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欲臻於明確的話，必須加一個指示讀向的符號。我建議:在每句(或每

段，法每篇〉之首，如本文這樣加一個三角箭頭，表示讀法。我敢說，上

述的一切困擾將無從發生。

..這個符號常見於一般畫報上，那是將文字指向圖畫的，我今借用來

指向文字(其實，中文就是一個個的圓形)姑且稱它為「閱讀號」吧，希
望有朝一日它能擠入標點符號之林，那末，我的建議就於法-一一文法一

有據了。


~這樣的編排亦頗美觀。特提供參考 O


編輯室

，本刊最迫收到很多學長們來信，都認為友聲抹用色在向


右橫排較宜。像陳廣;元、程攻，粵、萬 3年等前輩高明都有精確


的指示。陳先學長說橫排有一祉，訣， ~r-l吾行間偏寬一些，看來

可以 Ii風味。本刊為了節省印刺費乎所以抖得這;jJ，擠，下期當試

試鬆一點的。鄭海柱李長文中所建議的每行之首力。一「抄」符

號，關吉奮起來，的確清晰明白，不過又怕大家嫌「恥誰?友聲是


全體交大人所有，去世有什麼改變，均徵求大家的意見，祈請諸


位學長來信指示。

斗，抄本期有一部份技對工作，永進淑娟李林代作。進學主主是

氏 61電信卑、的管研所幸黨的。混在電信總局會計室擔仕電腦

作業，她的先生是楊仕進同學，眼務中山抖孝院。又一個交大

好家庭。她看編者忙亂不已習志願幫忙，特在此誌端。 

P諸位學長捐款:國內請到撥郵局第 5810 友聲基金帳戶或.

第凶做通大學同學會經費帳戶， (上期接刊為 12949) 0 商

品支票抬頭請寫 nChiao Tung University Alumni 月

~寄發存放友聲的場所問題，仍永解決，正在設法中，發

行郵遲緩慌，實有苦衷，請李長們諒解協助。所幸晚在稿源不

缺，編者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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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個圓音充沛

五且

念佛拜佛凶辭一芹的佛，bS

趙曾丑

租約美國佛教會的大覺寺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卅日至主二月五日舉行第十
一次佛七法會，本來每年一度的佛七，以乎用不著記述。但是要知，每廿
法會，參加法師和居士們有變動'境象有不同，開示的圓音亦有差別，感
想也有異了。所以不能不記O

在時間而論，大覺寺的佛七，每逢在釋尊成過一日(臘八)之後，彌勒

誕辰之前，正值是曆屆移，公元的新歲開始，而今葳與住年不同，新總統

卡特就職，佇望新的氣象，新的政治，所謂繼往開來之際。在氣侯而論，

于約恰是隆冬 9 自一九O四年以來所未有的北極寒流，在我們打佛七的→
也，幾無日不在攝氏零度以下十度至十五度O 對於參加此次佛七的人，真
是一個嚴格的考驗!所謂「須穿雪竅干宰冷，才到禪心五蘊空!J
在參加法會的絡素而言，主七的為本會會長敏智法師，維那為報恩寺

的掙海法師，籌備一切的本會大覺寺的住持仁俊法師，本會的聖巖法師、

通如法師及光明寺的靈員法師、會機法師。居士方面有二十餘位，但自鄰

州 l趕到參加的相江掙棠，蔡嚴智雲;從中國按趕來熱忱參與的有吳張國
英，黃呂淨音，鐘益章等;還有一位美國青年佛教徒道格拉斯﹒朗登曾留

學印度十二年得到印度梵文大學碩士，專攻佛敬的哲學;特地自組約的石

給趕來參加。此外尚有我國的青年佛教徒，曾窟煒君，保臺灣海洋學院輪

機工程系畢業;現在組約市立大學機械工程系專攻碩士，及李祖鵲君，係
蓋灣淡江丈理學院數學系畢業移民來此，現在紐約服務。這兩位青壯有

為，都是懺雲法師的徒弟，除皈依外，皆受五潰。他們的唱念及拜佛，均
饒有特殊活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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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功課表
第四支吞

