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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戰勝別人，

要靠自己的力量；

能夠戰勝自己，

要靠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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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自己
â星雲大師

 有一位比丘，自出家以來，父母
從未曾放棄說服他還俗，一再以親
情及豐厚的財富試圖動搖他求道的
信心。而他自己也一直徘徊在親情
與佛道之間，為此苦惱不堪。
  這一天，他終於鼓起勇氣向佛陀稟
明，請佛陀為他開示如何降伏內心
的煩惱魔。 
 佛陀於是向他說了這樣一則故事： 
 有一位鋤頭賢人，他原本是個農
夫，從早到晚辛勤在園裡鋤草種
菜，後來他就發心出家。出家之
後，覺得很不習慣，又還俗回去種
田。但是種田實在辛苦，想想，還
是出家沒煩惱，就又出家去了。出
家以後，他又無法適應每天早晚的
精勤修行，為了不辱佛門清淨勤樸
的形象，又再度還俗。如此出家、
還俗，還俗、出家，總是不能持
久，而慈悲的佛陀總是方便包容了
他的進退。
 這一次，他維持了一段長久的出
家生活，不曾動過還俗的念頭，忽
然看到一把從 前用過的鋤頭，心念
一動，又想起從前農夫的生活，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多麼逍遙，忍
不住就荷著鋤頭，一路走一路想，
不知不覺來到江邊，望著滔滔的江
水，終於下定決心：「都是這把鋤
頭，害得我在佛道裡進進出出，來
來去去。唉！人生究竟有多少的歲
月可以蹉跎呢？今天決定不再退心
還俗了！」
  他毅然決然地把鋤頭往江中丟去，
只見鋤頭迅速的沉沒，泛起陣陣漣
漪，所有的掙扎疑悔也隨之消失，
頓然有種解脫的感覺，心想自己以
後再也不必掙扎了。
 這個時候，正好有一位國王作戰
勝利，率領一大批兵將班師回國，
一行人浩浩蕩蕩乘船而下，鋤頭賢
人忍不住大喊：「你們作戰勝利了
嗎？你們能打倒敵人，卻不能勝過
自己。我，鋤頭賢人，今天終於戰
勝了天下最頑強的敵人－自己，我
丟掉了鋤頭，放下了我的執著，戰
勝了我心裡的煩惱，我才是真正的
勝利者啊！」 
 說到這裡，佛陀無限慈愛的告訴
他：「世間上最可怕的敵人不在外
面，而是我們自己內心的貪瞋痴煩
惱。修行就是和自己的煩惱作戰，
能戰勝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勝利
者。」 
  聽了佛陀的開示，比丘若有所悟，
發願一定要戰勝自己，做個堪受佛
法的大器。摘自《佛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7/26       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日－午供
7/27       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日－朝山、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7/28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8/4-11    孝親報恩盂蘭盆梁皇法會
8/7         光明燈法會
8/11        瑜伽燄口法會
8/16        大悲懺法會
每週二   古箏班
每週三   佛光合唱團、池坊插花班
每週四   舞蹈班
每週五   西來佛光幼女童軍活動
每週六   中文成人班、佛光西來學校週六班、二胡班、
                池坊插花班
每週日   粵語佛學班、英文禪修班（初級與進階）、
                英文佛學班（基礎佛學、經典研究）、
                西來童軍團、佛光鼓樂團

老師的話－心中的鋤頭â永固法師

  最近有幾位在家眾同學找我談話，
大概是考慮出家吧，問的不外是：
怎樣確認自己適合出家？怎樣讓自
己具足出家的條件？等等不一而足
的問題。做為師長，我當然樂意一
一為他們解答，除了身心健全、觀
念正確以外，條件不是沒有，不過
是要做出家人之前，要先學會做人
就是了。
  但這樣的條件也許太嚴苛了，所謂
「人成即佛成」，真能把人做好，
就算沒成佛，差不多也成賢了，所
以想想，也就把條件稍做修改：出
家以後，要用心學做人就好。真
的，用心天下無難事，就以大師的
一段開示來說吧！
  大師到美國弘法的時候，有位素食
餐廳的老闆來訪。大師問他餐廳開
在那裡，他回答：全美四百多家，
要怎麼說在那裡呢？大師驚訝地
問：「有那麼多人到你的餐廳吃飯
嗎？」這位老闆的回答很有意思，
他說：「當然啦！我可不是一般的
煮喔，我是把心都煮給人家吃的

啊！」心怎麼煮啊？我想，就是用
心的意思吧！用心沒有不能辦成的
事，心一旦用上，別說做人了，就
是成佛做祖也不難啊！
  問題是心怎麼用呢？有個謎語出得
好，「三點若星相，橫鉤似月斜；
披毛因它起，成佛也由它」，猜一
個字，答案便是「心」。由這顆善
變的心，決定我們向上提升，還是
向下沉淪，實在是太冒險了。就像
今天的課文裡，鋤頭賢人終於戰勝
自己；戰勝的關鍵點不在丟開鋤
頭，鋤頭代表外在的誘因，真正的
敵人是那顆向外追逐的煩惱心。鋤
頭賢人的勝利在於停止妄念，將煩
惱心轉為清淨心，真正成為心的主
人。 
 所謂「初發心容易，恆長心難」
，鋤頭賢人丟開代表我執的鋤頭，
戰勝了內心的煩惱，您呢？看得到
您心中的那把鋤頭嗎？有的人看不
到，有的人把它當寶貝；當然，相
信也有人正在奮戰中。
  福報佛學院的各位讀者們，您是屬

