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暑期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實習報告 

 

獲補助年度 104學年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三年級 

中文姓名  林悟石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美國洛杉磯 

國外實習機構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一、緣起 

這是一個頗有趣的機緣。此次實習對我而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漢傳佛教在洛

杉磯，乃至南加州的發展情形，還有跟認識南加的佛教學術研究狀況。計畫主持

人、身兼文理學院國際事務組組長的鄧偉仁老師，主要也是基於這些目的，才與

洛杉磯道場監院果見法師聯繫與討論此事。整理而言這或許也配合了文理學院的

(1)國際化以及(2)強化文理學院與法鼓山體系的聯繫的方針。 

但一個小小的缺憾是原本想說回溫一下英語能力，但以華裔為主的信眾社群

讓這個條件，或因個人的怠惰而不很容易達成。不過因為大多時間生活在道場的

關係，反而不但上述的目的達成，也額外的體驗了幾近核心的道場生活，別於一

般在臺灣大多是外圍性質的親近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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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位於洛杉磯的 El Monte 這個都市之中。起先在 1992

年因為多位法鼓的護法信眾的積極運作，終於成立了洛杉磯地區的聯絡處，也就

是目前道場的前身。起先聯絡處並沒有固定與足夠大小的空間長期運作法務，活

動常常流轉於洛杉磯地區的其他佛教道場。至 1996 年才開始承租固定的空間，

但要到 2007 年才租有較大的活動場地，也在 2006 年因應規模的發展而成立、升

格為「法鼓山美國護法會 LA 分會」。後來幾經穩定的發展與爭取，終於在 2014

年由法鼓山僧團指派三位法師擔任常住，成為正式的「法鼓山美國洛杉磯道場」。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正門一景 

 

三、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本次實習，主要是安排我們觀摩道場的各種對外活動，諸如法會、讀書會、

禪坐共修與講經等等（可詳附件一）。這些活動中，各有不同的體驗與重點，面

向的信眾群也不甚相同。若遇到每週重複性的活動，道場方面也開放讓我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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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擇是否繼續參加。 

另一方面則是參訪南加州（主要是洛杉磯地區）的學校，又以加州大學的系

統為主，著名的包括 UC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A）、USC（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與 UC San Diego、創價大學（Soka University）等等。這些學校

各有特色，並有不同的強項，而 UC 系統則或許因為是公立大學的關係，其中的

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則成為地方上重要的醫療機構。而在宗教研究方面，比較具有

規模，也比較跟佛教研究有關涉的則是 UCLA 與 USC，在其中我們也分別拜會

了 UCLA 的 Natasha Heller，以及 USC 宗教學校主任 Lori R. Meek 與融道法師。 

洛杉磯道場監院果見法師、融道法師與鄧偉仁老師（右至左）於 USC。 

當然，我們也參訪了同樣位於洛杉磯地區的佛光山西來寺與慈濟，兩個在洛

杉磯地區規模最大的漢傳佛教組織，並有著詳細的導覽，期間還穿插著法鼓山洛

杉磯道場方與對方對於在美國弘傳漢傳佛教的心得交流，包括目前的優勢以及所

遇到的困難，諸如仍以華裔移民為主的信眾社群，雖然因此站穩了在洛杉磯的腳

步，但也造成對西方眾（文化上的）弘化的困難，而目前的因應主要是成立專門

的翻譯小組來嘗試克服；或是因為禪七生活強調的是隨眾與團體生活，因此不太

可能有一人一間的住宿方式，但大多對於私領域比較重視的西方眾，往往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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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 