晨五時卅分
第一支若 干午二時

開示
八時卅分 第二支香

四時 第五支香

十時十五分 第三支看
往生位同向

十一時廿分 佛前大供

延生位上供
五時卅分

晚高

住生位上供
七時 第六支香

十二時 午高

第一丈(晴寒，攝氏零下十度)

食寒冷念佛愈清切要與佛融攝 一

佛七己於昨晚七時淨壇開始，我與美璽佛教信徒朗登同室，住在大覺
寺所租寺旁的公寓，我們在凌晨四點半鐘起身，覺得奇冷，因為今年美鹽
缺乏天然保氣，政府開令節約，公寓的熱氣，於晚間十時後即停掉，在吾
們起身之時，尚未起 ;k 。盟洗整理後，我~P到大覺寺，街上還有積雪，朔

風句:ZEZL開恰，會眾於苦讀後，照例於第一天第一節鎮誦
彌陀經，隨師於讚佛後禮佛，每次作廿四拜，左右兩面會眾，口念「南無
阿彌陀佛」六字車號，此起彼伙，大眾動作齊一，聲調和諧，莊嚴中含有
歡喜心。二十四拜後，由住持領眾饒佛'繞{弗時不分男女，魚貫而行，一
律依木魚聲學步及念佛。我覺得步伐較以前似更有起步，因沒有人開步錯
的!初念六字佛號，繼則四字佛號，一依維那引麗而變。制 gO歸位，仍念
四字(弗號，大眾盤膝而坐，約念十分鐘，聽維那引居郎一律入靜。清晨的
靜坐對我似最殊勝一，約一亥I]鐘後開靜，大眾gp合掌念西方極樂世界一聲，
繼念南無阿彌陀佛約十分鐘，隨引學轉入四字(弗號，約再十分鐘，再聽維
那的引聲，及住持的領導，共念四開峙。鬧即禮佛三拜後，第一位香完
畢。以後第二位香均以讚佛開始，不再誦經，以留多分時間念佛。

晨間的第三娃番，照上面禮佛，繞佛，念、佛，靜坐及同向完畢後，部
繼以f弗前大供。除往生會外，今歲新加延生位。故大供後，隨即繼以延生

位及往生位的上供，然後大眾午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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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第一蛙香完時，由主七和尚敏智老法師閥示。他老人家慈懷遍

色，有古德風短。主主將他的百!I示，歸納如次:

