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眾人過堂用齋，
帶有神聖的「使命Lη
他要對 信 施 負 責 ，
對父母、師長、

。

/
弘見
「食

「吃飯是誰?」把這個見聞覺知

，要功德凹向，甚而，你還要參

，你所食的一切飯菜，至此算是

活教育，讓我們從最平凡的事相

，而更重要的，「它」是一種生

失足的準提咒」'並回向括主「

'假使你他匠的一詣，不是沒侮吃 的，敏捷地吞噬接在枝頭上的小
嘴大起他們隘方昆尼的智慧與悲能
就是撐得妥不了il一社叫，你把婉蟑螂'就在這校長兒搖日拉克之間，
盤放錯了?行堂恥完全依出吩咐
恥數生，甸的一呼以也在這剎那問結 行堂師事起「叫香」打了一陣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仿
、醋、甘、辛、餓、淚。“別華大
束了
。
」
其次，你可以安坐得像古時常
放弱的午后，海面上成辟的水
表示用餐時間到了。大眾師趙紫
眾師用下這餐對，荷包阻右益，更有
鳥，小時地在水面飛翔者，就在
砍下手中的事說，搭衣上肢。維 助於吊功的臥食，給他人生存的
玉，不用走弘，不費口舌，天騙
了齡不必眛 υ化旁、邊坐的是→准? 此卅一一心一落間，水中的小魚已成 那何等待大眾集合後，先世佛三
意義以逼到先短的詰樂我掙為 H
了版中的食物。誰會 他吃的是什俊?全都不必云鶴捕
思想I
到，在
拜，然後壓碧起腔「止的!如此川l阿
J
床，而不染著於小圳、小呆。出
此不可或忘法界有拍起山自己的
存在而有所妥益。
安詳地圳、池了齋食，一聲「結
齋」，給那師使學腔「一切圓滿

彌人
陀i佛」'大眾跟著長起正念
，几兀全放下。紹一家的市茶淡飯是一一一站優美的畫面徑，會出現一這令
平等的，你仗有機會表現我相、 驚訝的一幕，有的，一一這就是自然 ，隨著木一民聲梢念佛號依序的進
人相、優越感，國品生控的營養
生盔，不管海面如何騷動，最後
入齋主。向上位的佛菩蹉前聞訊
與心一盔的滋養都要重視才是健康 仍是歸於一片寧靜。對人類、來說 ，隘即就瘦，待坐定後，維那煞
板、壓薯，再起腔「供l養i」
的享受。阻恥咱看飯粒的馨，苔，菜，深遂的海洋是一個神祕的黑暗

.....

背後的真正主人給揪出來，那麼

佛門的飯，是天下最難吃的

完全的化，而且不欠債了，所以

悴的本能。但曠制制古今巾外，能
從吃飯中吃山丈化、吃出哲學、

......

怯管 r
立巫師為發飯菜，地齋主常

戰斗呀，衝鋒陷帥，暴跳如雷，他
們 HHA
緩K
緩向上問個捕，坐下來
o

中國是講究吃的民族，尤其注
重的是吃法!i烹調法的藝術

，幅念一隊主任嚴的「供養偈」， 佛教是追求解鼠的宗教，凡是舉

都有圳人「照顧」得妥妥貼貼

3

，豬胸候腦也都列入氣氛，還要
談天說笑，推臨最損，飲酒划拳
，有的還要佐以一音樂，配以燈光

，總是佼自己在這般飲食上，做

l在世何時起，將佛法在心中停

蚊品、大至飛禽走獸，成于上萬
的生物，不論是飛的，跳的，爬
的，游的，穴居的，為維持生理

門，從事捕殺，才能設得一頓溫
飽。但隘著科技文明的進步及社
會分工說展的趨勢，覓食的途徑
己泊異於酌，完全是)透過市場交
易行為來取待食物，而且食品的

虛浮的一以於如此之盛，人們的一愛的航線代謝，勾日都不辭辛苦，
昔焦風又何以如此之熾'事實告 用一盡力量，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償
!這一般求生的一切力，形成動物
訴我們，快樂、幸福、安祥與和
界互相吞轍，弱肉強食的食物鏈
諧是必須透過煩惱的辯說放下|

