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光
菜
根
譚

發行﹕佛光山西來寺

地址﹕3456 S. Glenmark Dr.  
Hacienda Heights.CA 91745

電話﹕626-961-9697

網站﹕www.hsilai.org

E-mail: info@hsilai.org

自省而後會自覺，

自覺而後有自信，

自信而後可自強，

自強而後能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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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第二支箭
â星雲大師

  佛陀被尊為天人師，這是說明佛陀
是最善於教化的人天師範，不僅因
為他最懂得權巧方便，觀機逗教，
尤其善於運用譬喻、問答等方式來
闡述真理法則，令弟子們容易理解
佛法而心生欣羨，繼而信受奉行。
 有一天，佛陀對弟子們提出一個
問題：「一個受過佛法教化的人，
和一個未受過佛法教化的人，當他
們遇到快樂的事物時，同樣會有『
樂受』的感覺；相反的，當他們遭
逢悲傷痛苦的時候，同樣會有『苦
受』的感覺。那麼，已受教和未受
教的人，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
  弟子聞言，彼此面面相覷，無法作
答，只得請佛陀慈悲開示。 
  佛陀說：「一個沒有受過佛法教化
的人，遇到痛苦的時候，往往悲不
自勝，甚至徬徨迷惑，不知如何安
頓自己，這就如同中了第一支箭以
後，又中了第二支箭一樣的感到痛
苦不安；相反的，有佛法的人，遭
逢痛苦的時候，絕不徒然悲歎，乃
至怨天尤人，自亂方寸，因為他已
經有智慧，不會再受第二支箭的痛
苦。」 
  「一個佛教徒身處樂境之中也絕不
放縱自己，因為一旦陶醉在快樂之
中而放逸身心，第二支箭便會帶來
苦受。」佛陀又繼續闡述樂受的道
理。 
  佛陀開示後，弟子們個個欣慶自己
能過著佛化的生活，能夠不為苦、
樂所惑，尤其對於「不受第二支
箭」的譬喻，個個心有戚戚焉，自
此更加惕勵自己切莫放逸，以免受
到第二支箭的苦。
  人往往沉緬於享樂而不能自拔，或
者陷溺於哀痛而不能超越，被同一
塊石頭絆倒二次是一種恥辱，被第
二支箭射中更是一種不幸。如何培
養「覺」性，苦樂不滯，便是無上
的智慧。

摘自《佛教叢書．佛陀》

西來寺活動看版
1/1     光明燈法會 
1/4     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1/5     西來寺環保回收日
1/8     臘八粥結緣、佛陀成道紀念日
1/10 大悲懺法會
〈佛光緣〉自2006年起出刊，感謝眾位讀者的愛護與支持。
自明年起的第四百期，〈佛光緣〉將更名為〈洛杉磯人間福
報〉藝文版，提供讀者更精彩的內容。敬請期待。

認錯
â永固法師

 看完今天的課文，心中浮現一段
譯自《西藏生死書》的內容：「我
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個深洞，我
掉了進去。我迷失，我絕望，這不
是我的錯，費了好大的勁我爬了出
來。
  我走上同一條街，人行道上有一個
深洞，我假裝沒看到，我又掉了進
去。我不能相信，我居然會掉在同
樣的地方。但，這不是我的錯，又
花了好大功夫，我終於爬了出來。
  我走上同一條街，人行道上有一個
深洞，我看到它在那兒，但還是掉
了進去，這是一種習氣。我的眼睛
張開著，我知道我在哪兒，這是我
的錯。我立刻爬了出來。
  我走上同一條街，人行道上有一個
深洞，我繞道而過。我走上另一條
街。」
 各位福報佛學院的讀者們，您是
屬於哪一類型的人呢？是佛陀教導
我們不受第二支箭的人？還是在同
一個地方要跌五次的人？跌五次還
好，有的人是跌一輩子還不知道怎
麼回事呢！但這二者差別在哪裡？
您看出一個關鍵詞了嗎？認錯，一
切的改變就從認錯開始。

  前幾天，無意間看到在窗戶上爬行
的小壁虎，發現牠的尾巴沒了。忽
然替牠心疼起來，忍不住對著小壁
虎說：「唉呀！你一定很痛吧？下
次一定要小心啊！你要保重啊！」
我不太敢想像小壁虎是在什麼情況
下決定棄尾保命，但我想小壁虎應
該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小壁虎因為有斷尾的教訓，以後
可以不受第二支箭，身為萬物之靈
的我們，是否也能如此呢？我想這
之中存在著極大的反省空間吧！就
以這次凡那比颱風過境來說，面對
不該淹而淹，不該倒而倒，滿目瘡
痍的山河大地，我們應該反省什麼
呢？
 知名媒體主持人陳文茜小姐說，

