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蟒蛇護金
文╱星雲大師

有一位大富翁，愛財如命，慳貪不

捨，一生拚命賺錢，卻不知道用錢，

更別說從事慈善事業了。那麼，錢財

這麼多怎麼辦呢？富翁倒是有他的想

法，將所有的錢財都換成了黃金，一

塊塊的黃金上還刻了自己的名字，藏

在居家山後的洞子裡，免得被人家偷

去。

日積月累，黃金愈藏愈多，不過他

的年紀也愈來愈大，還沒有享用得到

，就撒手人寰，告別人間了。

由於一生貪心愚痴，不能廣結善緣

，所以富翁死後，墮入了畜生道，變

成一條蟒蛇。變成蟒蛇的大富翁，仍

舊惦念著前世儲藏黃金的洞子，每天

都盤踞在洞口守護。儘管遇到一些獵

人、樵夫，也不害怕，還對著他們昂

首吐信。

只是，這些人看了都想：這一條蟒

蛇老是在這裡出沒，會不會加害於人

呢？為了防止意外發生，有一天，大

家齊心協力把這一條蟒蛇給打死了。

打死了蟒蛇以後，大家好奇地再回到

洞子裡一探究竟，一看，「哇！竟然

有這麼多的黃金！」於是，眾人便將

黃金紛紛取走花用了。

我常說，錢財一直聚集，不是自己

的；錢財不斷儲藏，也不是自己的；

錢財不會運用，當然更不是自己的。

錢財要用了，才是自己的；錢財要讓

社會大家共有、共用，才是自己的。

世間上的人多歡喜積聚財富，不懂

得運用財富，其實，讓人生「兩手空

空而來」，又「兩手空空而去」，實

在很划不來。假如我們能有一點錢財

，應該要造福社會、改善社會，幫助

文教、救濟貧困、修橋鋪路。錢財與

人共有共享，自己是不會缺少的，不

但今生可以享用，甚至於來生也能享

有這許多功德。因果業報永遠是自己

要去承受的。

有的人好意氣用事，動不

動就生氣，最好能以理來

屈服他，所謂「有理走

遍天下」，理必然勝於雄

辯，有理才能站得住腳。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2/13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12/18～12/20
（五～日）

南加佛光青年團冬令營

12/19
（六）

人間學院結業典禮暨成果展

12/20～12/27
（日～日）

彌陀佛七法會

12/25
（五）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12/27
（日）

彌陀佛七總回向
─三時繫念佛事
（1：30 pm）

12/28～12/31
（一～四）

 BLYSO冬季音樂營

12/31
（四）

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冬季公
演（7：00 pm）

圖／道璞

台灣唯一 佛館參與廣州文博會

【人間社記者妙功廣州報導】二○一五

年廣州國際文物博物館版權交易博覽會，

日前在中國大陸廣州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

易會展館舉行。此次有三百多間知名國內

外的博物館參展，佛陀紀念館受主辦單位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之邀設置展位，是台灣