此時乍然展開/
它不是

弱肉強食的競爭過程，
更不是享用美食的時刻，
它是一門功課，
一個活生生的啟品?||

于、刀子、斧期全部出籠了，可
詰國際民情大觀。從廣面上看，
食，不僅只是維持基本生理需求

無奇不有，用于抓，用筷子、文

夜的椒、吳全席。飲食的方法也是

鞋類史是淋鄉湖且，花樣百出，
從速戰速決的麥當勞、速食擠、
三切治、漢堡到可以連吃幾天幾

至於人類文如何呢?
住，就是吃飯的時間也不例外。
過堂就是上府主飲食，若將佛
環顧一下我們周過一同居處在
出過堂用齋使我想到 文化的
家過堂血二般人的吃皈比較，那
復鈍，民族精神的再起，社會道 地泳的人類，上古時代我們的祖
真是誰也比不上誰
德的重笠，一該從何處羞于?是值 先為了生存，必衡和天災水患搏
一般人講究享受，吃飯峙的妨
待我們當前侏思的課題。
輕鬆，可以站，可以轉，無奇不
有，現代人人更是夾著中也就節目

你僧狀呼萃，將飯菜「行禮如儀
手投足都與 逅
u 相區，甚至吃法l
」揣進一來，然依頭不抬，跟不謂 l飲用之鼠也與一，放「享用」通
多寸步不移，要品湯至，需飯飯
異，佛門吃飯的特殊儀軌臼「迦
來參耍山市朮裝到，甚至齋學連兩盤 堂」 o
都不必洗，一切一切，從始至終
9

，一一處樣的吃飯方式，就是古來常
主將相富 闊 天 下 的 人 ， 「 茶 來 伸

飯來張口」叉邱堪比從?在

9

經典中，對天人、極樂世界生活

手

下設好吃的飯

」 9這是在告誡用齋的僧眾，當

如何是天下最難吃的飯 9.
君不
見爾堂的力均每貼有「食存五觀
以何心情吃飯;有的甚至還貼
滴水難消」二讓每

9

上對聯 2.「五刷刷若闕，千金易化 耳鼻舌身意六叔六識汰心情享受。
儘管大家部明白挑食不好，可
三心末 了

田p
庶的風氣使
是物質充箱，經以 mb
然，廣告宣悸的帶動可以取代傳
統的社會道德闢念，因此「沒有

眾生心而示現的干百億化身釋迦

牟尼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川出
來下生彌勒尊伽'並且迷要供一瓷
蓋三世遍十方的一切已成就未成

就的諸佛，接著是代表悲智行翩翩
究竟共足的大智丈殊師利菩薩，

長作用的都可稱為「食」'的此
佛法所說的食不只社阪於「吃」
ll物質的食物而巳 o佛他在阿
台缸中提出對生命延軾的必裝做
件另外遂有三種食li觸食、意
思食、識食。我們知道生命所以

能存在，除了以收外在物質科化

，圳一史形車耍，而那就是生存的意

為內在世賞，是一的車安因一系外
，在這轉化吸收食物背後的動力

至一絲一縷闕，不僅要上供諸佛

日菩薩
志刀 ll一意思食，及維持宇宙人
大行普賢卜立口腔、大悲創世
L
J
、大願地取王主口腔及諸尊
孔M
丘蹺，摩身的根本叫il品食。由此可見
詞薩。順眼前的食物是充鐵養身的 ，在佛門中飲食的過程，不僅只
是吃飽了事，它通過過堂儀軌，
糧食，但身為上求佛法、下化眾
生的僧侶，一也對這的口先生起刊一全一
本聲渾圓悠長的「供l交l」'
喚起泊食的修行者，再度反省，
的必這品時，除了處垃物質生命
再度肯定走入佛門所為何來?引
的存在ii「法輪末的，食輪先
轉」之外，他必須再度晨醒自己
動你我把生命一的得更廣淌更久遠
，為了要完成結-聊生命的充盒，
o右
u 是一位偏私忽視者只能看到
個人吃飯仙人了，但一位大乘佛
不忘追求真理，追隨往學先贅，
國此當先供養諸佛菩薩。雖叫一連心 弟子從一呼一吸，一侃一飯，乃