本入參加美團佛教會的佛七，已第四次。今年的佛七，因藤殊勝，意
難得的是有七位法師參加，都是道德高俏，廣學多間，郎在東方門戶的苦

港不易有此境界，在西方的美國更非易事。每天的關示，仍請諸位法師，

依照或臘輪流，廣闊佛法寶藏，並為各居士結善緣。

釋尊說: r一切法因故生 J '正是至理名言，顛摸不敬的真理。譬車

諸位能來參加這次佛七，要有道場，法師，不但要有設備住宿，還要有大

眾居士，和諧地同修一堂，何等難得，可稱殊勝的因緣。有的人很想有機

會參加佛七，主P因為沒有因緣，也就無法參加。前以學佛也是要有因緝

的。為什麼要學佛?要啟發你的智慧。智慧的對面是什麼呢?是無知，在

佛教謂之「無明」。佛法就是要去除你的無明，增進你的智慧。

第二層要求「無我 J '無我的入手方法要能「忘我」。從前孔子的弟
于顏同，要以仁義之道去教化衛國的國玉，向老師請教，如何能勸導借

君，孔子對他說，只有一個「齋」字。孔子說的「齋」字，是「心齋」

也，即是歡顏同攪除成見，就是忘掉我，才後能辦得好。莊子說: r虛室

生白，吉祥.Il:.Il: J ，虛室之內頓然清白，比喻人胸標坦蕩，不存成見，不

存我兒，才能接納人家的意見而獲益。就是孔子所說的:無意，無必，無

間，無我。若能做到如此，這個人就完滿了!我說這些話，是要你們都能

學到「無我」。譬如說們念佛以什麼來念?以「我」來念是不是?如們不

可以這麼想!你把這個「我」忘掉，不去想它，但一味念佛，你心中就什

麼煩惱也沒有了!的1按時吃飯、睡覺、事事如意，如果的:時時心頭有個我

在，好多毛病都來了，要有病不以為病，念佛就念得徹底。昕以，念佛時

要空，要無我，要阿彌陀佛打成一斤，要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一

切放下，才後我會得到大自在，得到大自在，就與阿彌陀佛相應了。

第三，念佛要具備三種心，何者為三?第一要具「純一心」。你認定

念佛，抱著一個佛號，一心不昧，朝也念，晚也念，行也念，坐也念，陸

也念，臥也念，心純志粹，這吽做純一心。二者是「決定心J '決定心者

心定不移，偎如你知道這:佛好，又想拜佛更好;天蓋，賢首諸宗接樣都想

學;今天想學這個，闊天文想學那個，沒{自決定，結果沒有一位學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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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念佛必讀有決定心，不可改變，念到底，誠心專戶，金石為開，括:總

會成功，三者是「相績，心 J '就持續而不間斷，綿密而能一貫。布種人決
定心是有了，今天決定做了，現天文不能持續，所謂斷斷續續的，這樣
還是不行。必讀要持久木斷，相績有宜，綿綿密密的相續?才好，才能批

功。所以，念佛要成功，就必2頁持這三種心，眾心努力去?在

第二天(攝氏零下十二度)

學佛 EZ注重「淨 J ，還須 i\!學功、積德、"&發心

本日功課仍舊，午前三課，拜佛念、佛，更覺純熟，午後第一娃者開靜
後，由本會副會長兼大覺寺住持仁俊法師閱示。仁俊上人篤實光輝，出

望琵琶絕，他說，佛在最不同於世間的宗教，思想，學說之處，就在一個

「掙 J 字，修學佛法筒單說，就是修習「清淨」。從清淨中把自己的性
由、性情、性格調治好了，才說走上修行的正道。基木地說，信佛，~

佛，就是重新徹底地教育自己，具體地改革自己，以求達到徹底地清淨。
清淨的本義，就是要、汰濾垢穢罪惡，邪執或邪行，進而積極地，成就了?在
種功德，智慧，慈悲，善恨。十六觀經上說，韋攘希夫人因為遭到逆于同
闖世王的幽禁，感到世間沒有一點值得貪戀之處?因此，她請求世尊指示
→個清淨業處。所謂清淨業處就是純善業處，也就是由於清淨業所造成的

→種最理想的環境，其實就是清掙而徵妙的極樂團土。「淨土」的「淨」
生所舍的意義既、深且廣，簡直可以說，無量無邊真妙法門，一個「淨」字

就把它包括盡了。所以修學佛法，千萬應重于這個「淨」字。
其次:還要提出兩個問題，請諸位大量1屆稚，思維。1.在淨土經論

中，是否也特別重靚世出世間的一切活動或功德? 2.淨土經論中是否也特
別重視我們現生的功德苦棋?現在就從這兩個問題簡單的說?對于第一個

問題，先分兩點說:

(1)無量壽經上說，在娑婆世界齋斌一日一夜勝極樂世界為善百歲;在

娑讓世界修善十日十夜，勝在他芳諾(弗圈中為善于歲。由此看來，就知道

非但沒有忽視，抑且重視娑婆世界所酵的功德與善行。由於裁們現在是在

「因」地修行，在艱難的環境中，所修功德的比德來得深厚充實，到了極
樂世界才能得到高的果位，而得以直接聽到佛菩薩的圓音說法。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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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視自己的修行。這是我們資糧之前在。有些修掙土法門的人，對道

婆世界每起強烈的厭心，只盼望生到極樂世罪去。這種觀念乃由於「愛芥
深不生娑婆，厭不深不生極樂。」的思想。這是因為我人許久以來，深眩

染愛之中，不能自拔。這樣，要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是不可能的。反

之，一殊厭離娑婆，忽靚修學善法，要知道這也並不全合乎淨土宗的原育

研!叫我們應有苦巧適度的厭，配合開厚切寰的悲心;要時時調整厭離

心，萊加強自己的悲心。如此，自會知道，處於娑婆世界，如能善用生&

力，自有其價值;要在娑婆世界，善聚資糧，準備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進修

之後，將來再向來救度有情。釋尊在大乘經典中說，我們在娑婆世界的

人，發心勇猛強烈，小身能辦大事。所以我們更不該忽現自己。要好好地
積修瓷糧! 

