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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兄弟兩人，過著十分困苦的

日子。為了改善生活，有一天他們決

定由哥哥負責向天神祈禱，希望能夠

發財富貴，弟弟則負責耕地種田，以

求農作物豐收。

從那天開始，哥哥日夜精進，不斷

地禮拜毘沙門天神，期望能夠獲得大

富大貴。經過一段時日，一天，毘沙

門天神化身成弟弟的模樣，來到哥哥

身邊。哥哥看到弟弟忽然跑來，就問

：「你不去工作，來這裡做什麼？」

弟弟說：「我想效法哥哥，齋戒沐浴

，在這裡日夜殷勤祈禱，祈求天神保

佑，讓我們兄弟兩人發財。」

哥哥聽了很生氣，說：「你不去耕

地、播種、澆水、鋤草、施肥，又怎

能期待農作物會有收成呢？」

化身為弟弟的天神反問：「收成真

的得要先播種嗎？那麼，哥哥你又播

下什麼種子呢？」哥哥無言以對。

這時候，毘沙門天神回復原來的樣

子，對哥哥說：「我就是你日夜祈求

禮拜的毘沙門天神，我雖然可以給你

助緣，但是想要獲得福德富貴，還是

必須靠你自己去耕種。過去，你因為

不肯布施，種下了慳吝的因，今生才

會如此貧困，現在你雖然日夜精進禮

拜我，但因果是無法違背的。就像要

在冬天求得菴摩羅果一樣，縱然是禮

拜百千天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

從今天起，你要修行布施，將來才能

夠致富。」

布施是發財最好的方法，但一般人

總以為布施是給人，既然給人，自己

怎麼會發財？其實，布施好比在田地

裡面播種，有播種才有收成。

布施也不一定都是用金錢來布施，

比方我們會說好話，說好話就是布施

；你說我不會說好話，出力也是布施

；或許你說我不會說好話，也沒有餘

力，那也沒有關係，有心也能布施，

聽到人家說好話、見到人家做好事，

你心裡歡喜，隨喜也同樣有功德。大

家不妨多布施自己的一念歡喜心吧！

「你不知慚愧！」對修行人
而言，這是一句很難堪的
話。大家做人、說話、處事
都要記住，不能對不起自
己，也不能對不起別人，這
就是慚愧心。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3/27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4/3
（日）

孝親報恩清明水懺法會
（9：30 am～5：00 pm）

4/7
（四）

光明燈法會
（10：30 am）

4/8
（五）

大悲懺法會
（7：30 pm ）

4/9
（六）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 am ）

4/9～6/5
（六～日）

梁政均水墨書畫

4/10
（日）

玫瑰陵春祭法會三時繫念
（1：30 pm～6：00 p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4/17
（日）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圖／道璞