起念行種種供養，但一切能行所

行A固
Y體管是區綠兵口比成就，國緣 之激化，更要下一支眾生以消世。
法恆，法磁性空，也無能打即行
過
f 心主用薪，乍看只是一個吟唱
，所以再稱「摩弱般若以維蜜」
灰安蔽的冶金過程，但當你我用
心體會時，佛門中向遠的智慧、
以提一本僧侶們雖行詰善法，隊體
認「一一一輪糧空」以組與般若空位博偉的情懷均在此時乍然展開!
它不是弱肉強食的競爭過程，更
相契。

王凌由理

林秀桂鄭淑儷

到鳳玲傅敬群
楊茂良林估冉來

陳孝進康瑛娟
李沈達

施潛玩龔淑瑛
壹佰一兀整﹒.
吳惠玲里季梅
宋治霆賴鈺城
品羽絨彩蘭王秀純 邱國欽林為中

王寶玉黃綺芬

張衛月一一
意

、有付出、有關照!

幹'希望你我的心中永遠有喜捨

一示你找在一仙詞生命必需活下去時
，妥)的出更高速、更寬廣、更豐
峭的生命師懷，開拓你我在饑腸
敝敝時，不妥只是自私地埋頭苦

接若是依粥飯不同，一冉唱誦出 不是享用美食的時刻，它是一門
的過程而己，它更是文化的表現
一段皮敬喜悅的一就詣，若是粥， 課位，一個品生生的啟發ll提
。由此有很多民族，或宗教都有
它飲食的特殊儀式。今天我所要 太好了，清爽揖喉，有利生理消

貳佰一兀整﹒.

旦回盈慶林聖明

方美蘭江珮瑜
江贊美林嘉瑩
牽秀珍黃堂堂門

李盈勳林日日弘
江淑女邱瑛琇
金一眉目一亢整﹒.林種美蘇英珠

..

位僧人 9觸目鶯心 9急忙用功，
不敢放逸 o嚴重點的，只要一想
到吉德所聞示
「施主一位米，

××我就吃不下。」「 XX 新戶配
方最關閏月」在吃的揀擇上，大家

陸但一兀整

肆佰一兀整﹒.
釋予鍾楊燦

陳基傳黎憶湘

筒子文口口春鳳

伍佰元整﹒.

李月英吳紛梅

••

..

大仰頭爛山 3今生不了道 9披毛
情角 w
一屆」9則每一粒米，頓時變
得比金剛鑽石還難以消化。

賢蔥珠

凶此，出家人過堂用齋，帶有

政李惠

神聖的「使命」。他要對信施負

整整

生報國寸更要對自己生命的參究

旬戶口恥UA4-

林玉陳

探討的是在佛陀教化下的僧侶們化系統等，因此便幅「粥有十利
競相-表現「俯臘文化」、「感官
/見函
是如何處理這維持生命生存的流 ，饒益行人，果報無邊，究竟常
文化」。以上都是佛門研比不上
樂」。若是飯，則幅「三德六味
晨曦透過樹梢，一遍灑大地。庭 鎧?
一般人的地方。
現在且最我一結著台灣寺臣之一 ，供佛及僧，法界有惰，普向供
忱的的花草兒還掛著露珠，屋詹
下的小鳥們如已迫不及待地雀躍 香光寺的齋堂ll任逗軒僧侶們 養」「若飲食時，當顧眾生，禪
的幾
過堂用齋，來探視佛教對生命 悅為食，法喜充滿。」食之三億
在棍子花叢悶，小樹枝輕一鎖了
輕軟、淨潔、如法、六味 苦
地亂放亂比，如同大毆排混一樣一下。恆地，有隻小麻雀快速跳向 、宇宙人生的處理方式及歷代高

