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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的孝道─目連救母

多年來，許多的義工媽媽，自願發心跟

隨雲水書車，在台灣各地山區海邊，為兒

童講說故事，唱著歌謠；記得高雄市長陳

菊「花媽」，也曾經在我們雲水書車旁，

為小朋友說故事。而駕駛的海鷗叔叔們也

幫腔助陣，變變魔術，來吸引兒童看書的

興致。現在全省已有五百個服務點，當書

車的兩翼打開，像大鳥一樣展翅，見到孩

子們驚喜興奮的神情，所有的奔波辛勞，

也都不算什麼了。

    開辦星期學校   兒童千人以上

回想起六十多年前，貧僧在宜蘭最初

辦的兒童班，也就是所謂的「星期學校」

，每到星期天，兒童不在學校，我都叫他

木碗的故事
文╱星雲大師 文／星雲大師

雲水僧與雲水書車
們到宜蘭念佛會裡來參加活動。當時，請

來張慈蓮做主任，林美月擔任老師，她們

四十年如一日，從未支領車馬費，非常疼

愛這許多小朋友。有時候，給一張小小的

畫片、一粒糖果、一塊餅乾，兒童們就喜

不自勝，我們自己也歡喜不已。所謂「喜

捨、喜捨」，捨，就是歡喜，真是一點也

不錯。

那時候，實在因為地方太小，每次集合

的兒童都在千人以上，只得在寺廟外面的

庭院活動。有時看到八、九歲的小妹妹，

身後還背著一、二歲的小弟妹，也會合掌

跟在後面念佛，讓貧僧看了真是熱淚盈眶

、感動不已，覺得自己若不發誓普度眾生

，實在愧對出家為僧。

那許多兒童班的小朋友，後來參加學生

會、補習班、歌詠隊，一路成長，有的人

在大學教書，有的人做醫生，有的人做過

縣議員、立法委員，也有人在監獄布教等

，各行各業都有，現在很多都已退休。像

林清志、林秀美夫婦，每個星期都到監獄

裡教化，一發心就是四十餘年，風雨不斷

，政府聘請他們擔任正式的義務教誨師。

政治大學鄭石岩教授，擔任過教育部常

委，著述不斷，在佛教心理學方面開創出

一片天地，教學、心理輔導，令無數人獲

益。醫師李宗德不但自己在國內行醫，也

和當初我們的大專夏令營數十位做醫師的

學員，像在洛杉磯的沈仁義、李錦興，在

日本有林寧峰、福原信玄等，一同在國外

行醫救人。讓貧僧雲水弘法中，偶爾有一

些小毛病，都勞駕他們把醫療器材搬來我

們寺中，為我無償治療，這在海外真是一

件奇人妙事，令人感動不已。� （待續）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7/4 
（六）

美國國慶遊行（7：00 am）
毓麟祈福禮（2：00 pm ）

7/5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7/10
（五）

大悲懺法會 （7：30 pm）

7/11
（六）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7/12~7/18
（日~六）

成人短期出家修道會 

7/15~7/19
（三~日）

青少年短期出家修道會

7/16
（四）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7/19
（日）

美洲盂蘭盆供僧法會  
（9：00 am）
瑜伽燄口法會 （2：00 pm）

7/21~24
（二~五）

特殊奧運哈崗接待城市

7/25
（六）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北濱國小  啟發孩子美感潛能

感情是多變的，不能永遠
令我們滿意，所以我們要
有「淨化的感情生活」。

【記者林汝娟花蓮報導】位於台灣花蓮

港旁，一所以「海洋」為主題的北濱國小

，近年致力發展意象書法、烏克麗麗特色

課程，走出裁併危機，繼去年帶領學生至

夏威夷參加烏克麗麗嘉年華，今年暑假計

畫帶領學童見習日本書道特色，並以學童

擅長的烏克麗麗結合意象書法，把台灣之

美傳達到國際。

台灣東部唯一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學校—

北濱國小，不僅以海洋教育作為課程，為

了讓孩子接觸美的事物，九十九學年度起

更推動藝術教育—「烏克麗麗及意象書法

」，期待經由藝文課程學習，啟發孩子深

層的美感潛能。

去年七月北濱學童至夏威夷參加烏克麗

麗嘉年華，將意象書法作為紀念品送給夏

威夷市長，引起各國隊伍關注；「意象書

法」是一種透過毛筆，把心內感受或情感

寫出來的表現方式，傳統書法要臨摹字帖

，但在北濱國小老師蔡佳玲指導下，學校

三到六年級學生，每周一堂意象書法課程

，鼓勵學童發揮想像力寫書法，並思考如

何把每一個字的意義與生命經驗做連結。

以「愛」為例，每位學童都有獨特的詮

目犍連尊者能以天眼通知道眾鬼的罪業

報應因緣。有一天，他忽然想起死去的母

親，於是運用神通力見到母親墮在餓鬼道

中受苦，咽喉像針縫似的細小，皮骨連結

在一起。目犍連見狀，不禁傷感萬分，孝

心油然而生，即刻用缽盛裝了飯菜，藉神

通力往饗老母。但是他的母親取飯尚未入

口，便化為火炭，不能飲食。

目犍連悲號涕泣，不能自己。他能知道

眾鬼的因緣業報，但卻不知道母親究竟以

什麼罪業因緣而受如此苦痛。因此，帶著

沉重的心情，前去請示佛陀：「佛陀！弟

子今日以神通力見到我此生的母親墮在餓

鬼道中受苦，取食成火，不知是何因緣？

弟子的神通能夠觀察眾鬼的罪業因緣，何

以對自己的生身之母竟不知情？懇求佛陀

慈悲開導。」

佛陀面上流露出憐愍的慈光，回答道：

「目犍連！你的母親因為在世之時謗佛謗

