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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初耕兔子 

  您多久沒有靜下心來，與自己心靈
對話？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平日
除了早晚課誦以及早齋、午齋及藥石
佛門必修的五堂功課外，還有專屬個
人的「修持」時間，同學會善用零碎
時間，與自己的心對話或是與菩薩
接心。
  在佛門生活中，十分重視威儀的養
成，威儀具足可以度眾，並能收攝身
心。然而，如果常常胡思亂想，要在
行住坐臥中保持威儀，就很難做到！
因此「定課」很重要，找到和自己最
相契的修持法門，並且持之以恆，才
能在遇到困境時，穩定紛擾的心思，
冷靜面對考驗。
  每天上午十點一到，叢林學院的同
學紛紛到自己修持的地點，開始專心
用功，無論教室、禪堂或大悲殿內，
都可見到精進用功的學生。每個人都
有屬於自己的用功方式，常見的有「
念佛」、「持咒」、「拜佛」、「誦
讀經典」、「抄經」、「坐禪」等。
不論哪一種修持，都能讓心念專注於
當下，專注的念佛、持咒，專心的讀
經、抄經，專注的拜佛、專心的坐
禪。專注，能讓頭腦冷靜下來，讓心
念不亂紛飛，讓心性安穩，然後再

將安住的心延伸至行、住、坐、臥
之中。
  有很多人認為，只有利用完整的時
間才能修行，唯有在殿堂內、蒲團上
才能稱得上在修行。其實不然！叢林
學院創辦人星雲大師對於修持，下了
如是注解：真正的修持，應從生活行
為中，表現戒定慧；在語默動靜裡，
息滅貪瞋癡。大師又說：不在念佛、
拜佛、誦經、打坐的時候，心裡直打
妄想，起貪瞋痴；不以沽名釣譽的心
而行布施，此刻的佛法才是真佛法！
    叢林學院的學生如是依著星雲大
師的理念，學習如何在忙碌的時候，
依舊保持自己的修持，實實在在學習
做一個將佛法、修持融入生活中的修
行者。（摘錄）

以戒生活，
以慈待人；
以忍處事，
以緣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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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有四品
â星雲大師

 朋友好比一面鏡子，善友可以規
過勸善，惡友可以引以為鑑，自我
警惕。世上有人因為交友不慎，不
辨善惡，而誤入歧途，因此不可不
慎。
  有一天，一位信徒請問佛陀：「如
何才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佛陀告訴他：「友有四品，不可不
知。」
 「那四品呢？」信徒問。
 「有友如花，有友如秤，有友如
山，有友如地，是謂四品。」
  佛陀接著說：「何謂如花？好時插
頭，萎時捐棄；見富貴附，貧賤則
棄，這是花友。
  何謂如秤？物重頭低，物輕則仰；
有與則敬，無與則慢，這是秤友。
  何謂如山？譬如金山，鳥獸集之，
毛羽蒙光，貴能榮人，富樂同歡，
這是山友。 
  何謂如地？百穀財寶，一切仰之，
施給養護，恩厚不薄，這是地友。
」
 「這四種朋友，我們該如何選擇
呢？」信徒再問。
  佛陀說：「前二者，攀富貴，棄貧
賤，有贈則尊敬，無贈則怠慢，都
是嫌貧愛富的酒肉朋友，不能視為
知己。後二者，能把歡樂給人，衛
護一切眾生，恩厚不薄，這才是我
們所要交往的朋友。」
  一天，佛陀和難陀尊者經過街市，
在一家魚舖門口停下來，佛陀對難
陀尊者說道：「難陀！你到魚舖裡
去，用手摸一摸舖在魚上的茅草。
」
  難陀就依照佛陀的話去做，佛陀問
道：「難陀！你嗅嗅你的手，看看
手上有什麼氣味？」
  「佛陀！腥臭難聞！」難陀聞後回
答。
  佛陀說道：「難陀！若人親近惡知
識，交惡友，好比手沾腥臭，雖然
時間短暫，因為惡業染習，他的惡
名就會遠聞了。」
  佛陀和難陀又走到一間香店，對難
陀道：「難陀！你去店裡乞化一個
香囊來！」難陀依教。
  難陀回來後，佛陀說道：「難陀！
你把香囊放下，嗅聞你的手，看又
有什麼氣息？」
  難陀聞後，笑著說：「佛陀！我的
手上香氣微妙。」
  佛陀說教道：「難陀！若人親近善
知識，常常跟他學習，如同手握香
囊，習染其德，賢名遠聞。所以，
難陀！你今後要多和舍利弗、目犍
連他們在一起，他們的賢德也會影
響你變成賢德的人。」
 善友如香囊，親近他可以感染對
方德行的馨香；惡友如魚臭，不幸
結交，則和對方沆瀣一氣，惡名昭
彰。結交朋友，怎能不謹慎？摘自
《佛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6/1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6/2         佛光合唱團公演、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6/10-8/1     佛光西來學校暑期課程
6/15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6/16        父親節感恩祈福暨壽誕之禮、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6/21-23      佛光兒童夏令營