她去年八八水災來佛光山一趟，回
去決定要拍攝《正負2度C》；因為
受到感動，所以產生力量，要把氣
候災害下的真相公諸於眾。這真是
了不起的菩薩行，自己不犯錯，也
幫助別人不犯錯。這也才是佛陀所
說，不受第二支箭的智者。
  不過，遺憾的是，有些人犯錯，硬
是不肯承認，就好像穿衣服扣錯第
一顆釦子，不肯修正的結果，只有
一路錯到底。一次扣錯不肯修正，
只是給人家笑一次，但如果是根本
不知道是怎麼錯的，那就會一錯再
錯，萬劫不復了。看來，我們可以
反省的實在太多了，還是讓我們互
勉，做一個不扣錯第一顆釦子，也
不受第二支箭，有智慧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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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Buddhist Terms】

叢 林 生 活

The Five Aggregates 五蘊（下）
4.Mental Formation 行{1} (sam-
skara):  
   Through perception, actions are 
caused. As a response to what the 
mind thinks and decides, physi-
cal or verbal actions, whether 
wholesome{2} or unwholesome{3}, 
are then established.
  行蘊，「遷流造作」的意思，是對
於心中的概念產生思慮決斷，乃至造
作動身發語的行為。所以身、口、意
三者所起的思惟、作意，及身、口的
善惡行為，都是屬於行。
5.Consciousness 識{4} (vijnana):
   The consciousness knows, under-
stands, and distinguishes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phenomena. For 
example, the eye recognizes col-
ors such as blue, yellow, white 
or black; the ears hear pleasant 
or unpleasant sounds; the nose 
recognizes fragrant or odorous 
smells; the tongue tastes sour, 
sweet, bitter or spicy flavors; 
while the body differentiates 
between cold, warm, soft or hard 
sensations.
 識蘊，「了別」的意思，是心對於
外境明了識別的作用，如眼能了別青
黃白黑，耳能了別好惡音聲，鼻能了
別香臭之味，舌能了別酸甜苦辣，身
能了別冷暖軟硬。
 The Five Aggregates is a 
conglomerate{5} which makes 
up our body and mind, but it 
is only a temporary and condi-

tioned gathering. It is neither 
substantial{6} nor controlled; 
neither free nor permanent{7}. 
Despite the above, sentient be-
ings remain attached{8} and igno-
rant in believing that this self 
is real and substantial, and are 
thus trapped in the ocean of suf-
fering forever.
 有情眾生在五蘊的分析下，只不過
是物質與精神的結合體。反觀我們在
自我為中心的觀念下，往往因執著於
「我……」或「我的……」而千般計
較，萬般苦惱，甚至為了一己的私欲
而危害他人，自惱惱他，造業輪迴，
無有出期。
   Just as the Anguttara Nikaya{9} 
says, “Form is like a lump of 
foam; sensation is like a water 
bubble; perception like the mi-
rage; volitional or mental for-
mations is like banana tree; and 
consciousness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illusion{10},” the Five 
Aggregates do not represent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self.’
  《雜阿含經》中說：「色如聚沫，
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
蕉，諸識法如幻。」因此五蘊並非真
實的自我。

  【Key Words】1. Mental Forma-
tion：行；2. wholesome：善；3. 
unwholesome：惡；4. Conscious-
ness：識；5. conglomerate：聚
集物；6. substantial：真實、實

有；7. permanent：常住；8. at-
tached：執著、執取；9. Anguttara 
Nikaya：增一阿含經；10. illu-
sion：幻法

80公分的世界
â黃郁涵（弘法行政系） 

   一次排班到雲居樓的路上，從「
藍毘尼園」方向傳來大人的聲音：「
那個不是貓熊啦！」我轉頭看了一
眼，原來是一家人帶著小孩，在藍毘
尼園前歇息，孩子伸出小手，比著園
內的方向。大人又說：「那是小沙
彌，不是貓熊啦！哪有貓熊？」
  藍毘尼園的欄干邊，有幾尊沙彌石
雕，各種可愛逗趣的姿勢都有。此時
另一個大人說：「真的有貓熊耶！在
裡面！」探頭往內看，藍毘尼園更深
處有一個池
子，池子邊
上真的有個
黑白分明的
熊貓燈籠，
小孩所看到
的是真的！
  大人以一
百六十公
分，或甚至
更高的角度
看藍毘尼
園，看到的
可能只是擋
在面前高聳
的樹木，或

是近在眼前的沙彌石雕；而小孩僅僅
八十公分高，卻可以穿過重重樹木，
看到遠方吸引他的東西。
  我們常說「眼見為憑」，然而每個
人的角度不一樣，所見的事物未必一
樣，卻認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相，別
人看到的都有誤。如同「盲人摸象」
的故事，每人摸到的只是象的一部
分，卻以為自己接觸的就是全部。
  人常被自以為是的知識給障礙、蒙
蔽了，無法見到最深處的真如本性，
何不低下身子，以不同的角度來看世
界，或許，你會見到最原本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