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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布施，能改造慳貪的性格；

嚴持戒法，能改造惡性的行為；

修養忍耐，能改造瞋恚的惡習；

發心精進，能改造懈怠的因循；

修學禪定，能改造散亂的思想；

開發智慧，能改造愚癡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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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壯當努力
â星雲大師

  一天上午，阿難跟隨佛陀到舍衛城
弘化，途中見到一對身形佝僂、衣
衫襤褸的老夫婦，瑟縮著身，蹲在
正燃燒著的垃圾堆旁取暖，眼中不
時流露出悽愴悲涼的眼神。 
  這時佛陀問阿難：「你看見那一對
老夫婦嗎？」 
  阿難回答：「是的，佛陀！」
 佛陀告訴阿難：「這一對年老的夫
婦，在他們人生的第一階段酖酖年
少的時候，如果能夠發憤圖強，努
力創業，必然可以成為舍衛城中的
首富；如果能出家學道，精進 修
行，必然可以證得阿羅漢果。
  其次，在人生的第二階段酖酖盛壯
之年，如果能夠繼續如是精進，必
然能成為地方富豪，或是證得阿那
含果。
  再其次，在人生的第三 階段酖酖
中年的時候，如果能夠持續精進，
必然能夠豐衣足食，或是證得斯陀
含果。
 末後，在人生的第四階段酖酖年
老的時候，如果能夠不倦不怠，至
少能夠衣食無缺，或是證得須陀含
果。但是他們至今老態龍鍾，一事
無成，既不能過著安定的生活，也
不能精進證果。」
  佛陀接著說：「一個人年少時不修
清淨梵行，也不開創事業，到頭來
就如老鵠鳥棲止在空池，死守著池
子，了度殘生；盛壯時不修清淨梵
行，也不開創事業，到如今只有拖
著彎曲如弓的身形，淒涼地度過晚
年，徒然追憶昔日的風光而不勝唏
噓。」
  「所以，阿難！人生當珍惜少壯時
光，否則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啊！」佛陀不忘補充一句，語氣中
充滿了對眾生的悲愍。摘自《佛教
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11/30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12/1         社會關懷老人院探訪
12/8         防癌生活講座
12/15-22     彌陀佛七法會
12/20-22     佛光青年冬令營
2014/1/4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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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不是等來的â永固法師

 大雄寶殿的香燈師告訴我，一位
女青年因為報考佛學院沒被錄取，
在客堂哭得很傷心，問我能否通融
些？我了解後知道原因，主要是她
的年齡已四十二歲，實在來得太晚
了。為什麼學佛那麼久，不早做決
定呢？
  您也許會疑惑，活到老、學到老，
為什麼要限定年齡呢？確實，學佛
是沒有年齡限制的，但讀佛學院不
比一般學知識、求技能的社會學
校，拿了文憑，找到工作就算了；
到佛學院來，不論在家、出家，都
是有著向自己革命的決心才來的，
那是不惜以今日的我向昨日的我宣
戰的對決，是需要何等的勇氣與力
量的一場戰役啊！如果等到年邁力
衰、我慢習氣深重才來求法，恐怕
將如課文中所指的，令人不勝唏噓
了。
 真的，發心學佛要趁早。我一直很
感謝二、三十年前第一次接 觸佛
教，就是佛光山；第一次閱讀佛教
書籍，就是《釋迦牟尼佛傳》；第
一次聽法就是大師開示釋疑，學佛
不到一個月，就決心要出家。記得
當我提出出家申請時，大師問我：

「為何要出家？」我回答：「我的
個性是吃到好吃的菜，不會靜靜獨
享，我一定呼朋引伴，讓大家都來
吃；佛法這麼好，我卻誤會佛教這
麼久，所以我要出家學習佛法，讓
大家都知道佛法的美好。」我還
說：「我不贊同『佛度有緣人』這
句話，我要把自己化為因緣，度化
無緣。」
 大師一連問了我幾個問題，一
聽到我才二十二歲，便說：「妳還
年輕，不忙著出家，先進學院念書
吧！」也不曉得哪裡來的靈感，還
沒正式學佛的我，竟懂得回答：「
聽說有一個人叫『龍女』，她八歲
就證悟成佛；我已經二十二歲了，
來得太晚了，如果讓我再早一點認
識佛教，我應該要更早出家。」大
師終於點頭說：「看來妳是不輕易
做決定， 做了決定也不輕易改變的
人，妳等我通知吧！」我因為不知
道要等多久，還確認了一番，當晚
就落髮出家。
  我提出這段陳年往事，並非鼓勵出
家，主要是告訴大家不要等，因緣
不是等來的。在你還具足條件的時
候要趕快把握，否則在少子化的今