老師的話
â永固法師
  課文中，佛陀告訴我們，如何選擇
朋友。
 有的朋友把你當裝飾的花朵，你
有利用的價值，他就拿來戴上；一
旦凋萎無用，他就即刻丟棄。有的
朋友就像磅秤一樣現實，他要先秤
過你的斤兩，才決定要怎麼跟你往
來。
 有的朋友就像一座寶山，他自己
的生命非常豐富，你親近這樣的朋
友，你也跟著充實起來。有的朋友
則如大地一般，能長養一切善法，
擁有這樣的朋友，才是真正可以信
賴、學習的善知識。
  其實，我覺得這堂功課還可以反過
來看，我們與人交往，自己又是屬
於哪一品的朋友呢？是現實的，只
想利用別人的？亦或關照、提攜別

人的人呢？
 在社會上，你會算，別人比你更
會算，但算計來、算計去，最後在
精疲力盡的生活步調中，失去了單
純喜悅的生命本質。倒不如提起勇
氣，努力做好人，在成就別人的同
時，完成自己的菩薩道。
  各位可能訝異，做好人還要很勇敢
嗎？當然是的，不但要勇敢，還要
帶點傻勁，才能貫徹大師說的「三

好」：身─做好事，口─說好話，
意─存好心，這可是三業大修煉
呢！修煉得好才能成為別人生命中
的貴人。
  我之所以強調要有勇氣，實在是現
在社會的價值觀太混亂了，一昧標
榜虛華的「名牌」，而忽略了信用
的「品牌」。只講究名牌，就會有
官大學問大，有名不怕是好名或壞
名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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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善友如香囊，親近可以感染對方德行的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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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ontemplating feelings (ve-
dana) as painful{1} :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feelings, which 
describe the Three Kinds of 
Suffering{2}: 
  2.觀受是苦：世間有三種苦，稱為
三苦：

  Inherent suffering (duhkha-ve-
dana){3} is suffering caused by 
sorrow, vexation, grief, anxi-
ety, and so forth. In nature, 
these are all suffering; there-
fore, they are called inherent 
suffering. 
  苦苦：是因憂、惱、悲、焦苦等情
緒所產生的苦受，其本質是苦的，因

t世
間無
常變
化，
若沒
有在
生死
之
中解
脫，
生
命中
仍能
感受
苦。

與心有約─修持

此稱為苦苦。
  Latent suffering (sukha-ve-
dana){4} is the suffering caused 
by health, fame, wealth and so 
on. Although these do make one 
feel happy at first, however, 
the body will become ill, one 
can fall from fame and gain, and 
wealth can be lost. Thus, feel-
ings of pleasure will eventually 
cause suffering due to loss or 
deterioration. 
  壞苦：是因健康、名望、財富等所
產生的苦受。雖然其能在前期給予
我們快樂，但身體將受病苦侵襲，
名望能墜落，財富會遺失。因此樂
受將因失去或減損而成為苦受。
  Active suffering{5} is suffer-
ing caused by feelings of neither 
suffering nor pleasure (aduhkha 
sukha-vedana){6}. Although we 
may have spiritual cultivations, 
and live simple and peaceful 
lives, human life in this world 
is transitory and transient; as 
long as we are not liberated 
from rebirth and death, there is 
the suffering caused just by be-
ing alive.
  行苦：是因不苦不樂受所產生的
苦受。雖然我們修行、生活簡約，
但世間無常變化，若沒有在生死之
中解脫，生命中仍能感受苦。

【Key Words】1.Contemplating 
the feelings as painful：觀受
是苦。2. Three Kinds of Suffer-
ing：三苦。3. Inherent Suffer-
ing：苦苦。4. Latent Suffering：
壞苦。5. Active Suffering：行
苦。6. Feeling of neither suf-
fering nor pleasure：不苦不樂
受。

p不論哪一種修持，都能讓心專注
當下，思緒不會散亂紛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