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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猶如灑香水，灑向別人，

自己也會沾上幾滴；

悲傷好比打麻藥，折磨自己，

別人絲毫替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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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最快樂
â星雲大師

  有四位新出家的比丘，相偕到一
棵柰樹下坐禪修定，這棵柰樹高聳入
雲，枝繁葉茂，花香撲鼻，因此引
起這四位比丘的興趣，彼此談論著世
間萬物何者最可愛，最能使人感到快
樂？
  第一位說：「正當春天百花怒放，
到郊外踏青遊玩，這時最快樂了。」 
 第二位說：「參加親友的喜慶宴
會，杯酒交歡，唱歌跳舞，這種場合
最快樂了。」 
  第三位說：「財物豐厚，車馬衣飾
與眾不同，出入光彩，人人注目，這
種心情最快樂了。」 
 第四位說：「妻妾美艷，華服鮮
麗，幽香沁人，男女歡愛，這才是最
快樂的事。」
  佛陀聽到了四個人的熱烈討論，便
向前問道：「你們坐在樹下討論什麼
事呀？」
  大家一看到佛陀到來，慌忙起立向
佛陀頂禮，並且和盤托出他們正在討
論世間何事最快樂。 
 佛陀告訴他們：「你們所談的，盡
是些人間憂怖危亡的事，並不是一
勞永逸的快樂之道。你們看，萬物春
夏繁榮，秋冬凋落；親族歡聚，終要
別離；財富車馬，最後也逃不了水、
火、盜、官及敗家子的劫運；嬌妻美
眷，是愛恨的禍水。凡夫生於世間，
動輒闖禍招怨，弄得喪家亡命，所以
世間憂怖重重，三塗八難，苦痛萬
端，沒有一樣是人力所能夠支配的。
因此，比丘們！要心存清淨無為，不
要貪慕名利，只有專心修道，如此才
能走向涅槃解脫之道，這才是人生最
快樂的事。」
  經過佛陀的一番開導，比丘們慚愧
悔過，從此息滅妄念，專心修道。
 我有法樂，不樂世俗之樂。世間的
享受雖然也有一時的快樂，但是卻會
轉變成痛苦。因此世間的快樂帶有染
汙性，是短暫的，是變異無常的，貪
取不當，甚至會使我們喪身失命，豈
可不慎！摘自《佛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9/28-29   佛光會八關齋戒

9/28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9/29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英文佛學講座

10/6       英文茶禪

10/8       喝茶解禪－I

10/12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10/13      玫瑰陵三時繫念秋季祭典、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10/19      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朝山    

老師的話－快樂革命â永固法師

  課文中，四位初學者對快樂的認
知，您認同嗎？從踏青賞花、歌舞
饗宴到財豐服美、男歡女愛，這些
眼睛向外看到的東西，真的就是所
謂的快樂嗎？
  如果快樂的感受一閃即逝，只留下
更多的空虛，那帶來空虛的東西還
能叫快樂嗎？您快樂嗎？您對快樂
的定義是什麼呢？
  曾經看過一份針對「快樂」所進
行的全球性調查顯示，丹麥、瑞士
等歐洲五國都在前十名，美國在第
二十三名，可惜，我不記得這是多
久前的調查，如果今年重做一次調
查，想必結果可能不一樣吧！
  這份由英國萊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
家懷特提出，號稱全球第一張「世
界快樂地圖」，是以全球一百七十
八個國家、八萬多名受訪者為調查
對象，依據健康、財富和教育 程度
等因素，來決定是否快樂。荷蘭一
位教授甚至還推算出「快樂時光」
排行榜，列舉各國民眾一生中快
樂時間的長短，其中，瑞士人民的
快樂時光達六十三點九年，笑傲全
球。
  非常佩服提出「世界快樂地圖」
和「快樂時光」研究者的勇氣與構
思，因為「快樂」這個神出鬼沒、
變化不斷的名詞，在我的理解裡，
不能片面由外在因素決定。
  很簡單的假設一個問題，如果您完

成博士學位，健康也一百分，而且
擁有上億美金的財富，這樣您就得
到快樂了嗎？健康、財富，這些當
然是決定快樂的因素，但都屬於外
在的因素，千萬不要忽略了，快樂
這個內心的感受，也有來自內在的
成分。
  就以最近深圳富士康工業園區的事
件來看，跳樓者多數年輕健康、學

業完成、收入不差，為什麼選擇放
棄生命？因為缺少了快樂的內在因
素。什麼是內在因素？以一個有信
仰的人來說，不難理解。
  佛陀教導我們的是究竟快樂之道
酖酖淨化內心，圓滿覺悟。各位福
報佛學院的讀者們，我相信您是快
樂的，因為我們都擁有一個終極目
標，讓我們在菩薩道上共勉，大步
向前吧！

