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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名師懿行

阿彌陀佛

人間有愛

 有一次我到一家服飾店買衣服，這

家看似平凡的店面卻有不平凡的價格，

每件衣物勾勒幾筆線條或圖案就動輒上

千元，我女兒告訴我這是時下最流行的

人氣服飾店，店長告訴我們，他們家的

衣服都是限量版，絕不會「撞衫」，穿

出去獨一無二很有時尚感。或許這些衣

服材質細緻、設計創新，然而有必要每

一件衣服都是昂貴的名牌來彰顯自己的

獨特性嗎？

衣服舒適大方，保暖得體就好了，不

一定要穿著華麗高貴，小時候養成穿名

牌的習慣，長大後容易被物欲支配，無

形中起貪念，沉浸在物質生活中迷失自

我，失去了吃苦耐勞的能力。大部分的

成功偉人都是從窮困中起家，在艱困中

鍛鍊心性，在簡樸中成就事業，簡單的

生活反而能培養堅強的意志與刻苦的精

神，奠定未來的成就。

從另一個角度看，生活若能簡單就是

幸福，少欲知足，感恩惜緣，不會隨著

外在的環境變化起舞，常保寧靜的慈悲

心，生活才會無憂無慮。

最近流行夢可寶，大家紛紛抓緊自己

的寶貝球與行動電源，四處打獵，造成午

夜時分逗留戶外抓寶的熱潮，有人耽於玩

樂荒廢學業，有人集聚醫院急診車道，耽

誤救護先機，還有人因此摔車重傷。

追逐外在流行，忘了自我，沒有人際互

動，只有虛擬刺激，迷失在聲光的遊戲，

造成人與人的距離，心靈上最遠的空虛。

簡單的生活就是看淡物欲，日前報導有

一位陳綢阿五十年來罹患子宮癌、胃癌、

肝癌、鼻癌、喉癌和骨癌等等癌症，如果

換成一般人早就唉聲嘆氣、意志消沉了，

但是陳綢阿依舊滿臉笑容、樂觀以對，成

立兒童少年服務中心，感化許多青少年走

回正途，養成運動簡單飲食習慣，每天早

上赤腳在房間運動，到菜園裡勤奮的工作

，飲食奉行簡單蔬食，茹素少量多餐，吃

自種的蔬菜，用簡單的食療法抗癌成功。

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愈簡單愈能永恆。

簡單的生活才有長久的快樂。簡單是最

美好的境界，身心處於安定平和的狀態，

對於物質欲望就無所求，內心充實與滿足

，不會為了名利的追求，單純少欲，自在

富足，雲淡風輕，忘卻煩憂，就像陳綢阿

簡單生活，熱衷公益，惜福造福，淡泊名

簡單的生活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真正的慈悲，不一定是
和顏悅色的讚美鼓勵，
有的時候，用金剛之力
來降魔伏惡，更是難行
能行的大慈大悲。