於那一類的人呢？加油啊！只要出
動「用心」及「恆心」兩名大將，
您必定能夠旗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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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學院

【Basic Buddhist Terms】

認識佛學院

用心沒有不能辦成的事。小女孩與
三好沙彌合照。

The Seven Classes of Disciples 七眾弟子 (上)
â佛光大學佛教研修院碩士班

  Disciples of the great sage, the Bud-
dha,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re-
nounce the secular life; they can also 
remain lay practitioners. Generally, 
there are five classes of monastic dis-
ciples and two classes of lay disciples; 
in total, they are called “the Seven 
Classes of Disciples.” Furthermore, 
the disciples of the great sage, the 
Buddha, are not merely men, there 
are also women. It is said that “The 
Four Castes{1}, once ordained, share 
the surname of Sakya{2}.” No matter 
men or women, poor or rich, noble 
or lowly, as long as they believe in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y are called 
children of the Buddha. 
  偉大聖者佛陀的弟子不一定需出離
世俗，也可以在家修行。一般而言，
僧團的出家五眾與在家二眾合稱為「

七眾弟子」。此外，佛陀的弟子不僅
只是男眾，也有女眾。經中有言「四
姓出家，同為釋氏」，不論男女、貧
富、貴賤，只要是佛陀的信眾，皆可
稱為佛子。
  1.Bhiksu: This refers to a monk who 
upholds the full precepts of two hun-
dred and fifty (upasajpanna).“Bhiksu”is 
Sanskrit for “almsman{3}.” He begs 
upward for the Buddha’s teachings in 
order to nourish his wisdom-life{4}, 
and begs downward for the foods of 
sentient beings in order to support his 
physical body. He shaves his hair and 
wears clothes dyed to ragged colors; 
and then tak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eserving the true Dharma. He is 
able to eradicate his own defilements 
as well as frighten the Mara king and 
heretics. A bhiksu is really the teacher 
of human beings and celestials.
  1.比丘：指遵守兩百五十條具足戒

者。「比丘」梵文為「乞士」，上乞
佛法以資慧命，下乞飲食以養身命；
剃髮染衣，住持正法。能破除見思之
惡見，並令天魔外道驚怖。比丘是人
天師範。
  2.Bhiksuni: This refers to an or-
dained woman who upholds the full 
precepts of three hundreds and forty-
eight. She shaves her hair and wears 
clothes dyed to ragged colors, and 
then shows the image of a man of 
greatness{5} .Bhiksuni has same sig-
nificant meanings as that of bhiksu.
  2.比丘尼：指遵守三百四十八條具
足戒者。剃髮染衣，現大丈夫相。比
丘尼的意義與比丘相同。
【Key Words】1. Four Castes：四
姓。2. Sakya : 釋迦。3. almsman：
乞士。4. Wisdom-life ：慧命。5. 
the image of a man of greatness：大
丈夫相。

「比丘」梵文為「乞士」，上乞佛
法以資慧命，下乞飲食以養身命。
圖片摘自網頁。

自 覺 & 改 變 臉 盆 春 秋
â有敬

  你相信一支牙刷就能改變人的一
生？佛光山叢林學院，流傳著這樣一
個故事。
  叢林學院《學生手冊》明文規定，
臉盆內的用品，必須依照規定擺放，
不得任意增添多餘的用品，而且擺放
的位置也有一定，例如：洗衣刷的刷
毛必須朝下，牙刷的刷頭朝左，刷毛
要朝上，牙膏的開口朝左邊。
  有一位剛進學院的學生，牙刷的刷
頭總是跟學院規定的相反，每次糾察
檢查臉盆時，常因違規被糾察警告，
他心裡總是不服氣。有一天，他終
於忍不住，氣沖沖地跑到辦公室找老
師：「牙刷朝那一個方向，到底跟修
行有什麼關係？」老師笑一笑，對他
說：「你連一支牙刷都沒有辦法關照
好，還談什麼修行，度化眾生？」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迷時師
度，悟時自度。」四十多年來，叢林
學院所重視和提倡的是「自覺」的教
育，一個人儘管天資聰穎，如果沒有
自覺心，進步的空間終究有限，何況
在佛光山這個「人間佛教」的菩薩叢
林裡，倘若沒有自覺心，即使聽聞再
多、再好的法，都沒有用。
  其實，學院的每一項規約都有其用
意，臉盆內只放六種盥洗時必備物
品，一方面讓生活更加簡單，另一方
面減少物欲的追求，這是在十方叢林

中最好的養成教育。
  星雲大師說：「人有先天的本性，
也有後天的習慣。養成良好的習慣，
對一個人一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
響。」叢林學院的教育，生活重於知
識，自覺重於他教，最重要的是，要
有正確的價值觀與生活的態度，若是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那麼即使
禮聘再好的名師，也無法有所成就。
  學佛，就是要開發本來自性，覺悟
自性；學佛，就是要學會改變自己。
改變，就在一念之間，修正自己的行
為與思想，不要讓不好的習慣左右人
生，要學習佛菩薩的精神，不斷地和
昨日的我宣戰。
  一支牙刷，或許就能決定人生，我
們不得不慎。（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