人間佛學院

【Basic Buddhist Terms】

佛 光 青 少 年 交 響 樂 團 招 生

p快樂這個內心的感受，也有來自內在的成分。圖為佛陀紀念館五和塔喜慶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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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Upasaka: This refers to male 
lay practitioners who uphold the 
Five Precepts{1}. If they do not 
wish to uphold all the Five Pre-
cepts, they can just uphold one 
precept. Hence, they are called 
“one-mark upasaka” {2}. If they 
uphold two precepts, it is so-
called “few-marks upasaka{3}” 
Those uphold three or four pre-
cepts are so-called “most -marks 
upasaka{4}.” Those uphold the 
Five Precepts are then called 
“full-marks upasaka.” {5}  Up-
asaka means laymen ( jinshi, 
close-to) {6} who are close to 
and serve bhiksus{7} in order to 
learn the Dharma.

  6. 優婆塞：對受持五戒的在家男
眾之稱呼。若只受持一戒者，則稱為
「一分優婆塞」；若只受持兩戒者，
則稱為「少分優婆塞」；若是受持
三戒或四戒，則稱為「多分優婆塞」
；五戒全部受持者則稱為「滿分優婆
塞」。優婆塞為在家親近奉事比丘，
以學習佛法者，又稱為「近事男」。
  7.Upasika: This refers to fe-
male lay practitioners who uphold 
the Five Precepts. It means lay-
women who are close to and serve 
bhiksus or bhiksunis{8} in order 
to learn the Dharma.
  7.優婆夷：對受持五戒的在家女眾
之稱呼；為在家親近奉事比丘或比丘
尼，以學習佛法者。
  In the disciplinary precepts of 
the Smaller Vehicle{9}, the clas-
sifications of the seven classes 

 【本刊訊】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於
九月七日開始新學期，招收8-25歲專
長於弦樂、木管樂、銅管樂與打擊樂
的音樂家，共同擁抱音樂，分享音符
飛揚的喜悅。
 本團聘請洛杉磯加大音樂系指揮博
士Jorge Luis Uzcategui先生擔任
指揮。Jorge Luis Uzcategui先生
為傑出的鋼琴家，自十四歲起即開
始於其母國－委瑞內拉的知名交響樂
團合作演出。而其指揮樂團經歷亦不
遑多讓，曾經合作的樂團包括有：柏
林愛樂、法蘭克福歌劇交響樂團、鹿
特丹愛樂、聖保羅室內樂團等；並曾
與Kurt Masur、Osvaldo、Daisuke 
Soga等指揮合作。在攻讀洛杉磯加大
音樂系指揮博士學位期間，師承Don-
ald Neuen、Donald Portnoy、Manuel 
Galduf等指揮與鋼琴家Alejandro 
Slobodianik，受到教授之讚譽。並
於2012年，於Parana Symphony In-
ternational Conducting Competi-
tion國際指揮比賽中獲得第一名殊
榮。
 Uzcategui先生除了曾擔任USC Arts 

Institute Orchestr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Symphony、UCLA 
Philharmonia與UCLA Symphony等樂
團的正、副指揮或音樂指導外，並成
立Backyard Academy Symphony Or-
chestra交響樂團，以愛心配以專業
音樂知識，為低收入家庭學子教授西
洋古典樂。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歡迎8-25
歲 的 年 輕 音 樂 家 加 入 ， 甄 試 內
容 、 條 件 與 報 名 請 上 西 來 寺 官
網，email：blyso.la@hsilai.org或
來電：626-961-9697洽詢知行法師。

【第50講  課文】

of disciples are strictly di-
vided. However, in Mahayana{10} 
Bodhisattva{11} precepts, the 
seven classes of disciples are 
divided based on their resolu-
tions, and are called Bodhisat-
tvas.  Monastic Bodhisattvas or 
Lay Bodhisattvas, they possess 
same definition and signifi-
cance.
  在小乘戒律中，嚴格區分七眾弟子
的分類。而大乘菩薩戒則將七眾弟子
依照其發心為分類，稱為菩薩。出家
菩薩與在家菩薩有相同的定義與重要
性。
  Buddhism belongs to the seven 
classes of disciples. We, as dis-
ciple of the Buddha, must repay 
our gratitude to the Buddha and 
relieve the suffering beings.
  佛教是七眾弟子所共有，因此我們
佛子應感謝佛陀，救度眾生。
【Key Words】1. Five Precepts：
五戒。2. one-mark upasaka：一分
優婆塞。3. few-mark upasaka：
少分優婆塞。4. most-mark upa-
saka：多分優婆塞。5. full-mark 
upasaka。6. Layman：在家男眾、近
事男。7. Bhiksu：比丘。8. Bhik-
suni：比丘尼。9. Smaller Ve-
hicle：小乘。10. Mahayana：大
乘。11. Bodhisattva：菩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