如來之子

寫下聖保羅傳奇
文／朱同慶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1
 周六

光明燈法會（10：30 am ）

 10/2
 周日

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9：00am）

環保回收日
（2：00 pm~5：00 pm ）

 10/9 
 周日

玫瑰陵秋季祭典法會─三時繫念
（1：30pm）

 10/14 
 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逸饗蔬食

文與圖／乃光

栗子南瓜鹹派

黃昏路經公園，正巧有台剛到的小貨車

，搬下一箱箱的蔬果，來散步、閒坐、運

動的婆婆阿姨們自動聚集。小貨車賣蔬果

的小夥子，說話斯文、面貌白淨有笑容，

穿著短袖掩不住滿身的刺青。但婆婆阿姨

們只要他一來，就一定湊過來買一買、聊

一聊、嫌一嫌、殺殺價、再去去尾數。

我挑選著小南瓜、奇異果，一位阿姨靠

過來說：「這便宜歐！」ㄟ我記得他剛才

還嫌貴呢！旁邊阿嬤一邊問：「這蘋果怎

賣？」一邊滴咕著家裡還有上次買的還沒

吃完呢！

另一頭阿嬤秤了地瓜嚷著說：「五十五

喔！算五十啦！」真的就只塞五十給小夥

子。

我驚奇的瞪大眼笑著對小伙子說：「你

還真會討婆婆阿姨們開心。」他說：「沒

差啦，去不去尾數她們也不會給的，大家

開心就好，哈……。」

而後我付了所買的二百二十五元，婆婆

阿姨們看我給足了，都驚奇瞪大眼看著我

想說：「哪ㄟ價尼拱啦！」我只是淡淡一

笑，心想「差那五塊錢也不會比較富有啊

！」

我不愛殺價，看她們說說笑笑，覺得我

的好心情不只值五塊錢；小夥子說一個星

期來二次，婆婆阿姨們每周有二次小確幸

，我也分享了一次了，值得。

材料：
【A內餡】
栗子南瓜2顆 、奶油 1大匙、麵粉1大匙

、洋菇7~8朵切丁片、馬鈴薯切小丁 1杯

、胡蘿蔔切碎丁1/3杯、牛奶150CC、芹

菜葉碎 1大匙、帕瑪森忌司碎1大匙、鹽

胡椒適量。

【B派皮】
奶油100g、低筋麵粉1杯半、水約 2大

利無比自在。

簡單的生活從衣服、飲食做起，不要追

求名牌，不貪圖口腹美食，不盲目追逐流

行，簡單的吃，簡單的穿，身體和心靈

內外能保持一致，知足感恩就是幸福人

生。

匙、鹽少許。

作法：

❶先作派皮，將篩好麵粉、鹽與切小丁的

冰奶油放入塑膠袋內，混合搖一下，以

麵粉將一顆顆奶油丁捏扁，噴灑入一點

水，壓成團後，桿平約1公分厚度，冰

入冰箱約1小時。

❷內餡：南瓜洗淨外皮，橫向對剖，成2

個碗型，去籽，放入電鍋，外鍋加一杯

水，蒸熟。馬鈴薯丁、胡蘿蔔丁蒸熟。

(可分兩層同時蒸。)

