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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佛學院

食存五觀－過堂
上亭芳子

  人在一天之中，要花多少時間打理
三餐？一年之中，要付出多少努力溫
飽這張肚皮？吃飯，可說是生活中很
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們「會」吃飯
嗎？  
  佛門齋堂又稱「五觀堂」，吃飯稱
為「過堂」。齋，有莊嚴潔淨的意
思，即看到美味的、符合自己心意的
食物，要不起貪心；看到不喜歡吃的
東西，也不起瞋心。《禪林象器箋叢
軌門》說：「僧眾入齋堂進食，不著
不貪，是為過堂。」　　
  吃飯，在佛門中也是一堂修行的功
課。叢林學院學生手冊裡規定，二時
粥飯，正意受食，不可以有喜、厭、
增、減之心，一旦收進來的飯菜就必
須用完，連飯渣菜屑都不可以浪費。
倘若身體狀況不能食用的食物，應先
向師長報告或申請「退菜卡」，不
能隨意退飯菜；用飯時，要如「龍含
珠，鳳點頭」，把眼睛收好，不得左
顧右盼，雜語嬉笑；碗箸盤子應輕舉
輕放，不可發出聲響；坐的時候，只
坐半張椅子，不得駝背。
　想想，一頓飯須積集多少因緣而
成，除了感恩、惜福之外，更要在道
業上精進用功，否則就辜負信施的供
養，來生可能要作牛作馬償還。佛光
山舊齋堂檀信樓門口的對聯「吃現成
飯當思來處不易，說事後話唯恐當局
者迷」，實是提醒大眾的珠璣良言。
  長老法師們也常說，齋堂外懸掛的
雲板，代表過堂的心態要像雲輕鬆自
在，不帶牽絆與染著，也不評議飲食
好惡，猶如禪宗「百花叢林過，片葉
不沾身」般灑脫，才是修道人應有的
態度。
  除了感恩心，吃飯時還必須有著隨
緣、平等的心，才能嘗到食物的真滋
味，才能體會人與食物之間，達到合
一的境界。吃飯，還真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呢！（摘錄）

西來寺短期出家修道會過堂一隅。

佛光大學佛教研修院碩士班

  6.  Generosity: Sharing others 
with whatever you own is called 
generosity. For example, for the 
sick and poor, offering them with 
food, clothing, medicines, money, 
and so forth, is called “generos-
ity of materials.” Transmitting 
your skills, talent, and experi-
ence to others that allow oth-
er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and 
gain wisdom is called “generos-
ity of Dharma.” Also not adding 
to others’ suffering and fear, 
but helping others relieve from 
their worries is called “gener-
osity of fearlessness{1}.”
  6. 布施：與他人分享自己所有的
稱為「布施」。例如，對老病者布施
飲食、衣物、醫藥、錢財等等，稱為
「財布施」。傳授技藝、才能與經
驗，讓他人能了解真理增長智慧，
稱為「法布施」。不增添他人痛苦與
恐懼，而減輕他人煩惱，稱為「無畏
施」。
  7.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2}: When the mind is con-
centrated and is not scattered, 
it sees all dharmas; it is known 
as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is the essence of wisdom, while 
wisdom is the function of medi-
tative concentration. Both are 
like gold and vessel, lamp and 
light, as well as water and wave,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re neither by itself nor apart. 
People who learn Buddhism often 
possess a pure mind. Naturally 
a concentrated mind will produce 
wisdom, and within wisdom, there 
is concentration. Having medita-
tiv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one can then be liberated from 

rebirth. Therefore, to learn 
Buddhism one must cultivate vir-
tue,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7.定慧：當意識集中不散亂，而徹
見諸法，稱為定慧。定慧是智慧之
體，而智慧則是定慧之用。兩者如
金與瓶、燈與光、水與浪，能彼此互
補，不即不離。學佛者經常保持清淨
心，集中的意識自然可產生智慧，智
慧中亦有定。擁有定與慧，則可自輪
迴解脫。因此，學佛應修習戒、定與
慧。
  Belief in the Dharma is already 
a treasure! Worldly treasures are 
limited, have certain amounts, 
and are not transcendental. In 
addition, it will vanish one day. 
Only the transcendental treasure 
is in perpetuity. Thus, if one 
seeks for wealth, one must seek 
for the Seven Noble Treasures.
  信仰佛法已是一種財富。世間財寶
有限、有量、有質礙（世間的），終
有一日會消失。只有出世間的財富才
能永存不滅。因此，若要尋找財富，
應該要追尋「七聖財」。

註:
{8}Generosity of fearlessness：
無畏施
{9}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定慧

探究前世的宿命，

不如把握眼前的善緣；

追查來世的因果，

不如謹慎當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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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難得
星雲大師

