捐款金額，我們都會在祖師禪林出版品的內頁誌名，感恩您的發心願力。
詳情請洽祖師禪林知客處，電話：(02)2891-5205，傳真：(02)2891-5317
Blog: http://ccc198.blogspot.tw
Email：inquiry.ccc@gmail.com
facebook：祖師禪林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19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