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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上亭芳子 

  在寺院中，掌管佛堂焚香、燃燈
者，稱為「香燈」。香燈的工作非
常瑣碎，例如擦佛桌、上香、上供
水、排拜墊、準備經本等，舉凡殿
堂內的工作皆要處理，並且要負責
打板，叫醒大眾。禪堂內的維那師
是「大眾慧命，在汝一人，汝若不
顧，罪歸汝身」；香燈也是一樣，
必須在時間內做好一切事情，才不

做大事要有魄力，

做小事要能細心，

做難事要肯忍耐，

做善事要求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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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能致勝
â星雲大師

  行兇的人不能勝人，唯有行忍辱的
人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有一次在般若會上，佛陀知道須菩
提已經斷除人我的執著，但大慈大悲
的佛陀，仍然苦口婆心引出自己修
行的事跡，以增加須菩提行「無相布
施」和「無我度生」的信心。
  佛陀像是回憶似的追述著往事道：
須菩提！在我過去生中，有一次在深
山裡修行，有過這麼一段經過：
  我盤腿靜坐在一棵大樹下，閉目思
維著宇宙的奧祕，和人生的起源。四
周和風習習，花卉吐露著幽香，忽
然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響起，我睜眼一
看，原來是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
娘。
  她們穿著宮妃的服飾，珠光寶氣，
一看就覺得她們若不是天上的仙女，
也一定是人間的王妃。她們手拉著
手，嬉笑著走到我的面前，向我問
道：「修道者！在這樣深山叢林裡，
你怎麼一個人坐在這裡修道呢？難道
你不怕虎豹豺狼來傷害你嗎？」
  我向她們點點頭，端坐著身子回答
說：「尊貴的女士們！在這座深山裡
修行的確是我一人，修行並不一定要
很多的伴侶。人有慈心，毒蛇猛獸不
會來傷害。在城市裡，金錢美色、苛
政權威就如同山間的虎豹豺狼。」
  嬪妃們頓時一改撒嬌的態度，很恭
敬的向我請求說教。我摘了一朵小紅
花，又繼續說道：「女士們！人生本
來應該追求快樂，但快樂也有真實的
和虛假的、有長久的和短暫的。可是
人被虛假和短暫的快樂所迷惑，像這
朵小紅花開放得雖然很美麗，但它並
不能永遠吐露芬芳。青春和美麗、力
壯和健康，都不足依賴。人生貴在學
道，求得生命的昇華，求得生命的擴
展，那才是要緊的大事。」
 我正這麼說時，一個王者裝束的
人，手提寶劍從草叢中奔來，他走到
我的身前，大聲的喝罵我：「你是什
麼人？竟敢大膽調戲我的宮妃？」
 「大王，請問你叫什麼名字？不要
這麼侮辱人。」我看他來勢凶猛，心
平氣和地對他說：「你像在大夢中過
日子。」他厲聲說：「威名遠震的我
─歌利王你都不認識？難怪你膽敢誘
惑我的宮妃。」
 「大王！請不要這麼說，修道的人
行忍辱，不願回罵，但你如此造口
業，將來一定不好。」「你行忍辱？
我來支解你的身體，看你還說行忍辱
嗎？」
 須菩提！就這樣，我的眼睛、耳
朵、鼻子、兩手、兩足，都一一的被
歌利王割下，為了度生，為了對眾生
行慈，我一點瞋心都沒有。我從無我
度生的精神中，慢慢累積我的福慧，
莊嚴我的佛果。歌利王墮落了，我成
就佛果了。須菩提！行兇的人不能勝
人，唯有行忍辱的人才是最後的勝利
者。
 須菩提聽完佛陀往昔因中修行的一
段事跡，非常感動，他體會到最高的
無我真理，他獲證到甚深的空慧。
  不能忍辱的人，修行就不能成功。
摘自《佛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4/26-28     精進三日禪
5/4-5       西來寺BBEP佛誕節教育特展
5/5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佛光西來大男童軍宗教課
5/10        大悲懺法會
5/11-12     西來寺BBEP佛誕節教育特展
5/12        西來寺浴佛法會、甘露灌頂皈依三寶典禮
5/19        南加州佛教界聯合慶祝佛誕節大會

老師的話â慧寬法師

 忍辱是六度波羅蜜之一，也是吾
人行菩薩道必修的工夫。課文中一
句「不能忍辱的人，修行就不能成
功」，猶如醍醐灌頂，提醒行者「
忍辱」的重要。
  歌利王的故事在《金剛經》也有記
載，世尊往昔曾為忍辱仙人，修行
忍辱波羅蜜，因遭歌利王誤會調戲
宮妃，被歌利王支解身體，眼睛、
耳朵、鼻子、兩手與兩足一一被割
下。但修忍辱的仙人，對惡意傷命
的眾生行慈，一點瞋心都沒有，最
後成就佛果。
  《六度集經》卷五，也有一則菩薩
度眾行忍辱的故事。往昔有一隻獼
猴，常懷普慈、拯濟眾生的心，有
一次在深山採果時，看見有人深陷
山谷，大聲呼喊求救，獼猴聞聲，
流下慈悲的眼淚，心想此人不出山
谷必定困死，因此發心進入幽谷
中，把這人背在身上，再攀草上山
離開山谷。
  獼猴把救出的人放在平地上，指示
他離開的道路後，因為極度疲勞，
便就地閒臥而息。沒想到被救的