法鼓山洛杉磯道場常住法師等、鄧偉仁老師與實習生等於西來寺合照 

在整個實習進入最後的禪七前，我們實習生被安排有一場的分享講座，題

為「佛法與修行講座」，而最後我的題目是「道是無情卻有情？──作為不同修

行法門下的無情眾生」。準備講座是一個頗具壓力且充滿挑戰的一個過程，對我

而言，最大的差別是在於跟一般學術發表的場域的不同。在人文社會科學中，

後者強調的是批判、思考，甚至不會有定論與答案；但前者著重的卻是要確立

修行的方法、準則，以及何為佛法的內容，必須有明確而肯定的標準。不單是

內容上的差異──雖然對我這是最具有挑戰性的──，還有表達上的差異。除

了要比較肯定式的措辭與語調（盡量少用「或許」、「大概」），有時候也不太

能以多種複雜的角度去審視所講的內容（進行邏輯辯證或史實考證，乃至文化研

究）。這對於學院訓練出身的我而言，都是嶄新而煞費心思的挑戰。 

禪七方面，對我而言，幾乎是一個全新的經驗。雖然在同校的學士班與碩

士班期間，已經打過不少次學院內部的禪七，但是從未擔任過護七的職務。而

這次繼程法師主講、常宗法師總護的禪七（09/08-09/14），我則被安排為內護的

「實習助理監香」，主要負責的工作是(1)搖每日三次的預備鈴、(2)安排主七和

尚開示的茶水與座位、(3)音響控制、(4)冷氣空調控制，以及其他雜項事務。擔

任內護的感覺很特殊，雖然工作內容不甚複雜，但是因為角色的不同，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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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也幾乎是截然不同。當禪眾用心用功時，我在後看著大眾的一舉一動，以

及注意時間，也觀摩監香、助理監香他們如何引領禪修。而我個人方面，則是

注意室內的溫度、音響的運作情況，還有禪堂內是否有任何突發狀況。而大約

兩天一次的會議以及禪期間零星遇到狀況時的討論，也讓我逐漸了解到禪期的

運作及其模式，乃至背後處理人事物、準則方針與輕重緩急。 

 

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與一般實習內容不同的是，在道場生活，即是一種實習。（無可諱言的是，

這個制式化的標題「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會與「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

得」重疊）因為佛教道場的生活要件，很大的一部分在於「隨眾」，亦即跟著大

眾起居與執事，而背後以道場的規矩為準則。雖然洛杉磯道場的常住眾僅有三人，

但道場的生活仍是運作得井井有條。一般的日常運作，其實主要就在於五堂功課

（早課、晚課、蒙山施食、早齋與午齋）。以下謹以表格來表示日常生活的大致

行程： 

時間 事項 內容 

06:00-

06:30 

香燈（兩項輪值） 觀音殿：開門窗、開燈、擦拭佛桌、上供水、上香、

上供果 

大殿：開門窗、擺設早課拜墊、開啟音響、課誦本、

擦拭佛桌、上供水、上香 

06:30-

07:10 

早課  

07:10-

08:30 

早齋與齋清、 

上下行堂 

協助擺設／收回齋食於齋堂、洗公器、齋堂清理 

12:00-

13:00 

午齋與齋清、 

上下行堂 

協助擺設／收回齋食於齋堂、洗公器、齋堂清理 

（平日大多為義工代為或一同處理） 

15:45-

16:00 

香燈（大殿） 擺設拜墊、課誦本、準備蒙山施食物品、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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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6:40 

晚課  

18:00-

20:00 

藥石與齋清、 

上下行堂與廚清 

協助擺設／收回藥石於齋堂、洗公器、齋堂清理 

在道場的生活十分規律，而起初也從人生地不熟的狀況下，慢慢記得了不同

時段要做些什麼、道場器具擺放的位置、什麼事情要找哪位法師處理等等。在這

之中學習的反而是「如何生活」，也就是人如何作為人在一個環境生活，還有道

場的日常又如何運作。一般而言，這些工作，尤其像是香燈與上下行堂，在法鼓

的總本山是不太可能輪到在家居士處理的，但一方面出於「實習」的目的，二方

面因為道場生活的規矩──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於是在洛杉磯道場我有此

因緣能夠輪值此事。 

 

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1. 增進道場實務能力 

2. 了解華裔移民與漢傳佛教在南加的發展狀況 

3. 認識南加地區學校，並與教授建立關係 

4. 體驗與了解南加地區風土民情 

 

六、感想與建議 

1. 未來或許可以更早確定實習行程，行前讓實習生更了解實習內容與項目，

甚或可以半強制性的讓實習生預先蒐集實習地點的資料，以作為準備。 

2. 使用英文溝通的機會其實不多。主要應是因為大多活動在道場中，而目

前在美國的漢傳佛教道場，像是法鼓，信眾仍以華裔居多。 

3. 考量到未來若有人類學或田野調查興趣者，或許可以加長實習時間，強

化蹲點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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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實習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實習項目 地點 負責人 

