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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菴摩羅

 依佛制，同住一起的比丘每半月
就要聚集，由精熟戒律的比丘講說戒
律，若有違犯者，須在大眾面前發露
懺悔，此稱為「布薩」；如果有人在
布薩時，懺悔自己的過錯，事後群眾
不得再議論；若有議論，便是議論者
犯戒。因為佛門有誦戒和布薩，人人
都可安住在清淨的戒法上。
  叢林學院每半個月，同學也要進行
誦戒、布薩的功課。大家依著自己所
受的戒別，聚集在不同的地點誦戒，
在家眾同學誦讀在家戒律，出家眾同
學則誦出家戒律。透過誦戒，自我省
察過去的半個月中，自己的身、口、
意是否符合戒律以及學院的院規；接
著再由師長分別主持布薩儀式。
  願意看清楚自己的過失，不找理由
解釋、不編藉口搪塞，鼓起勇氣在佛
陀及大眾面前表白，誠屬不易，卻是
重新淨化身心的良方，自我修持上的
必經之道。
  《華嚴經》說：「戒為無上菩提
本，長養一切諸善根。」《佛遺教
經》中，佛陀於涅槃前叮囑弟子「汝
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
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
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
酘酘若人能持淨戒，則能有善法；若
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
  由此可知，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
基礎，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文明社
會中的倫理、禮節、法律，可以影
響、規範外顯的行為；而佛弟子還要

再向內探求， 探求如何把持「心」
的方向，使之不偏離正道。
  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不知做錯多少事，說
錯多少話，動過多少妄念， 有所違
反怎麼辦？是要逃避、隱藏，還是要
真誠面對自己？是要活在擔心他人揭
發的恐懼中，還是要洗淨自己的罪
業，自在的生活呢？儒家說：「過則
勿憚改。」又 說：「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而佛陀是如何教導犯錯的
弟子呢？方法無他，「懺悔」即是。
 佛光山叢林學院創辦人星雲大師於
〈佛教的懺悔主義〉中說：「『懺』
是請求原諒；『悔』是自申罪狀，所
以『懺悔』的意思，是悔謝罪過以請
求原諒。好比一張桌子髒了，拿一
塊抹布，用清水擦拭，桌子就會乾 
淨……我們內在的心染汙時，又應該
如何去處理呢？懺悔如法水，可以洗
清我們身口意的罪業。」是以，藉由
自我發露及大眾威德力，提醒自己往
後不再復造，改過遷善將更增力道。
（摘錄）

â佛光大學佛教研修院碩士班

 3.Sramanera: This is a title given to a novice 
who has not yet received the full precepts{1}. Any 
children aged seven or older, or adults who have 
no chances to receive the full precepts, are called 
sramaneras. A novice aged between seven to thir-
teen is called scarecrow sramanera{2}, while a 
novice aged between fourteen to nineteen is called 
sramanera in preparation for monkhood{3}. A 
novice aged between twenty and seventy is called 
sramanera-in-name{4}. Sramaneras only uphold 
the Ten Precepts.
 3.沙彌：指尚未受具足戒者，七歲
以上孩童或尚未受具戒的成年人都稱
為沙彌。七歲至十三歲稱為驅烏沙
彌、十四歲至十九歲稱為應法沙彌、
二十歲至七十歲稱為名字沙彌。沙彌
只受持十戒。

 
4.Sramanerika{6}: 
This title is given to 
female novices who 
have not received 
the full precepts. 
Similar to sraman-
eras, sramanerikas 
only upholds the Ten 
Precepts.
 4.沙彌尼：
指尚未受具足
戒的尼眾。如
同沙彌，沙彌
尼亦只受持十
戒。
 5 . S i k s a m a n a : 
This refers to women who are preparing to become 
an ordained woman. They are one level higher than 

工作時沒有貴賤之分，

服務時沒有高低之別；

讀書時沒有老少之分，

修道時沒有聖凡之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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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賤民
â星雲大師

