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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慧修道，
以慈悲進德，
以忍辱養力，
以布施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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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的美德
â星雲大師

 羅睺羅常常跟隨師父舍利弗在一
起，接受他的開導，在修行上，進步
很快。
 佛陀講經時，舍利弗總是帶著羅睺
羅參加法會；舍利弗靜坐時，羅睺羅
總是跟著坐在身旁；布教時，舍利弗
也把他帶在身邊，讓他學習一些為法
為人的經驗；每天托缽乞食，羅睺羅
更是跟在舍利弗身後，在僧團中被譽
為第二佛陀的舍利弗，實在是羅睺羅
最好的恩師。
  有一次，羅睺羅跟舍利弗在王舍城
乞食，路上遇到一個流氓惡漢，那個
惡漢用沙投進舍利弗的缽裡，並且用
棍棒打破羅睺羅的頭。羅睺羅頭上的
鮮血，一滴一滴的流下來。
  惡漢見了不但不知錯，還罵道：「
你們這些沙門，總是托缽為生，滿口
慈悲忍辱，我打破你的頭，看你能把
我怎樣？」
 十七八歲的羅睺羅，現出咬牙切
齒的面容，但舍利弗安慰他道：「羅
睺羅！如果你是佛陀的弟子，應有忍
辱的精神，心中不懷瞋恨的毒，當以
慈悲憐愍眾生。佛陀常教誡我們，有
榮譽的時候，不能使心高舉；受侮辱
的時候，不能使心生恨。所以，羅睺
羅！壓制著憤恨的心，嚴守忍辱，世
間上沒有比忍辱更有勇氣的人，天上
人間，不管多大的力量，也不能勝過
忍辱。」
 羅睺羅聽完師父舍利弗的開示，默
默的走到水邊，水裡現出他的顏面，
他用手掬水洗去血跡，然後用布巾把
傷口紮起來，見到這情形的舍利弗，
心中既安慰又難過。
 羅睺羅忍耐著，仍然走在舍利弗
的身後，跟著托缽乞食，在回來的
途中，羅睺羅對舍利弗說道：「我想
到剛才的疼痛，此刻已不把它放在心
上，不過，這世間有著太多的惡人，
到處都遍滿了可厭的事物。我不對世
間生氣，只想到世間上沒有辦法的人
太多。佛陀開示我們對人、對世間要
有大慈大悲，但世間上狂暴的人就欺
侮我們；沙門比丘守忍積聚高德，而
狂愚的人反而輕蔑我們，他們反而尊
敬那些殘酷的人。佛陀真理慈悲的教
示，他們倒反而以為是臭的死屍，天
降甘露給豬，豬還是愛吃臭的東西，
住在臭的地方。佛陀所宣講的真理，
慈悲的言教，對那些兇惡以及沒有善
根的人來說，也沒有什麼效果。」
  羅睺羅第一次把自己的修行，以及
對世間的看法，向師父提出報告，舍
利弗聽後很歡喜，把羅睺羅在路上說
的話，回來告訴佛陀，佛陀也非常高
興，稱讚羅睺羅今天很好，對惡人的
態度，應該那樣；對世間的看法，就
是如此。
 佛陀又再說道：「不知道忍的人，
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瞋世恨人，
是背法遠僧，常墮於惡道之中輪迴，
能忍惡行才能平安，才能消除災難之
禍。有智慧的人，能見到深遠的因
果，克服瞋心，多行忍辱，佛法的精
神、佛法的真義，和世俗的看法不
同。世間上認為珍貴的而佛法認為下
賤，佛法認為好的、對的，而世人不
肯實行。忠與佞不能相容，邪的嫉妒
正的存在，惡的不喜善的並行。貪欲
的人不高興無欲之行，在這些情形之
下，修道者唯有忍辱，忍是助道的增
上緣，可使你早證聖果；忍像大海中
的舟航，能夠度一切災難，忍是病者
的良藥，可救人的生命之危。我能成
就佛陀，獨步三界，受人天的敬仰，
是因為我的心能夠安穩，知道忍辱德
行的可貴。」
 羅睺羅被惡人無緣無故的把頭上
打了出血，而他在血氣方剛的少年
時代，就能像聖者一樣的忍辱，給師
父很大的安慰，給佛陀很大的歡喜，
並且能夠引起佛陀對忍的說法，舍利
弗聽了非常感動，羅睺羅聽了含著眼
淚，更感激佛陀。摘自《佛教叢書．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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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â慧寬法師

  關於「忍辱」之義，《瑜伽師地
論》卷十七提到：「云何忍辱？
謂，由三種行，相應知：一、不忿
怒；二、不報怨；三、不懷惡。」
《大智度論》卷十四亦提到：「行
者欲令戒德堅強，當修忍辱。所以
者何？忍為大力，能牢固戒，令不
動搖。」可見，「忍辱」需具備「
不忿怒、不報怨、不懷惡」等三種
特質，而若欲從戒定慧修習得力的
行者，更應當先行忍辱，因忍辱能
令「戒德堅強」且「能牢固戒」而
不動搖。
  課文中的羅睺羅，被惡漢用棍棒捶
打，頭破血流，因而生氣咬牙，舍
利弗即時勸導他：「如果你是佛陀
的弟子，應有忍辱的精神，心中不
懷瞋恨的毒，當以慈悲憐愍眾生。
」羅睺羅因而忍下這難忍的污辱。
佛陀得知後，讚嘆他並開示：「不