8/06 (w4) 2:40pm-8:30pm 抵 LAX，接機後就近參觀 LMU—

Loyola Marymount Univ.，用完藥石

後再回道場安單，行李不下車。 

天主教辦的大學，如有因緣亦可

跟神父們交流 

LAX、LMU 果見法師 

Melissa Lam 

Ashley 

8:30pm-9:30pm 道場安單及環境介紹 居士寮, 2F 常俱法師 

8/07 (w5) 上午 執事及出坡工作說明，餘為個人時

間 

 常住法師們 

8/08 (w6) 9:00am-4:30pm 參與觀摩福田班義工培訓課程 大殿 常宗法師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09 (w7)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周日講經—華嚴經 大殿 果見法師 

2:00pm-4:00pm 參與觀摩菩薩誦戒會 大殿 常宗法師 

8/10 (w1) 9:30am 

| 

8/11 (w2) 5:00 pm 

參訪 UCI—Univ. of California, Irvin 

參訪 日本系統創價大學 

參訪 San Diego Univ.  

參訪 San Diego 大教堂、一行禪師

系統 Deer Park 道場 

外宿 果見法師、

Paul, Ashley 

8/12 (w3) 10:00am-11:40 參與觀摩心靈環保讀書會—研讀師

父著作《智慧 100》 

圖書室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實習知客組的運作 知客處 常宗法師 

8/13 (w4) 9:30am-12:00 參與觀摩中文中級禪訓班課程 小禪堂 常宗法師 

1:00pm-3:00pm 參與周四義工出坡工作 大殿、 

小禪堂、

齋堂等 

常宗法師、常

俱法師、Amy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14 (w5)  個人時間   

8/15 (w6) 9:30am-12:00 參與觀摩英文禪坐會—法子 Gilbert 

開示 

小禪堂 果見法師 

1:30pm-4:30pm 參與觀摩《牛的印跡》讀書會 小禪堂 果見法師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16 (w7)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周日講經—華嚴經 大殿 果見法師 

2:00pm-4:00pm 參與觀摩念佛法會 大殿 Ros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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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w1) 9:00am-8:00pm 參訪 UCLA—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參訪 LA down town/Getty Villa

外出 果見法師、常

俱法師 Ashley 

8/18 (w2)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念佛共修 大殿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實習法務及法器組的運作 大殿 etc 常宗法師

8/19 (w3) 10:00am-

11:40am 

參與觀摩心靈環保讀書會—研讀師

父著作《智慧 100》 

圖書室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實習知客組的運作 圖書室 果見法師

8/20 (w4) 10:00am-12:00 參訪佛光山西來寺 外出 果見法師、常

宗法師、常俱

法師

Nancy,Peter 

彭原祥,  王秀

華

1:00pm-3:00pm 參觀附近橄欖粹油場

3:00pm-5:00pm 參訪慈濟 LA 總部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21 (w5) 個人時間

8/22 (w6) 8:00am-2:00pm 參訪 UCR—Univ.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外出 果見法師、常

宗法師、常俱

法師

王鵬

2:00pm-5:00pm 參與觀摩法青電影禪 小禪堂 Annie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23 (w7)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周日講經—華嚴經 大殿 果見法師

2:00pm-4:30pm 參與觀摩大悲懺法會 大殿 常宗法師

8/24 (w1) 9:00am-8:00pm 參訪 USC—Univ. of South California 

參訪 Natural history Museum (USC

附近) 

外出 果見法師

Wase/Cindy 

8/25 (w2)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念佛共修 大殿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實習法務及法器組的運作 大殿 常宗法師

8/26 (w3)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心靈環保讀書會—研讀師

父著作《智慧 100》 

圖書室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實習圖書室資料整理 圖書室 果見法師

8/27 (w4) 10:00am-12:00 實習圖書室資料整理 圖書室 果見法師

2:00pm-4:00pm 實習禪修組的運作 辦公室 常俱法師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28 (w5) 個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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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w6)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地藏經解要講座 大殿 果見法師