 佛陀住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
有一天早晨入王舍城托缽乞食，依
次來到一位拜火婆羅門的門前。這
時婆羅門手上拿著盛裝各種飲食的
杓子，以及供養用的火具，站在門
邊看著遠遠而來的佛陀。當佛陀一
到，婆羅門立刻阻止佛陀：「你不
要走過來！你這個賤民！不要走近
我的家門。」
  佛陀雖然受到羞辱，仍然慈悲的問
婆羅門：「你知道什麼叫賤民？什
麼是賤民法嗎？」
  婆羅門答道：「我不知道什麼叫賤
民，也不知道賤民法。沙門瞿曇！
你知道賤民、賤民法嗎？」
  佛陀說：「我非常熟悉賤民、賤民
法。」 
 這時，婆羅門立即放下事火的供
具，很快的在屋內鋪好床座，恭敬
地請佛陀入座，並請求佛陀為他說
賤民與賤民法。 
  佛陀告訴婆羅門：「真正的賤民有
下列行為，你應當要能確實分別。
一、內心瞋恨，隱藏過錯，惡見犯
戒，虛偽不實。二、慳貪吝惜，諂
媚虛偽，無慚無愧。三、沒有慈悲
心，殺害一切眾生。四、攻擊村
落，殺縛槌打人民。五、脅迫他
人，利益自己。六、有主無主物，
據為己有。七、拋棄妻子，奪人所
愛。八、侵占親友師長的物品。
九、妄語詐騙、索討不還。十、
借貸財物，妄語偽證。十一、造
作不善業，隱藏過錯。十二、有人
問法，答以非法，顛倒欺誑他人。
十三、空無實有，愚痴為利，輕慢
毀謗智者。十四、貢高傲慢，自我
稱讚，毀謗他人。十五、自造罪
過，嫁禍他人。十六、受人利養，
不知感恩圖報。十七、呵斥沙門、
婆羅門而不布施供養。十八、父母
年老而不勤加奉養。十九、沒有證
道，妄稱證道。二十、生於大家婆
羅門，卻行諸惡業。有這二十種行
為的人才是真正的賤民，而不是以
他的出生處來分別他是賤民或婆羅
門，是以他的行為稱他為賤民或婆
羅門。」 
  婆羅門讚歎的說：「佛陀！你真是
大精進的聖者！不以出生處分別他
是賤民或是婆羅門，而是以行為來
區分他是賤民或婆羅門。」 
 於是對佛陀所說的法充滿信心，
以滿缽上好的飲食供養佛陀，並從
此放棄外道修行，跟隨佛陀出家受
戒，學習正法。
 我們的社會有秉賦上賢愚智劣的
先天不同，更有職位上貴賤輕重的
人為差異。不合理的制度，製造了
人間許多的矛盾、衝突，形成不平
等的階級歧視。而在佛教看來，任
何一個眾生都是具足佛性，無比尊
貴，何來階級的差別呢？摘自《佛
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8/31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8/31~11/3   李晟書畫展
9/7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團員甄試
9/13        大悲懺法會
9/14        人間佛學院開學
9/18        精進修持活動－禪修（每週三）
9/21        精進修持活動－念佛（每週六）

老師的話－用菩薩的心看天下
â永固法師

 佛教真的是最平等、最包容的宗
教。課文中，佛陀最初遭信仰拜火
教的婆羅門的羞辱驅趕，到最後婆
羅門的讚嘆皈依，除了佛陀善巧說
法，為他解說人不因出身分高下，
而以身口意三業所為評斷價值，令
婆羅門折服之外，我想佛陀沒有對
立，完全包容的胸懷，應該也是讓
婆羅門在震懾之餘，深深地受到感
動，所以才會歡喜隨佛出家的吧！
 這段佛經上的記載，讓我想起
農曆年期間與大師的一段對話。俗
話說「近廟欺神」，山下少數幾戶
人家，對佛光山不是很友好；就在
農曆新年上山祈福的人潮絡繹不絕
時，大師掛心地問起，山下居民的
小攤販生意好不好？我答：「經過
幾次，看到的幾乎是人擠人，車子
還很難通過呢！」大師這才鬆了口
氣，和藹地說：「這就好，希望能

幫他們生活好過一點。」
 大師一向對環境的清淨莊嚴很注
重，但對於形形色色的攤販沿山門外
一路展開，不但不計較，還希望他們
生意好；包含冒用山上的名稱如佛光
山草莓園有之，佛光山加油站有之，
大師還說借他們用一下，沒關係！山
下的居民如果知道，大師對他們的慈
悲與真心的關懷，我想他們也會慚愧
感恩吧！
 在《法華經》裡有位菩薩叫「常不
輕」，他常說：「我不敢輕視汝等，
汝等皆當作佛。」在他的心中，每一
個人都是未來佛，所以不敢輕視。我
想，大師的心也如常不輕菩薩般，觀
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又像父母
看待子女般，無有差別，皆為覆護。
 福報佛學院的讀者菩薩們，看了
今天的課文，您會怎樣看待您身邊的
人呢？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出身看
高低，練習用菩薩的心去看，您會發
現，心的容量真的會變大喔！

【第49講  課文】

人間佛學院

【Basic Buddhist Terms】

p練習用菩薩的心去看，您會發
現，心的容量真的會變大喔！

The Seven Classes of Disciples七眾弟子（中）

p七歲至十三歲尚未受具足戒的出家人稱為驅烏沙彌，指有
驅走曬穀場上烏鳥之能力的沙彌。

慚恥之服 無上莊嚴 誦戒與布薩

p戒為無上菩提本，長養一切諸善
根。

sramanerikas but lower than bhiksunis. Siksamana 
means a probationary nun, who observes the Six 
Precepts for two years. When married women en-
ter the monastic order,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may be pregnant, and people would hold them 
in contempt. Therefore, they must go through the 
stage of observation. If they do not violate the Six 
Precepts within two years, they are eligible to re-
ceive the Bhiksuni Precepts.
 5. 式叉摩那：指未受具足戒前學
法中之尼眾。其身份較沙彌尼高，
但較比丘尼低。式叉摩那意為「學
法女」，需兩年受持六法戒。當曾
有婚姻關係的女性進入僧團後，為
防止因未曾發覺其受孕而入僧團被
世人譏嫌，因此需要經過此時期的
觀察。若在兩年內未曾犯六法戒，
則可求受比丘尼戒。
 【Key Words】1. full precepts：
具足戒。2. scarecrow sraman-
era：驅烏沙彌，有驅走曬穀場上烏
鳥之能力的沙彌。3. sramanera in 
preparation for monkhood：應法
沙彌，不久即可參與出家生活之沙
彌。4. sramanera-in-name：名字
沙彌。

認識佛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