知道忍的人，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受
用，瞋世恨人，是背法遠僧，常墮
於惡道之中輪迴，能忍惡行才能平
安，才能消除災難之禍。」更說出
自己所以能成佛，為三界導師，受
人天敬仰，正是因為心能安穩，知
道忍辱是可貴的德行，故而證得無
上正等正覺。
  佛學院中，師長時時提勉的「人間
佛教」，強調在生活中修行，正是
具備「不忿怒、不報怨、不懷惡」
三種特質，能令我們在佛道上戒德
堅進，菩提增上不退。同學每天出
坡作務、過堂吃飯、人際互動、掃
灑應事等點滴功德，無一不為圓滿
最後的無上士而積累，而當中的
各種忍辱增行，讓吾人在成佛之道
上，具足更多度眾證覺的資糧。
  《星雲法語》中提到，「忍耐是一
種力量。我們跟人相處，不可能事
事順心如意，遇到事情，首先要能

忍之於口，不隨便用口謾罵；再忍
之於面，進而忍之於心，不僅臉上
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甚至心中一
點都不介意」，忍辱實是得證佛果
的可貴德行，行者怎可不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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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Buddhist Terms】

p「忍辱」需具備「不忿怒、不報
怨、不懷惡」等三種特質。

Seven Noble Treasures 七聖財（中）
â佛光大學佛教研修院碩士班

  3. Diligence. The sutra states, 
“If laypeople are lazy, they will 
lose all the worldly benefits; 
and if monastics are slack, they 
will lose the Dharma treasure.” 
Lazy and slack are serious ill-
nesses in human life; therefore, 
one must always be diligent to 
overcome it.
 3.精進：經中說：「在家懈怠，失
於俗利；出家懈怠，喪於法寶。」人
生最大的毛病即是懈怠懶惰，因此需
要以精進克服。
  4. Upholding Precepts: Precept 
is a code of conduct, rule, and 
it is a standard for behavior. It 
is like a railway track that can 
guide our mind and body to the 
right moral track, and towards 
the great path of nirvana (ulti-
mate liberation). The fundamen-
tal spirit of precepts is not to 

offend; As long as you do not 
offend but benefit others, then 
you are upholding the precepts. 
This is in fact,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Buddhism of ceasing the 
unwholesome, and practicing the 
wholesome.
 4.持戒：戒律是行為的標準、是品
德的規條。如軌道引導身心走向正確
德行之道，並朝向無上解脫道。戒律
的根本精神是「不侵犯」，不侵犯而
利益他人即是持戒，即是佛教實際上
「斷惡修善」的基本精神。 
  5. Shame{1}: One feels shame, 
thus one does not do any wrong-
doings. When one approaches the 
unwholesome dharma, shameful-
ness arises in the mind. This 
is shame. The Sutra of Buddha’s 
Bequeathed Teachings describes, 
“The garment of shame is the 
upmost dignity{2}.” One who is 
able to feel shame because of be-
ing unknowledgeable, being inca-

p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懈
怠，喪於法寶。

â樓雲楓

 踏上佛光山雲居樓一樓齋堂，會
發現一群穿湛藍色圍兜、身手矯捷
的男女青年們，忙著擦桌子、排碗
筷、擺盤子、拿工具，推著餐車在
大寮與齋堂間來回；在選佛 場、麻
竹園、朝山會館、華藏玄門、大雄
寶殿旁或如來殿開山紀念碑前，也
會看見他們敲擊香板，板聲漸進加
速，他們就是負責行堂的叢林學院
學生。
 所謂「行堂」，就是為大眾添飯
菜、裝茶水的作務者。女眾學院旁
的檀信樓有句對聯：「吃現成飯當
思來處不易，說事後話唯恐當局者
迷。」每道飯菜皆眾多因緣和合而
成，大眾能否用得歡喜，吃出功德
來，行堂人員扮演重要的角色。
 學院新生剛開始行堂時，老師、
輪組組長總會提醒，行堂的時候要
有供養心，動作要快、要準，否則
大眾要等很久；動作要輕，鍋碗
瓢盆才不會發出聲響而干擾大眾用
餐；發菜要利和同均，才不會讓吃
飯的人起分別心；菜放到盤子裡，
樣子要好看，讓人看得歡喜，口中
吃出珍味。
  有位同學曾經這樣形容，行堂的時
候要有老鷹的眼睛，遠遠就要看到
大眾需要什麼；要有兔子的速度，
才能快速抵達需要添飯菜者的面
前；要有猴子的敏捷，添加飯菜時

pable, being insufficient, and 
being impure, then one’s moral-
ity and character will improve.
 6.慚愧：因為有慚愧，才不會造
惡。當在面對惡業時產生羞慚的心
理，即是慚愧。《佛遺教經》說：
「慚恥之服，無上莊嚴。」人若能
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
不會、恥有所不淨，則其道德人格
方能提昇。

【Key Words】1. Shame：慚愧。3. 
The Sutra of Buddha’s Bequeathed 
Teachings：《佛遺教經》。The 
garment of shame is the upmost 
dignity：慚恥之服，無上莊嚴。

認識佛學院
歡喜供養心－行堂
才能又快又準，不會灑滿桌子。
 行堂時要注意的點點滴滴，看似在
服務大眾，事實上，獲利最多的卻是
行堂人員自己。
 在經典十供養中提到，供養飲食
者，能夠壽命綿長，相貌莊嚴，身心
安樂，而且辯才無礙。多聞第一的
阿難尊者過去生曾因供養飲食給一位
沙彌，令沙彌用功辦道，而 感得聽
聞佛法記憶不忘的果報。星雲大師也
說，人皆有一個可貴的東西，那就是
「同理心」，行堂時，若能把每一個
人當作是一尊佛，設身處地為他人著
想，用一顆 平等、清淨的心供養，
那麼用餐者必能感受到，生起無限的
歡喜心。（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