人因為受困數日，饑餓難當，竟然
起了惡心，想殺害獼猴來充饑。他
拿起一塊大石頭，猛然槌打獼猴的
頭，獼猴痛得驚醒過來，因血流遍
地，暈眩不支而倒在樹幹上。
  獼猴救人反遭殺害，卻毫無瞋恚之
心，反而慈悲哀愍此人懷惡，無法
救度，牠當下發誓：「願我無法度
化的人，來世能常逢諸佛，受法得
度，世世莫有念惡，如同此人。」
  故事中的獼猴，即釋迦牟尼佛的前
生，而陷入山谷的惡人，即提婆達
多。可知，菩薩度眾要慈心不瞋，
須行如是忍辱波羅蜜，才能究竟圓
滿菩提。
  我常強調，佛學院生活中有種種規
矩，上殿、過堂、出坡、作務等，
都要集合排班，師長不斷的口頭叮
嚀，主要為了要訓練同學學習「忍
耐」，培養能夠荷擔如來家業的菩
薩大力。
  大師在《人間佛教叢書‧佛教與青
年》提到：「如果我們要為未來的
佛教、未來的眾生擔當重責的話，
必須先學忍耐；忍耐的力量有多

大，將來事業的成就便有多大。事
實上，能忍的人，並不是懦夫，反
之，忍是勇敢的、是有力量的。忍
是一種犧牲，是一種定力，能培養
這種定力和犧牲的精神，才能增長
品德，未來的事業也才能成功。」
 大師這番話，實在是「忍能致勝」
的最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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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行兇的人不能勝人，唯有行忍辱
的人才是最後的勝利者。圖為敦煌
石窟歌利王割截忍辱仙人之壁畫。

The Four Stages of Mindfulness 四念處（上）
â佛光大學佛教研修院碩士班

  Just before the Buddha entered 
parinirvana{1}, the four groups of Bud-
dhist disciples{2} nominated Ananda to 
ask the Buddha the following question, 
  佛陀在進入無餘涅槃前，四眾弟子
推舉阿難尊者問了以下問題：
  “Buddha! When you are alive in this 
world, we rely on you to peacefully 
abide{3}; after you enter parinirvana, 
onto what should we rely to peacefully 
abide” The Buddha replied compassion-
ately, “After I enter parinirvana, every-
one should rely on the Four Stages of 
Mindfulness to peacefully abide!”
  「佛陀！您住世的時候，我們依您
安住，您涅槃以後，我們依甚麼而
安住呢？」佛陀慈悲回答：「在我
進入無餘涅槃後，你們應該依四念
處為安住」
  What are the Four Stages of Mindful-
ness?
  什麼是四念處？
1. Contemplating the body as impure{4}: 
A human body is mortal flesh combined 

together by the accumulation of Four 
Elements{5} and Five Aggregates{6}.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rts of 
the body are impure. It includes skin, 
bone, blood, flesh, phlegm, tears, urine, 
feces, and so on. 
1.觀身不淨：人的色身是由四大與
五蘊所和合積聚。身體內外皆不
淨，包含皮、骨、血、肉、痰、
淚、尿、糞等物。
  When one wakes up, one’s mouth 
would be filled with sticky saliva which 
is very filthy. After one gets drunk, filthy 
masses from the internal organs would 
be vomited out. When one is sick, rot-
ten sores and tumour would burst with 
pus and blood. 
When one goes 
to the toilet, the 
body release ex-
crement and urine 
which smells very 
unpleasant.
  當人醒覺時，
口中充滿骯髒濃
稠的唾沫。在人
酒醉後，會嘔吐

出胃內的穢物。當人生病時，潰爛
的囊瘡會流出膿血。在人如廁時，
排泄物臭氣沖天，令人不悅。

【Key Word】
1. parinirvana：無餘涅槃，指佛陀肉
體之死。2. Four groups of Buddhist 
disciples：四眾弟子，指構成佛教
教團之四種弟子眾，即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或僅指出家
四眾，即比丘、比丘尼、沙彌、沙
彌尼。3. rely on…to peacefully abide：
依…安住。4.Contemplating the body 
as impure：觀身不淨。5.Four Ele-
ments：地水火風之四大。6. Five Ag-
gregates：色受想行識之五蘊。

菩薩的侍者－香燈

p在寺院中，掌管佛堂焚香、燃燈
者，稱為「香燈」。香燈早上比別
人早起，晚上卻常比大眾晚睡，但
也因此培養出耐心、細心、用心與
慈悲心。

p佛陀涅槃像。佛陀紀念館「佛陀的一生展」

會耽誤大眾的法身慧命。
  叢林學院負責打點大悲殿，因此學
院的學生都有到大悲殿擔任「香燈」
的機會。當冬季寒流來襲，所有人都
還在暖暖的被窩作著酣甜的夢時，香
燈同學必須捧著海青、縵衣，躡手躡
腳地離開寮房，登上大悲殿，此時天
空中，仍高掛一輪明月或滿天星斗。
  香燈早上比別人早起，晚上卻常比
大眾晚睡，因為晚課後，要負責關殿
門並且整理殿內，工作很繁瑣，但也
因此培養出耐心、細心、用心與慈悲
心。
  觀世音菩薩循聲救苦，是眾生的義
工；大悲殿的香燈，是菩薩的侍者，
更是「義工的義工」。曾經有人問學
院創辦人星雲大師：「為什麼大家都
喜歡為你做事？」大師回答：「因為
我從不高高在上，發號施令，總是先
做『義工的義工』。」
  大師回憶四十多年前，在宜蘭辦慈
愛幼稚園以及編《幼獅雜誌》時，若
有人發心協助，他會先準備好用具，

還不時為他們沏茶、煮麵條、準備
點心，甚至晚上睡覺時， 枕頭、
被單都是洗好、燙好的，整整齊齊
摺疊在臥榻上。大師說，當他們開
始工作時，他好像侍者一樣，隨侍
在側，聽從吩咐，這就是義工，也
是菩薩的精神，是叢林學院學生必
須效法、學習的榜樣，這或許就是
「智者以德服人」的涵養吧！（摘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