幼鵝落難求救 阿嬤：定有因果
【本報嘉義訊】嘉義市七十三的歲阿嬤

蕭碧雲，七年前在住家門口救了一隻摔落

車下的受傷母幼鵝，細心收養照料，鵝將

阿嬤當媽媽黏著，阿嬤走到哪，牠就跟到

哪。「鵝媽媽」阿嬤每天帶牠散步，鵝長

大變美麗大白鵝，聽話愛撒嬌、每周下蛋

，人鵝情深，被崇陽古道社區居民當成「

活地標」。

「鵝啊！叫帥哥」，蕭碧雲對鵝說話，

要牠向路人打招呼，只見牠伸長脖子發出

「咯咯咯！ 」阿嬤說「牠在跟你問好」

，接著打開門前木柵鵝籠，鵝開心展開雙

翅揮拍，帶牠到住家旁崇陽古道，不時提

醒牠「小心車」，汽機車駕駛人看到都放

慢速度禮讓。

阿嬤坐門前鵝馬上靠過來，把頭靠著阿

嬤，阿嬤輕撫牠頭部，「親情」流露。篤

信佛教阿嬤拿出七年前拍的幼鵝照片，述

說牠的故事，她說，有輛運鵝車行經她家

門，體形僅手掌大的鵝摔下車受傷，跑到

門口「呼救」，她認為鵝與人都是眾生，

會找她定有因果，治癒牠當子女養育。

阿嬤和平路住家位在近三百年的光復社

區崇陽古道旁，這條長二百公尺、寬三公

尺巷弄，是清朝中埔鄉居民進諸羅城南門

（崇陽門）要道，當地人文薈萃，有交趾

陶祖師爺葉王及嘉邑行善團創辦人何明德

故居，新增大白鵝，常有人慕名前來，還

有小朋友為牠寫生作畫。

鵝平均每周下蛋二、三個，有鄰居開玩

笑對鵝說「等你長大就宰來吃！」鵝聞言

用嘴喙啄鄰人的腳抗議，以後鄰人都知道

不能對牠說壞話；拿東西餵牠，牠「嘎嘎

叫」專挑素食吃。嘉大動物學系教授趙清

賢說，鵝將救牠照料牠的阿嬤當媽媽，是

動物行為的「銘刻現象」，如同一九三○

年奧地利著名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勞倫

茲博士，吸引一群小鴨子對他產生無法割

捨眷戀的故事。

母愛鼓勵支持 愛奇兒也能打棒球
【記者李祖翔台北報導】日前天使心家

族基金會邀請民眾與特殊障礙兒家庭一起

上街頭，相互認識、共融，愛奇兒母親蔡

燕華在教育局安排下，分享孩子如何改變

人生，呼籲大眾支持愛奇兒。

蔡燕華說，兒子出生時因缺氧，放在保

溫箱，全身插滿了針頭，接下來五、六年

的復健，走路及語言進步有限。大約半年

時間，她內疚把孩子生成這樣，不配成為

母親。

每當孩子告訴她，被同學嘲笑、捉弄，

學他說話、走路的樣子，讓他生氣、不舒

服，蔡燕華自責沒能在第一時間衝到學校

保護。有一陣子兒子用奇怪的樣子走路，

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我是殘障。」

傷透媽媽的心。

蔡燕華學著欣賞孩子的優點，告訴他：

「經過不斷地練習，你可以和爸爸在球場

上打棒球，雖然你是別人口中的殘障兒，

卻是媽媽的寶貝。」從此兒子不再怪模怪

樣。

「為母則強」，她成為剛強的母親，先

生埋首工作，不理會妻子跟孩子，經過相

關的課程輔導後，意識到不能讓先生一味

賺錢，夫妻開始溝通，從爭吵、逃避到接

受現實，家庭變得和樂。蔡燕華邀請大家

一起守護愛奇兒，讓他們快樂長大。

中國的傳統風俗裡，每年都會舉行春

秋二祭，體現「慎終追遠」的孝道精神

。佛教是重視孝道的宗教，為了因應此

一傳統，會在這兩個時節舉辦報恩法會

，好讓信徒到寺廟，為先遠考妣宗親誦

經回向。

春祭的清明法會，可以禮拜《水懺》

、《洪名寶懺》、《金剛寶懺》，或者

舉行《三時繫念》佛事。有的寺廟會連

續舉行三天的法會，讓從遠處趕來參加

的人好安排時間，今天沒有時間，明天

也可以；明天沒有時間，後天也可以，

總會選擇一天來參加。當然，有的寺廟

人少，佛事時間的安排，不便於太長，

就可以集中在一時、一支香，或一場法

會，讓大家一起來祭弔。總之，因寺廟

的情況，作法也各有不同。

中國有首詩說：「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

童遙指杏花村。」可見到了春祭清明的

春祭
文╱星雲大師

時候，散居各地的子孫，都在尋找回鄉的

路，好為先人上墳。

一般說到清明節，就不免要提到寒食節

。原本這是兩個不同的節日，由於日子差

不多，所以古時候舉辦寒食節活動時，經

常都會延續到清明。那麼，經過漫長的歲

月之後，兩者就逐漸地沒有了差別，到了

今日，一般人只有知道清明節。

談及寒食節，源於春秋時代，晉文公悼

念功臣介之推。早年晉文公重耳在外落難

時，介之推和他患難與共，甚至在他日子

最難過的時候，介之推還割下腿上的肉給

他充飢。

後來，晉文公回國，坐上君主之位，要

想為有功之人封官，卻獨獨忘記介之推。

而介之推早已決定遠離政治，不再出仕，

於是來到了綿山隱居。

有一天，晉文公忽然想起介之推，得知

他隱居山林，便親自上山尋找，卻無論怎

麼叫喊，都找不到他，最後晉文公想了個

妙計：「放把火燒山，山林燒了起來，他

總應該會跑出來了吧？」不料，介之推還

是不肯出來，最後抱著一棵樹給活活燒死

了。晉文公哀傷之餘，為了感念他，就用

這一棵樹做成了一雙木屐，穿在足下，

好讓他天天跟隨著自己。

從此，晉國的老百姓為了紀念介之推

，每逢他被火焚的這一天，家家戶戶都

要禁火，吃冷食。這就是清明寒食節的

來源。

—節錄自星雲大師《僧事百講》道場行

事

西來寺將於2016年4月3日(星期日) 舉
行「孝親報恩清明法會」，禮拜《慈悲
三昧水懺》，以此功德回向眾善信徒現
生父母延年益壽，家眷平安康樂，社會
安祥和平；歷代宗親蒙佛接引，往生淨
土。屆時歡迎闔府蒞臨拈香，同霑法益
為禱！
聯絡電話：626-961-9697
網址：www.hsilai.org
法會日期：4/3星期日
法會時間：

9：30 am  慈悲三昧水懺上卷
11：30 am 午供 
2：00 pm  慈悲三昧水懺中卷 
3：30 pm  慈悲三昧水懺下卷

【人間社記者李生鳳高雄報導】北美洲

舜裔篤親總公所應僑務委員會之邀，組回

國訪問團來台。除拜會副總統吳敦義及政

府各部會外，也安排了佛光山和佛陀紀念

館參訪行程。一行二十一人日前與佛光山

寺常務副住持慧傳法師會面。

舜裔篤親公所其義為取中國三皇五帝之

一的舜帝，他的家人屢次想謀害他，舜以

至孝，感化了家人，孟子讚歎其為大孝。

為傳承孝道傳統，遍及世界各地的舜裔

宗親，籌組僑社團體，發揚至孝篤親精神

。此團成員為早期移民美國華僑，包括元

老陳達偉、陳羨棠、陳仕維等多名僑界領

袖。

美僑界孝道團體 
參訪佛光山

蔡燕華的兒子（中）經過不斷復健與努力，也能站在球場上打棒球，右為妹妹。

� 圖／天使心家族基金會提供

遍及世界各

地的舜裔宗親

，籌組僑社團

體，發揚至孝

篤親精神；圖

為小朋友奉茶

給父母。

圖／人間社

� 記者陳妮斯

慧傳法師讚歎大家在海外推廣孝道觀念

，十分難能可貴，並說明佛教講的孝道分

為三個層次，最初是甘旨奉養，讓父母在

生活上沒有缺乏，接下來是所作所為顯揚

父母，最上品的孝順則是讓父母擁有信仰

的歸宿，面對死亡不再憂懼。

陳達偉表示，看到佛光山規模之大，自

己雖不是佛教徒，但覺得這裡是個好地方

。芝加哥中華會館主席暨芝加哥佛光會督

導黃于紋在當地推動三好兒童繪畫比賽，

指出此行亦是因緣難得，特地帶大家來山

朝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