一助;一
耐心"!弓，卜也哼哼

」nuvi、一-

U

-?!iRULE
一J
可~J"

梅芳瑩儀元寶元

i

仰臥是活魚三吃，醉蝦生剝，脆皮
過堂用齋，乍看只是一個
全雞，乳鴿一倍烤等血淋淋的防詢 吟唱及安靜的用食過程，
但當你我用心體會時，
佛門中高達的智慧
博偉的情懷卸在

「想衣衣來，山村心食食至」的描寫 當菜吃，做席盛餒，反誼、做鼎盛
也赴如此這般，故如何不是天底

..

過堂最大的特色是莊巔，其嚴
肅的氣氛不下於上般，碗放在碗
該放的地方，搓、筷亦不待無由

海內以圖

你心希鑒活本刊一讓您的親朋好友更進一
步深入佛法的堂奧嗎?

你心希望幫助您所認識的人打崗他生命
的另一扇門嗎?

林林董 t豆豈林貳

對父母、師長，乃至一切眾
jH9

要攝心念佛，要感恩惜一幅
9

..

歡迎您跟我們連絡，只要話朔親友的
姓名地址，我們將代您寄贈一份刊物。

主的處方仟潘仟

有所交待。故在過堂時，要廣修

來海無端 持港華經卷 先看 tF
疋B相
一切女主 走入持比經 歡在昕一袋敬
叫做以千萬種持 J
才a
華經故

封法

確，追求快樂是人們共向的理想
，可是什麼是真正的快樂幸驅呢
?若以為做情享受物慾'盡在聲
色犬馬上打轉是最大快樂，是社
會的最大進步，那麼社會的侈靡

中，去體會深刻的道理!
址界，地球上很多奇異的生物散
全體尪聲合掌，這時候僅管每個
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並
泊爾」外，恐怕別無他屬。
館的原味，自己面對羞自己生命
m喘
r繆
d 繆級弩曳，生存的一意義，完全放下的用一餐居在其中，但深沉的海底是靜一遍
始的叫
怎吵(而?此為佛門一碗飯，是
人面前都已擺好飯、湯、菜輯、
願飯食後，一切眾生所作比自辦，
咀嚼著飯粒的馨香
大下放雌吃，也是最好吃的飯。
水果及糕餅等，但此刻不是舉著
其諮佛法。
。誰說這不是享受中的甘于安?情 平和的嗎?不，海底生物還來不
菜詣的原昧，自己
-鑽
A 進洞趣，就成為另一群水族
「一切有情皆飲食住」 'ι
只有
就食，而是要隨著一聲聲清澈捏
如川是天 F最好吃的飯?君不
調中的情調?
心的法器聲，有板布圳股地稱唱出 培長資益的作品，凡括有對人址指
兌心心次過生，一群山家眾念著沸 面對自己生命生存的意義，
過答的餐點。
或許你要反對說:「人生難得
完全放下的用一餐。誰說
忱 9安詳徐步地踏入齋棠，此時
諸佛翠賢名號，首先是供養代表
幾倒醉」，如必這般一刻苦呢?﹒的 從海洋到空中，由幽谷到高山
這不是享受中的享受?
。鼠、本生存，倆是綴竭的需求衝 真理賞相的情淨法身昆盧遮那佛
3川崎管大討飯燒焦、火正旺，典
情調中的情調?
動是股多大的力量!小至饅蟻、
，再來是因修果滿，一切切德兵
也咐叫心
1 得汗流挾背，心跳加快;
/見諦
足的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以及應

精神，立蘊含了體育的人生哲學

吃山生仿真繭的，捨佛門「過堂

因此之故，佛門的過堂用齋，
有中國傳統的三千禮儀文化，有
對「生命真諦」糊狀而不捨的追究

飯!

品
.•

乃至一切眾生報思，
更要對自己生命的
參究有所交待
訟，人人白吃，古人說

......

心他也」?叫見吃飯是人不學就

..
l 浩華經法師功清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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