(2)掙士法門雖特別強調阿彌陀佛的身德以及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但

他也點醒了我們每個心中當下的「佛世」。淨土經上說，是心作佛，早已心
是佛，就是說我們心中當于就含有佛佳。如能把這個佛住灌溉培養出示:

好好修學，佛性就能漸漸顯現，發揚光大，最後就能成佛。從這襄君來，

修淨土的人，一面要念客觀中的佛，仗他如持;另一方面，也要把握自己

心中的佛性，使其光大，才不會自己數昧自己。也有一股人提倡念佛要堅

愚夫愚婦。不錯，有些老家人念佛念得好，念到沒有妄念，死時沒有痛

苦，無疾而路。這種「愚」在儒家說，可以不受威脅利誘，不受任何外力

研動搖，所謂「愚不可及」。但要知道佛法中所說的「愚」是與「痴」相

應，就是「無明」。如果倍學佛性，心頭糊塗，應傲的不傲，只知消極的

念佛，這種無朗的「愚」是要不得的。正當的修學佛法，應把自己的佛住

若得莊嚴，但也不誇大，應好好地修學念佛，要具積極的自力，仗佛力的
加庇，求生西方。以上兩點是答覆第一個問題。

一-關於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淨土法門是否也重跟我們現生的著根手。

德?阿彌陀經上說: r 不可以少菁根福德困碌，得生很園。』照這旬趕

來君，如把淨土法門看作純粹的易行道，以為祇耍一句阿彌陀佛，萬事皆

了，全仗佛力往生西方，這就太忽觀淨土的深義了。試問什麼是善根?什

麼是福德?善根是指與菩援心相應的一種大誓願'這是修學大乘佛法的根

本，決不可少的。聽德乃是輔導的條件，就是六波羅密。『不可以少苦恨

一 75 一



福德 J 的意義，就是說對於成佛的親因一一大菩提的誓騏一一要加強，對
於助緣也積充實圓滿。反言之，京口~~'J淨土法鬥君成純粹的難行道，不但有
達彌陀的慈悲加持，抑亦使一般人不敢修學淨土了。因此，仁俊法師，在
結語中特別提出了兩句話。「易則生忽，難則生畏。』作為對於修學彌陀
淨土的行者，時時思維，刻刻向上的警策。

第三末(二月一日，寒晴)

「佛劃言自 i我們入於善業的;青淨好境界


兩日來金、佛拜佛，使我們同修的一位美園居士朗壺，漸漸落堂，落堂

者著貫之謂也。因為我們同一臥室， f也今晨起身就告訴我，來此參加佛七

的欣!蔥，他最動人的說: r你們真是幸運呀!自幼剖開佛法。該為學習佛

法，先赴倫敦，才然再赴印度，讀了梵文，始學阱，真是困難重重! ]

他希望我能將靜坐後我們同聲所唱的罔向偈能譯昔日平意，使他能蝶習並了

解。他是首次參加佛七，他感到我們這佛七中，拜佛念佛的方法，真能增

長他:22立主靜坐後'輪到多預法會當稚那的淨海法師開示。淨海法
師因為要知印他所蝙著中英對照的佛書，曾赴西岸及遼東，真是謙光和
德，法雨宏敷的意思。他的書已精美的印好了，筆者已若見他帶來的樣
本。以引導初學，我認為對於美國有特別的需要，他今天開示的要點是在

闡發在佛七中念佛與靜坐的重要性，方繳械;。 重
他首說現在我們參加佛七，念佛，大眾仕 1百掙的佛堂三實之中，這種

境界是淨的，減除了我們在外面所感觸到的種種塵境。不但是消極的去除
客塵煩惱，抑且發生積極的功效，有益於我們的修學。在佛堂念佛，所聽
到的是人家念佛聾，自己念佛聾，聽法師說法，這都是善業的好境界。在
佛堂翼，所嗅到嘗到的是壇香味，花香味，佛法味。佛法殊不是普通的味