唯一受邀參展的博物館，由館長如常法師

率隊參加。

佛陀紀念館在博覽會上，推出佛光山開

山星雲大師一筆字文創品，及「金身合璧

．佛光普照一河北幽居寺佛首回歸」相關

展示，廣受各大博物館關注，甚至有民眾

聽了金身合璧的背景故事後流下眼淚。星

雲大師明年一筆字春聯墨寶「聰敏靈巧」

也大受歡迎，頻頻有人索取，將大師的祝

福帶回家。

如常法師受邀在「博物館版權保護利用

高峰論壇」發表專題演講，說明佛館將核

心價值「三好、四給」，作為文創發展的

理念，尤其以大師一筆字的各項文創品，

更是成功地推向兩岸，讓民眾從文創認識

、接觸佛館。

很多聽了演講的人，在中場休息時立刻

前往佛館展位參觀，其中大英博物館及英

國國家美術館，也對佛館在社會教育及文

創的營運模式深表讚許。

此次參展單位包括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

博物館之一大英博物館；還有世界上現存

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的木質結構皇家宮殿建築—北京故宮

博物院，以及首都博物館、上海博物館、

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河南博物院

、陝西歷史博物院等，國家級重點博物館

及培育對象等都齊聚廣州。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王軍帶領國家文

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司長段勇、國家

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副司長李承武、廣東省

文物局副局長何斌等貴賓，蒞臨佛館展位

參觀，對佛館文創高度肯定。

➡二○一五年廣州國

際文物博物館版權交

易博覽會日前開幕，

佛陀紀念館是台灣唯

一受邀參展博物館，

主辦單位中國文物交

流中心主任王軍（左

四），帶領國家文物

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

司、國家版權局版權

管理司等前往佛館展

位參觀；圖為佛陀紀

念館館長如常法師（

左五）與大家合影。�

�圖／人間社記者如輝

【記者郭士榛台北報導】世界建築文物

保護基金會（WMF）日前宣布，屏東魯

凱族石板屋聚落列入「二○一六世界文物

守護」名單，突顯石板屋聚落保存意義，

文化部文資局及屏東縣文化處表示，將在

十年內建立「石板屋文化廊道」、申請聯

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並建立修復承傳計畫

，鼓勵族人返家，回歸祖靈懷抱。

文資局長施國隆表示，魯凱族石板屋聚

落現為國定古蹟，是唯一被指定的原住民

文化資產聚落，屏東縣政府二○一一年再

登錄好茶舊社為文化景觀，石板屋建造技

術也依文資法列冊為「保存技術」項目。

魯凱族耆老邱金士指出，目前有能力修

復魯凱族石板屋的匠師只有八人，他們都

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所幸魯凱族二十

歲以上年輕人，對於修護祖先留下的石板

屋都很有興趣，對於祖先語言也略懂。

魯凱族頭目柯光輝表示，堅硬的石板最

麻煩的是搬移困難

，但可愛之處不會

被火焰吞噬。柯光

輝說，他們現在住

在風災重建後的漂

亮歐式建築裡，但

心靈和靈魂仍得不

到安定，希望修復

工作完成後，能早

日回到部落。吳錦

發表示，魯凱族石

板屋都屬私人所有

，但卻有古蹟身分，當原住民說「回家」

，除了指身體的回家，靈魂也要回家。

「好茶舊社部落頭目家有六百年歷史，

已傳二十代，可見有形文化的珍貴。」台

灣的有形文化是由石棺文化轉為石板屋文

化，而原住民石板文化由北屏東到南區延

路都有石板屋，形成石板文化廊道。吳錦

發強調，應針對魯凱族石板屋所在的舊好

茶部落進行系列思考，希望能在十年內達

成「石板屋文化廊道」目標。

魯凱族石板屋受到國際組織重視讓族人

開心，但吳錦發強調，世界級古蹟都要有

世界級的保護方法，寧可緩慢也須有世界

級的水準，最重要必須由族人自行修復。

魯凱石板屋 入世界文物守護名單

屏東好茶舊社部落頭目家有六百年歷史，魯凱族石板屋受到國際組

織重視讓族人開心。� 圖／阿禮部落頭目包基成提供

一般寺院於農曆十一月十七日彌陀聖誕

前後七天，舉行「彌陀佛七」法會，一方

面慶祝阿彌陀佛聖誕，另一方面期望在七

日之內能精進勇猛，一心不亂的念佛，以

達剋期取證之效。

我們為甚麼要念佛？為甚麼要修學淨土

法門呢？主要的還是為了我們人生的需要

。現在分別說明：

1. 黑暗需要光明：光明何處求呢？淨土

之內處處都是光明。阿彌陀佛又叫無量光

佛，所以我們需要光明，也就是我們需要

人生需要光明安穩   彌陀法會齊心念佛
文／星雲大師

淨土。

2. 苦難需要安慰：人生在世，周旋於社

會之中，總會遇到挫折困難，可是有誰會

來安慰你呢？只要我們稱念阿彌陀佛名號

，阿彌陀佛就永不捨棄我們。

3. 戰爭需要和平：在我們這個世界裡，

有汙濁、煩惱，乃至許多國家處於戰亂之

中，我們唯有消除戰亂，才能實現極樂淨

土。大家在阿彌陀佛座前共修共學，在阿

彌陀佛慈光照耀之下忍讓無諍，世界就能

永久和平。

4. 動盪需要安穩：只有極樂世界，才是

真正安穩的淨土；動盪的今日，使人更迫

切需要極樂淨土的安穩。

5. 貧窮需要富足：佛教不是完全排斥物

質的，淨土裡的物質條件的豐富，真不是

人間可比的，連地都是黃金舖成的。只有

極樂淨土才是最富足的地方，才真正徹底

的消滅了貧窮。

6. 短暫需要永恒：人生的生命太短了，

人間百歲老翁總不多見。即使能活百歲，

在無限時間中也如石火電光，一剎那間的

事情。像阿彌陀佛的無量壽，超越時間，

這不是很美的人生嗎？永恆的世界，就是

西方極樂淨土。

7. 煩惱需要解脫：人間的煩惱太多了，

貪瞋嫉妒固然是煩惱，愛恨親情、饑寒焦

渴、失望悲傷也是煩惱，像一條鐵鍊，緊

緊的束縛住每一個眾生。必得往生到極樂

淨土，才能解脫一切煩惱。

8. 生死需要得救：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在五趣中轉來轉去，即所謂生死輪迴，

不生不死是最好的理想人生，但生死要能

得救，不生不死的世界，那只有極樂淨土

。�� —節錄自《佛教叢書》儀制

西來寺即將在12/20（日）～12/27（日）
舉行彌陀法會，時間為每日6:30am～9:30pm 
（12/20上午10:00薰壇灑淨，12/27下午1:30
三時繫念）。聯絡我們請電洽 (626) 961-
9697 ext126、194 或 Email: info@ibps.org  
3456 Glenmark Dr.,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一般寺院

於農曆十一

月十七日彌

陀聖誕前後

七天，舉行

「彌陀佛七

」法會，西

來寺今年將

於12/20～

12/27舉行。

� 圖／西來寺

�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