1:30pm-4:30pm 參與觀摩《牛的印跡》讀書會 小禪堂 果見法師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8/30 (w7) 9:30am-4:00pm 參與觀摩孝親報恩地藏法會 大殿 常宗法師

8/31 (w1) 個人時間

9/01 (w2) 10:00am-12:00 參與觀摩念佛共修 大殿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9/02 (w3) 10:00am-

11:40am 

參與觀摩心靈環保讀書會—研讀師

父著作《智慧 100》 

圖書室 常宗法師

2:00pm-4:00pm 實習圖書室資料整理 圖書室 果見法師

9/03 (w4) 10:00am-12:00 實習圖書室資料整理 圖書室 果見法師

1:00pm-3:00pm 參與周四義工出坡工作 大殿、

小禪堂、

齋堂等

常宗法師、常

俱法師、Amy 

7:00pm-9:30pm 參與觀摩(中文)禪坐共修 小禪堂 常俱法師

9/04 (w5) 個人時間

9/05 (w6) 10:00am-12:00 【佛法與修行講座】 大殿 林悟石

1:30pm-4:30pm 參與觀摩《牛的印跡》讀書會 小禪堂 果見法師

9/06 (w7) 10:00am-12:00 【佛法與修行講座】 大殿 宏滿法師

2:00pm-4:00pm 參與觀摩念佛共修

9/07 (w1) 個人時間

9/08 (w2)- 

9/14 (w1) 

全程 繼程法師禪七 大殿 常宗法師

9/15 (w2) 離開 LA 搭機回台 

※以上表格由 LA 道場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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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8

道是無情卻有情？
作為不同修行法門下的無情眾生

林悟石

法鼓文理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生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cts

Date: 05 Sept. 2015

青青翠竹盡是真如

鬱鬱黃花無非般若

10

附錄二：講座簡報



2015/10/8

大綱

•前言

•一、從有情到無情：無情佛性至禪宗的脈絡

•二、觀物見性的系譜：在觸目會道與即心即佛之間

•三、無情說法誰人得聞：機鋒問答下的無情眾生

•四、當代詮釋的新向度：聖嚴師父的解釋與佛教生態學

•五、結語

一、從有情到無情：
佛性思想至初期禪宗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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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
漢譯（421）

‧曇無讖三藏（385-433）

一切眾生
皆有佛性

‧竺道生（355-434）

無情有佛性 ‧三論宗吉藏（549-623）

無情成佛
‧牛頭禪法融
（594-657）

佛性思想與無情眾生的發展

竺道生（355-434）與《大般涅槃經》

•南本《大般涅槃經》
與佛性思想在漢傳佛教圈的建立
•是否一切眾生皆有佛性？
•孤明先發：
一切有情眾生皆有佛性的首倡者（《梁高僧傳》）
•「生公說法，頑石點頭」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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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玄論》與嘉祥吉藏（549-623）

•三論學派的集大成者

•《大乘玄論》：
作為三論學派對當時流行的諸學派，
如涅槃學派與地論學派的學說之回應的作品

《大乘玄論》的中道佛性與草木有佛性

•《(涅槃)經》中有明佛性、法性、真如、實際等，
並是佛性之異名。何以知之？涅槃經自說佛性有種
種名……於《涅槃經》中名為佛性……《大品》名
為般若法性……如是等名，皆是佛性之異名。
故《( 大般若 ) 經》云：「無名相法，假名相
說。」……以是義故，名義雖異，理實無二。

•《大乘玄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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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法
皆是佛性

觀物見性
（彌勒樓觀）

引自：《華嚴》

一切法
無非是菩提

引自：《大集經》

即物而真
引自：《肇論．不真空論》 一切諸法中

悉有安樂性

引自：《涅槃》

一切法、彌勒
與眾生一如

引自《維摩詰經》

《大乘玄論》的中道佛性與草木有佛性

牛頭禪的無心合道與無情有佛性

•牛頭法融（594-657）、
牛頭宗與《絕觀論》、《寶藏論》

•《經》云：「佛性平等，廣大難量。」
凡聖不二，一切圓滿，
咸備草木，周遍螻蟻，
乃至微塵毛髮莫不含一而有。

•《寶藏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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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法
皆是佛性