人身難得
  經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
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
何生度此身？」
  得生人身到底有多難呢？有一天，
佛陀告訴比丘們：「譬如所有的大
地都成為大海，大海中有一隻瞎眼
的海龜，牠的壽命長達無量劫，每
隔一百年，盲龜就把頭浮出水面一
次。大海中有一截只有一個圓孔的
木塊隨著海水漂流，隨著風浪忽東
忽西。像這樣，海龜每一百年把頭
浮出海面一次，牠能夠恰好穿過浮
木的圓孔嗎？」
  阿難回答：「很難！佛陀！因為這
隻盲龜如果游到大海東邊，也許浮
木此時已隨著風浪漂到大海西邊。
如此東西南北，漂流不定，盲龜與
浮木能夠相遇的機會實在是很渺
茫。」
  佛陀告訴阿難：「盲龜與浮木雖然
互相違遠，但是有時還能相遇。愚
痴的凡夫漂流於五趣六道、生死輪
迴的苦海中，欲得人身，真是比盲
龜穿浮木還困難呢！」
 「佛陀！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眾生不行其義、不行法、
不行善、不行真實，展轉互相殺
害，強者欺凌弱者，造作無量罪惡
的緣故。因此，比丘們！對於苦、
集、滅、道四聖諦的真理尚未體解
的人，應當勤作方便，發起增上生
心，精進修行，不可懈怠。」
  比丘們聽了佛陀的開示，都以人身
難得，應當精進修道來自我惕勵。
  佛說得人身如爪上泥，失人身如大
地塵。已得人身的我們，應該善用
人身，勤修戒定慧，進而證得清淨
的法身。

少壯當努力
  一天上午，阿難跟隨佛陀到舍衛城
弘化，途中見到一對身形佝僂、衣
衫襤褸的老夫婦，瑟縮著身，蹲在
正燃燒著的垃圾堆旁取暖，眼中不
時流露出悽愴悲涼的眼神。
  這時佛陀問阿難：「你看見那一對
老夫婦嗎？」
  阿難回答：「是的，佛陀！」
  佛陀告訴阿難：「這一對年老的夫
婦，在他們人生的第一階段－年少
的時候，如果能夠發憤圖強，努力
創業，必然可以成為舍衛城中的首
富；如果能出家學道，精進修行，
必然可以證得阿羅漢果。其次，在
人生的第二階段－盛壯之年，如果
能夠繼續如是精進，必然能成為地
方富豪，或是證得阿那含果。再其
次，在人生的第三階段－中年的時
候，如果能夠持續精進，必然能夠
豐衣足食，或是證得斯陀含果。末
後，在人生的第四階段－年老的時
候，如果能夠不倦不怠，至少能夠
衣食無缺，或是證得須陀含果。但
是他們至今老態龍鍾，一事無成，
既不能過著安定的生活，也不能精
進證果。」
  佛陀接著說：「一個人年少時不修
清淨梵行，也不開創事業，到頭來
就如老鵠鳥棲止在空池，死守著池
子，了度殘生；盛壯時不修清淨梵
行，也不開創事業，到如今只有拖
著彎曲如弓的身形，淒涼地度過晚
年，徒然追憶昔日的風光而不勝唏
噓。」
 「所以，阿難！人生當珍惜少壯
時光，否則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啊！」佛陀不忘補充一句，語氣
中充滿了對眾生的悲愍。摘自《佛
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3/30         觀音菩薩聖誕紀念日「午供」、「朝山」

3/31         清明法會「水懺」

4/1~5       西來學校春假營

4/6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4/7           人間音緣卡拉OK歌唱比賽─初賽、社會關懷組

                老人院探訪、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4/14         玫瑰陵春季祭典三時繫念

4/26-27      精進三日禪

老師的話慧寬法師

 〈盲龜洞天〉是佛弟子相當熟
悉的經典故事，強調沉淪三界的眾
生，因為「不行其義、不行法、不
行善、不行真實，展轉互相殺害，
強者欺凌弱者，造作無量 罪惡的緣
故」，所以難得人身。盲龜與浮木
相互違遠，但還能有相遇之時，可
是漂流六道、苦海輪迴的愚夫，若
想得人身，比盲龜穿過浮木還困難
啊！
 要得人身如此之難，已得人身的
我們，如果又沉迷世間六塵五欲，
只知坐享現世之福，不想再修來生
之報的話，福報受盡之際，也是閻
王催命號角響起之時。面對無常大
鬼的拘索而身不由己，才悔不當初
應修行，怎不令人不勝唏噓呢！
 如同課文中那對年老的夫婦，不
管是在人生任何時段，若能於世間
法努力精進，可成富豪或至少衣食
無缺；若能於出世法精進修道，則
可成就阿羅漢或至少證得初果。但
他們卻因為安逸苟且，又不精進修
行，以致於一事無成，只能度過淒
涼的晚年。

 所以《星雲說偈》提到：「生而
為人，要懂得修持；即使是天人，
若只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持，
福報享盡時也會墮落。我們已得人
身，如果不趁早精進修持，在這一
生消逝前求得度脫的話，將來要向
何處超度此身呢？」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生死大
事」，我們應時時善思念之，更要
珍惜年少的時光，好好努力精進，
才不致落得「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傷悲」。《長 阿含經》卷二十中提
到，人勝過梵天三項殊勝之處，即
「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
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
勇猛強記，佛出其土」，「記憶、
梵行、 勤勇」，就是「人」之所以
能解脫乃至成佛的主要因素。

 佛學院正是讓想要「勤勇聞記、
精進梵行」之人，能全身心修道的
「殊勝淨土」，尤其是年滿十八到
三十五歲的有心人，更應該把握勤
修學習的因緣，增上精辦處世為人
之道，未來重回社會服務時，對家
國及眾生回饋己力，並圓滿菩薩善
修的今世身。

【第44講  課文】

人間佛學院

【Basic Buddhist Terms】

人身難得，應該善用人身，勤修
戒定慧，進而證得清淨的法身。

Seven Noble Treasures 七聖財 (下)

信仰佛法已是一種財富，只有出
世間的財富才能永存不滅。因此，
若要尋找財富，應該要追尋「七聖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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