天，各大學皆求才若渴，佛學院卻
必須淘汰掉一半的報名者，實在是
無奈啊！
  做世間的事業也好，修出世的佛道
也好，「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明師難遇，良緣難再」，積極把
握每一個當下，才不會對不起這一
期一會的生命啊！

【第52講  課文】

人間佛學院

【Basic Buddhist Terms】

叢林雜感

The Five Aggregates 五蘊（上）
 Also known as the Five Skand-
has, they what we perceive as the 
‘I’ or ‘self{1}.’  Skandha, 
or aggregate means gathering or 
amass. They are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five conditional matters 
which are: form, sensation, per-
ception, mental formation and 
consciousness.
 又作五陰，是我們認為「我」或「
自己」的原素。五蘊的「蘊」為積聚
或類別之意，是五種原素條件的組
合：色、受、想、行與識。
1.Form{2} (rupa): 色蘊
  Anything tangible which occu-
pies or obstructs space, is ana-
lyzable, changeable and destruc-
tible is a form. For example, the 
five sense organs{3} (eye, ear, 
nose, tongue and body{4}) and 
the five objects{5} (that which 
is visible, audible, olfactory, 
taste, and tactile{6}) are all 

called form.
 「質礙」的意思，凡是有形體、
有障礙的、能被分析的、會變化的、
會毀壞的，都稱為色。例如眼、耳、
鼻、舌、身等五根與色、聲、香、
味、觸等五境都稱為「色」。
2.Sensation{7} (vedana): 受蘊
  When our mind interacts with 
the external world{8}, sensa-
tions are caused, whether it is 
pleasant, unpleasant, or neither 
pleasant nor unpleasant.
  當根身領略外境而生起感受，不論
是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都稱為
「受」。
3.Perception{9} (samjna):想蘊
  When the mind clings{10}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mental-
ly constructs or associates with 
certain matters, remembers, or 
even fantasizes about the future. 
Such functions of the mind allow 
various types of phenomena{11} to 

arise. In other words, perception 
is also a type of conception.
  當心執取外境，心識攀緣外境、回
憶往事、幻想將來，都是想。心識的
作用讓許多現象生起，因此想蘊也是
一種概念的形成。
 【Key Words】1. self：我；2. 
Form：色；3. five sense organs：
五根；4. eye, ear, nose, tongue 
and body：眼、耳、鼻、舌、身；5. 
five objects：五境；6. visi-
ble, audible, olfactory, taste, 
and tactile：色、聲、香、味、
觸；7. Sensation：受；8. exter-
nal world：外境；9. Perception：
想；10. mind clings：執取；11. 
phenomena：現象

以禪心看世界
â張菁菁（女眾學部專一班）
 
  禪堂裡有好幾面鏡子，我卻一點也
不想照鏡子，因為鏡中只會反射出，
那個總是用許多不知名的煩惱，掩蓋
住真實的「我」；那個總是忘記讓自
己柔軟，讓自己感動的「我」……
  想著和尚的開示：「念佛是誰？」
心中不禁悄然自問：「我是誰？」早
忘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把那
顆純真的心給丟了，進了禪堂，下定
決心，我要找回真正的自己。
  在這平和、安詳、恬靜的空間裡，
開始學習誠實的面對本來面目，看看
自己過著是什麼樣的生活，內心有多
少的貪、瞋、痴……我明白，當我看
見時，才能真正開始修行。
  修行是調整自己，不是衡量別人。
  靜下心來，才驚覺到自己的平庸。
一直以來，我自以為保持高雅，其
實只是剛好躲過上天的試煉，實實在
在面對自己，才發現長久所累積的心
垢，早已蒂固難除。
  不斷的自省、懺悔，祈禱諸佛菩薩
加持，讓我有勇氣及智慧，能視困

難為挑戰，將人情冷暖當成生命的歷
練，培養堅強的性格，去面對自己及
當下的每一道關卡。
  我看到了渺小的自己，卻見到更廣
闊的天地。不再需要更多的東西，來
證明自己的存在，以平靜、恬淡的態
度來生活，用「禪」的心來看這個世
間，是我此次禪七最大的收穫。

南灣禪淨中心活動看版

每週二    健身瑜伽班
每週三   松鶴學苑、精進佛學班、讀經班「大乘起信論」
每週四   人間佛教讀書會「六組壇經」、梵唄練習班
每月第一週三  《大乘起信論》讀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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