一切諸法皆如也
至於彌勒亦如也

引自：《維摩詰經》

於一微塵中
具含一切法

引自：《華嚴》

牛頭禪的無心合道與無情有佛性

牛頭禪的無心合道與無情有佛性

•草木無情，本來合道，理無我故。

•《絕觀論》

•無心合道：草木無心、無我，本來合道

•欲亡一切分別心，欲滅一切諸有見；
雖似騰騰任運，而內行無間。

•《絕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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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
境界

無情
草木

無念
無心

牛頭禪的無心合道與無情有佛性

牛頭禪的無心合道與無情有佛性

•從《大乘玄論》到《絕觀論》：
•中道＝空性＝佛性：

形上學式（metaphysical）的宣稱
•無心：絕觀，實踐性的開展
•形上理論到實踐理論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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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物見性的系譜：
在觸目會道與即心即佛之間

石頭希遷（700-790）

•觸目不會道，運足焉知路？
•〈參同契〉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神。
•《肇論》

•石頭和尚因看《肇論》云：
「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

•《景德傳燈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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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希遷（700-790）

•問：「如何是禪？」
師曰：「碌塼。」
又問：「如何是道？」
師曰：「木頭。」

•《景德傳燈錄》

石頭希遷（700-790）

•問：「如何是西來意？」
師曰：「問取露柱。」
曰：「學人不會。」
師曰：「我更不會。」

•《景德傳燈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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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山良价（807-869）

•既到雲巖問：「無情說法什麼人得聞？」
雲巖曰：「無情說法，無情得聞。」
師曰：「和尚聞否？」
雲巖曰：「我若聞，汝即不得聞吾說法也。」
曰：「若恁麼即良价不聞和尚說法也？」
雲巖曰：「我說法汝尚不聞，

何況無情說法也？

洞山良价（807-869）

•師乃述偈呈雲巖曰：
「也大奇！也大奇！
無情解說不思議！
若將耳聽聲不現，
眼處聞聲方得知！」

•《景德傳燈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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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山良价（807-869）

•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

• 「切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
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不是渠；
應須恁麼會，方得契如如。

•《景德傳燈錄》

洞山良价（807-869）

•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

• 「切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
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不是渠；
應須恁麼會，方得契如如。

•《景德傳燈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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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山良价（807-869）

•當他尚未看到倒影之前，始終不得開悟，不
知道自己本來的面目究竟是什麼東西，認為
在身外一定還有一個東西是本來面目或自
性。……現在我看到水面上的影子，影子是
我，而我並不是那個影子，這就是開悟。

•《聖嚴說禪》p.32

洞山良价（807-869）

•若能達到洞山禪師的悟境，他會對所有的現
象清清楚楚，了知我和非我而還能心無罣
礙。……煩惱的身心並未離開我的本來面目，
只是把我的本來面目遮起來了；我今天離開
了執著的煩惱，本來面目終於現前。

•《聖嚴說禪》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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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山良价（807-869）

•僧問洞山：「如何是佛？」
洞山云：「麻三斤。」

•《景德傳燈錄》

•問：「如何是毗盧師、法身主？」
師曰：「禾莖粟幹。」

•《筠州洞山悟本禪師語錄》

宏智正覺（1091-1157）

•小參僧問：
「卷簾目對千峯秀，掩室時聞百鳥聲。
正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云：
「透過聲色了無依，一切法中常自在。」

•《宏智禪師廣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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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智正覺（1091-1157）

•萬象森羅，放光說法。
•〈默照銘〉

•默而靜專，體之妙全；情盡性傳，心空覺圓。
閒閒游幻世，了了應塵緣。
燈籠露柱渾機用，翠竹黃華總說禪。

•《宏智禪師廣錄》

洪州宗即心即佛下的無情眾生

•百丈懷海（720-814）
•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
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切有無諸法都無取捨心，
亦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
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
不同木石太虗、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

•《天聖廣燈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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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州宗即心即佛下的無情眾生

•大珠慧海（?-?）
•體、相的差別：

般若、法身為體；
黃花、翠竹為相

•全體法中迷而外覓
•解道者，行住坐臥無非是道；
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修道論上的不同見解

•即心即佛的禪修傳統：
•本來是佛，不假外求

•觸目是道的禪修傳統：
•觀物見性，心物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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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而內：石頭至曹洞的無情說法