僧，不信因果正法，貪瞋邪見，所以受此

苦報。你因母子情深，神通為親情所掩，

所以不知母親罪業。」

「佛陀有什麼妙法能使弟子的母親脫離

餓鬼的苦痛呢？」目犍連向佛陀哀求。

「目犍連！你母親的罪根深結，不是你

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救拔。你的孝心雖然感

動天地，但天地神祇對毀謗三寶的人也無

可奈何。你現在唯有仰仗十方僧眾威神之

力，才能令你母親脫離餓鬼之苦。

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是十方僧眾的解居自

恣日，於此日，做子女的人應當為七世父

母以及現在父母設百味珍餚飯食，新鮮果

品，盡世甘美，放在盆中，供養十方大德

僧眾。

因為七月十五日是僧自恣日，一切聖眾

，或在山間水邊禪定，或得四阿羅漢果，

或在樹下經行，或得六通，自在教化。甚

至更有十方菩薩大人權現比丘，皆同一心

受食，所有聖眾均具清淨戒行，其德如汪

洋大海，不可思議，如能供養此等自恣僧

眾，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定能出離三塗之

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健在者

，福樂百年，萬事吉祥順利。這就是真正

的超薦拔度的妙法。」

▲經由藝文課程學習，啟發孩子深層的美感潛能。� 圖／北濱國小提供

釋，如大愛把小愛拋向天空，呈現爸爸將

自己拋高高的喜悅；也有兩個代表自己與

父親，並會微笑的愛在玩猜拳；甚至還有

空洞洞的愛，提及父親過世留下的心靈缺

口。

「意象書法不僅是藝術，還能藉此進入

孩子的內心世界。」校長周春玉說，過程

中，師長也會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想法、

故事，藉此輔導需要幫助的學生，並培養

學生的表達能力。

   用愛表達對媽媽的感謝

三年級的黃凱靚分享，母親節就自己寫

意象書法送給母親，用「愛」表達對媽媽

的感謝；六年級的徐凡鈞則說，「意象書

法比傳統書法更有趣」，因毛筆可以隨意

握、墨水調深淺，筆畫可以隨意勾勒，且

能自己發揮想像力創作。

「讓孩子學習烏克麗麗、意象書法等才

藝，不僅是希望帶給他們歡樂，也是讓他

們擁有自信，並能帶動課業學習。」在僅

一百零四人的北濱國小，多數學生為單親

及隔代教養，學校更重視孩子的品德。周

春玉說，教導學童「不能只是手心向上，

而是要手心向下」，要能為自己的夢想有

所付出。

四說

▲西來寺恪遵佛制，舉辦盂蘭盆法會及僧寶節供僧法會。�� 圖／西來寺提供

目犍連聽佛陀說後，歡喜奉行，在僧自

恣日供養聖僧大眾以後，其母即於是日脫

離餓鬼之苦。

目犍連知道母親脫離了餓鬼道，十分感

激佛陀，並讚歎三寶功德，奉勸世間應行

盂蘭盆之法，供佛及僧，以報父母生養撫

育慈愛的恩惠。

佛光山星雲大師把民間祭鬼神的七月改

為「孝道月」。每年七月，佛光山西來寺

恪遵佛制，舉辦盂蘭盆法會及僧寶節供僧

法會。歡迎信眾閤府前來參加，同霑法益

。� �摘錄自《佛教叢書》

供僧法會：7/19/2015    
                      9：30 AM    
瑜伽燄口法會：7/19/2015
                               2：00 PM    
地點：佛光山西來寺大雄寶殿    
地址：3456 Glenmark dri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地圖查尋    
活動諮詢：（626）961-9697 ext. 194 or
                       126 

有位老太太臥病在床，兒子每天都

得送飯到房間裡給她吃。但是老太太

因病手抖，飯碗經常不小心就從手中

滑落地面而打破。兒子看了心裡很不

高與，每次都向老太太抱怨：「你常

常把碗打破，我哪有這麼多錢買碗給

你用呢？」為此，兒子就去找來了一

個木頭做成的碗，每天都以這個木碗

盛飯給母親吃，這麼一來，即使飯碗

不小心摔到地上，也不怕打破了。

有一天，老太太的孫子在院子裡玩

耍，弄了個木頭在那裡刻刻挖挖的。

父親看了感到好奇，就問：「兒子，

你拿個木頭在那裡刻刻挖挖的，幹什

麼呢？」

「我在刻碗，刻一個木頭的碗。」

「你刻木頭的碗做什麼用？」

「等你老了，我拿木碗盛飯給你吃

，你就不會把碗打破了呀！」

父親給兒子這麼一說，慚愧得無地

自容，方才警覺到今日自己怎麼對待

老母親，將來兒子就會怎麼對待自己

；兒子對自己的行為可是看得一清二

楚呀！

我曾經在同一家醫院裡看到這樣的

情形，兒童的病房總是有好多父母進

進出出照顧孩子，老人的病房卻很少

有兒女前去探望，縱使有，也不全都

是帶水果、帶奶粉去探望，而是帶錄

音機。兒女一來到父母的病榻前，就

將錄音機朝床頭一放，說：「爸爸媽

媽你說吧，你的遺產將來要交給誰？

」現在的社會竟然走到這種沒有孝道

倫理的地步，實在令人堪憂。

有首詩偈說：「記得當初我養兒，

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由他餓，

莫教孫兒餓我兒。」可謂道盡了天下

父母心，寧可自己受累，也要兒女溫

飽。

但願天下兒女都能喚回對父母的孝

心，明白有父母在堂是莫大的福氣！

圖╱道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