所可比擬的。法旬經上說，法昧最深<)之說裁者最上。說們念佛能念到→
心不亂，與佛相應，六根就會清淨。六根清淨了，自能蚊到金、佛的教果。

其次，他講到靜坐。在靜坐時頭坐得正，注意呼吸，心力集中。心頭
興奮了，想得太多則起掉舉。右時什麼也不想，就會昏沉欲睡。這兩者都
是靜坐時的障磚。佛七時念佛，說們正可以念佛的方法來對治他。淨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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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並簡述五種觀法:第一，觀身不淨，可除我執，減少欲望;第二，慈悲

觀，能去除嗔恨心;第三，因緣觀，觀一分法都離不開君緣，可破除法

執、我執;第凹，界觀，就是十八界之界，與因緣觀夫體相同，只方法不

同而己，第五，數息觀，是對於靜坐很有幫助的，方才己略述。因時間閱

係，不贅。

第四天(二月二日，寒晴)

修行功德是我們的理路 念佛與心願點成一片

今天是我們參加佛七以來，雖然極裳，但在第一蛙吞後，陽光穎露，

覺得比前兩天晴光更充滿。我於昨晚已知道今日為向修沈家禎兄的壽辰，

記得去年也是佛七的第四天，適逢他的生日，還記得他願以佛七功禧迴向

既有母親。如往年，我們文集體獻花，其中有紅的故瑰花最為鮮艷，還有

貴的菊花，由沈家禎夫人供於佛前。我於昨晚拉上得到兩首僅句，因此也

錄呈家禎兄如次:

一、每逢佛七君生日 應是因緣積世(海

悲願宏深非為己 利人處處作慈舟

一、誕日不忘慈愛競 蘭階花雨落繽紛

完人期必成金佛 糧縷孝思見本真

當六眾下樓去早餐，經過觀音骰桌子，若見沈家積兄留了一束，喜明:

「願以捐印曲眩兼叢書上南哥德，趨向十方三世一切諸母親，福壽綿增，

往生極樂，早趣菩提。沈家禎謹頂禮 J '不禁使全體歡喜。今天來參加佛

七的居士，較前幾天更眾多，我在午時參加過向，見到往生位前，亦有鮮

花。

午 I支第一位香後，輪到聖嚴法師閱示，聖嚴法師我在去歲大覺寺佛七

記中己介紹(見慧lli第一四三期) ，不過他現已被舉為美國佛教會的理事

並負責禪班訓練，他的講解，融通味雋。以下依照他肝講，分段歸納如

次:

因緣在釋尊降生的前後或同時，許多他方世界及各界天人，紛紛生到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來，這一切都為的是因隸。釋迦佛來了，和釋迦佛有關

係的許多羅漢及菩薩們也來了。因藤是互為配合的。這些羅漢及菩薩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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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配合釋迦而來， I頂是因為他們生到這個世界來，希望聽到佛法釋迦

牟尼佛就因此而來了。諸位參加佛七的因緣也是如此。

理王各 這是)個佛經上的故事，當釋迦佛在法華會上講觀世音菩薩普

們品，讚嘆觀世音菩薩種種現德之後，無盡意菩薩把他的眾寶瓊瑤供養

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為憫惜眾生而受了他的環路，把它分作二分， ~

分奉釋迦牟尼佛 9 一分奉多寶佛塔，這個故事的想起是因為今天恰是沈家

棋先生的生日。在沈先生心中，第一重要的是三賀，第二就是他的夫人，

因為一個有作為的丈夫後面，必定有一個賢能的夫人幫助他成功。假如我

們為沈先生前壽，而將我們種種修行捕、所成的「那」送給他，那末沈

先生是否接受我們的理菇，叉怎樣分給人呢?我想，在平時，他會接受後

以一分供牽三寶，一分送給他的夫人。但在今天，因為是他的母難之辰，

為了報父母恩，他會以一分供奉歷到父母，一分送給他的夫人，而沈夫人

呢，則會轉奉給三寶。

阿彌陀佛的意義 在維摩經，般舟三味，大阿彌陀經經中講的是無:

量，在清淨平等覺經中稱為無量清淨佛，該經云『世界名清淨，得佛號無

量。』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是清淨無量，這個「淨」字是非常重要的。{~ 

EE阿彌陀經中講到阿彌陀佛是無量光，無量壽，還有無量弟子。無量光代

表他的智慧，無量壽代表他的劫德，無量弟子代表他的悲智雙運的力量。

在阿彌陀佛的極樂園中，不但佛有無量壽，就連每個信佛念佛生到極樂園J

土的人，也都有無量的壽。以此來君，世間的帝王，儘管被稱為「萬歲 J '

.f;[:起我們能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人，還差得遠哩!

禪觀 修行佛法，不管是禪、掙、天奎、唯識，方法都是一樣的，不-

~r禪J r觀」二字現在我把禪觀的修行種類及時眼等等介紹一下:天蓋智

者大師在摩訶正觀中，把所有經典中的修行方法分成四類: 1 常坐三味; 

2.常行三昧; 3.半行半坐三味; 4.非行非坐三味。

常坐三昧以九十天為期，除了吃飯，大小便之外，其他時間都在坐，、

設有睡覺的時間，是根攘丈殊師利般若經而說的;常行三昧，又吽般舟三

睬，不坐不眶，整個時間都在走，一個人在房間中一步一步慢慢地繞著

走，為期也是九十天;半行半坐三昧，主要是根據大方等陀羅尼經講的，

完期七天，是走與坐並重的修行方法，不過它不念阿彌陀佛，而念大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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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它羅尼咒;還有根接法華經的法華三味，也屬半行半坐三味。所設非行'9F

坐三味，就是除了前面的三種修行方法之外的，都稱為非行310坐三味。

念俾三昧 至於念佛修行的「念佛三味J '又稱為「寶王三味J ，明

末藹盆大師強調一切三味之中，實王三味最高，也最究竟，也是老少成 

4宜 9 三很普投的修行方法。有些人講的念佛方法很接雜 9 其責愈單純，才

愈能集中注意力，注意力能集中，愈易收裁。念佛時要走又要坐，還是動

靜互為配合的道理。在走或坐時，只嘴勤、身動而心不動，除了佛號，什

麼也不想，不要想面前有佛，也不想西方極樂世界的蓮種莊巖'你只一九
:念佛、拜佛，集中你的心力'-1'"有希草得到念佛三味。".. -l....I.

我們在佛七中每次約有二十分鍾的靜坐，也許有人因睡眠不足，坐下

心來便閉目養神，什麼也不想，這實在不是修行的辦法，膺當仍用你的心來

貫徹卸的念佛。須知在此佛堂和大家→同念佛，比起l釘在家裡念佛不同，

仰不但聽到自己念佛聾，也聽到人家念佛聲，你的耳邊可以不斷有佛蹄

聲。在家裡你不方便大聲念佛，怕吵鬧別人。在此地，則越犬聲越好，大

聲J念佛對你的身體有益，而聲音愈小，妄想愈多，若能把注意力集中往

，念佛聲中，恕的心便也集中了，假若諸位能照我肝介紹的方法，念佛時

主革心注意佛號聲音，那末當13\休息下來時，佛號仍會不斷地在加耳際縈繞

司主已!

古守有人主張一天念佛十萬遍，事責上就是要你隨，可糧油，無時無刻l

，都在念佛 ， f弗拔一刻也不曾離開心頭，此肝謂掙念相繼，念頭成丹9 不

管是食，睡，做事，看，徑，照樣都在念佛中，念佛念到這種境界，正是

「不念而念，無念而念」。在睡夢中肝見的是阿彌陀佛，所聽到也無非是

佛號。現在我們在這裡佛堂念佛，會聽到外面種種雜音。但若是如念佛鋁

合到一心不亂，心中除了佛號，再沒有別的聲音時，則你所有聽到的聲

音，都是西方極樂世界的聲音，所有看到泊揖象，也都是西方極樂世界的

;揖象了!

一 79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