觀物 見性
觸目
會道

外境

由內而外：洪州宗的即心即佛

觀心 見性
平常心
是道

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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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論上的不同見解

•兩宗在對外境態度上的差異：
•前者較強調由內而外，
後者較著墨由外而內。

修道論上的不同見解

•觸目會道的禪修傳統
•在「觀物見性」(法門)與「明心見性」(境界)之間
•觀物見性：
觀外境作為修行，以體悟諸法性空→修行方法論
•明心見性：
修心而體悟諸法性空後，見一切法平等→結果論

26



2015/10/8

三、無情說法誰人得聞：
機鋒問答下的無情眾生

機鋒問答的興起
與無情說法教學方法的變化

•雲門文偃（864-949）
•舉無情說法，忽聞鐘聲云：

「釋迦老子說法也！」
驀拈起拄杖，問僧：「者箇是什麼？」
僧云：「拄杖子。」
師云：「驢年夢見。」

•《雲門匡真禪師廣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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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鋒問答的興起
與無情說法教學方法的變化

•師或云：「古人道：『觸目是道。』」
拈却醬甕：「阿那箇是道？」

•舉《般若經》云：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師乃指露柱云：
「與《般若經》相去多少？」

•《雲門匡真禪師廣錄》

機鋒問答的興起
與無情說法教學方法的變化

•石霜楚圓（986-1039）
•上堂，云：

「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若。」
乃竪起拄杖云：
「者箇是道吾拄杖，阿那箇是般若？」

• 《石霜楚圓禪師語錄》

• 道吾，指楚圓禪師所駐錫的潭州（湖南）道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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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鋒問答的興起
與無情說法教學方法的變化

•龍門清眼（1067-1120）
•師云:「有情說法易見，無情說法難聞。

祇如無情說法，什麼人得聞？」
• 《古尊宿語錄》

指月喻：
能指與所指的極限、破除與新意

•能指：能夠指涉。
手，名相，描述無情說法的語言文字

•所指：所被指涉。
月，意義，無情說法的教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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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瓦石」、「屎橛」
作為修辭的兩個面相與象徵：

•屎橛：低賤、污穢而無用之物

•瓦石：日常生活隨處可見之物

四、當代詮釋的新向度：
聖嚴師父的解釋與佛教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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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的看法

•若以佛的法性身而言，有情無情，毫無差別；
依凡夫的層次而言，無情物不是有情眾生，
不能說沒有差別。

•《禪的世界》p.161

聖嚴師父的看法

•從禪悟者的立場，認識佛心，不從理論解釋，
而從內心與外境統一的觀點來說明。所以說
就是牆壁、就是破磚、就是碎瓦。……

•從禪師來看……動、植、礦物，一切現象，
無不與佛同體。這就是內外統一的體驗。只
要心中有佛，心外諸法，無不是佛。

•《禪與悟》pp.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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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的看法

•在正常的佛教徒不會把無情的植物當成佛，
更不可能用乾大便來形容佛，可是通過內外
統一、凡聖平等、法法皆如的觀點，來看世
間的萬象，就可以理解洞山禪師所見的佛才
是真的。也就是說，法法是佛，處處是佛。

•《禪與悟》p.164

無情眾生與佛教生態學

•草木有佛性與日本佛教的環境保護運動
•日本淨土宗行善寺住持渡邊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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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眾生與佛教生態學

•永續發展的前提與質疑：人類本位主義

•生態學、環境倫理與佛教：
無我、無內外、一切法平等

無情眾生與佛教生態學

•於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的背景下重建佛教的主體性
•一個教義再詮釋所面臨的老問題：格義
•拾回佛教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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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眾生與佛教生態學

•聖嚴師父的理念與社會實踐：
•四種環保
•心淨則國土淨
•法鼓山的樹木移植與保護

五、結語

34



2015/10/8

無情說法與「外境」的再思考

•一個西方哲學乃至人生哲學所面臨的課題：
「他者」（the other）

•無情與有情的我：
•什麼是我？
•無情物所構成
•自與他的他者

•觸目會道與觀物見性

•對「外境」在認識論上的轉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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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諸位的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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