❸將洋菇切小丁以奶油炒香，慢慢灑入麵

粉，加入牛奶，拌勻別結塊，煮滾後放

入蒸熟的馬鈴薯丁、胡蘿蔔丁，加入帕

瑪森忌司、芹菜葉、鹽胡椒調味。

❹將作法❸的內餡填進蒸熟的南瓜內，鋪

上派皮，捏壓好邊緣，塗上蛋液，再以

叉子在派皮上扎幾個洞。

❺入烤箱，以180度烤15分鐘，表面呈金

黃，即可。

小叮嚀：

❶派皮全程在塑膠袋內做，不沾手；環境

乾淨；作法快速簡約。

❷看栗子南瓜大小酌增減內餡派皮，多的

內餡可拌義大利麵、飯或焗烤，多的派

皮可變成餅乾。

拜讀新馬佛光山總住持覺誠法師新著《

如來之子》。覺誠法師在書中傾情講述曾

經在巴西建寺弘法的點滴過往，令人感動

之處不勝枚舉，印象最深的是覺誠法師成

立了「如來之子教育計畫」。

生活在巴西貧民窟的孩子，生活條件較

差，唯一的遊戲就是踢足球。將這些孩子

集合起來，遠離毒販，遠離不好的誘惑。

初期足球小將打赤腳，後來一位經營進

口運動鞋的佛友，把有瑕疵無法銷售的鞋

子，送給「如來之子」。

「一雙雙嶄新運動鞋，雖有瑕疵，對貧

民窟的小孩子來說，是夢寐以求的珍貴禮

物。有一個八、九歲的小隊員拿到一雙超

大鞋子，很高興地半穿半拖，高呼『我有

鞋子了』！甚至，有一個小孩興奮地抱著

鞋子上床睡覺，他說終於實現夢想了！」

看到此處，我不禁淚濕眼眶。反觀我們

身邊的小孩子，別說尺碼不合腳的瑕疵鞋

，就算是合腳又舒適的品牌鞋，恐怕也難

以興奮的高呼，我有鞋子了！更不會抱著

睡覺。

朋友告訴我，他家孩子的鞋子，堆滿整

個儲藏間。甚至，有的還沒穿過，就不喜

歡而棄之。

正是因為生活條件優越，家長過度寵愛

，孩子從小缺乏惜福惜緣觀的觀念，導致

對待人事物不珍惜不重視。隨著年齡增長

，缺乏親情、友情乃至缺乏人情；頻頻換

職、婚姻危機、人際關係不和諧等諸多問

題出現，也就見不為怪了。

就是惜福惜緣觀念，讓九成以上從「如

來之子教育計畫」畢業的巴西貧民窟孩子

改變了命運，不再流浪街頭，他們成為軍

人、銀行職員、公司文員、醫療技術員、

教師、教練、演員、麵包師，寫下聖保羅

傳奇的篇章。

不論大家有沒有信仰佛教，都會隨口而

出「阿彌陀佛」；在寺院道場相遇了，不

管認不認識，彼此之間都會互道一句「阿

彌陀佛」。社會上哪一個人升官發財了，

「阿彌陀佛」；哪一個人生意倒閉了，「

阿彌陀佛」；你跌了一跤，「阿彌陀佛」

，跌痛了沒有？你送東西給我，「阿彌陀

佛」，表示謝謝。對於不善言詞的人，只

要講一句「阿彌陀佛」，都能表達心中的

意思。

可以說，宇宙間一切的語言文字，沒有

比「阿彌陀佛」這句話更好、更有意義，

也沒有比這句話更能通行無礙了。但是很

多人卻都不知道，「阿彌陀佛」是什麼意

思？

「阿彌陀佛」是梵文音譯，意譯為「無

量光」、「無量壽」，是超越時空對待，

代表永恆的生命、真理、無限的力量、福

慧雙修、了生脫死的意思。

過去有一個年輕人，聽一位老和尚開示

念佛的功德很大，他非常不服氣：「老和

尚，『阿彌陀佛』四個字，念了會開悟、

可以消災、會增福報，哪裡有那麼大的效

果？」

老和尚聽到這種無理的問話，他也很不

客氣，很大聲的回他：「混蛋！」

青年一聽，生氣的說：「你是出家人，

怎麼罵人！」

老和尚淡淡的說：「『混蛋』才二個字

，你就反應這麼大；『阿彌陀佛』四個字

，功德當然更強、更大了。」

念佛可以用正念對治邪念，繼而從正念

到無念，所謂「心中有佛將心念，念得心

空及第歸」，就能見到功效了。

其實，「阿彌陀佛」並不只限於修淨土

法門的人可以稱念，或只是為了求往生西

方極樂世界而稱念。「阿彌陀佛」萬德洪

名，具有無限的功德，和「空」一樣，具

有無限的意義。假如你的名字叫張三，人

家喊你：「張三！」張三是什麼？這個「

張三」與自己不見得有必然關係；但是對

你說一聲「阿彌陀佛」，你也像阿彌陀佛

一樣，與空義相印，與空義相合，這個利

益、價值就很大了。

過去有一位晉平居士信仰淨土宗，精進

修持，二六時中口裡總是離不開「阿彌陀

佛」四個字。可惜這位居士雖然敬信佛法

，但慧心並沒有增長。仙崖禪師知道他的

情況，就想助他一臂之力。

有一天，晉平先生又到寺院來禮佛，仙

崖禪師看到了，就喊 ：「晉平先生！」

晉平看到禪師，馬上說：「阿彌陀佛！」

仙崖禪師再次叫他：「晉平先生！」晉平

一樣回答：「阿彌陀佛！」仙崖禪師再喊

：「晉平先生！」晉平心裡覺得奇怪，但

還是回答：「阿彌陀佛！」

    效法度眾智慧 要能自我承擔

仙崖禪師就問：「你每句話都有『阿彌

陀佛』，不覺得太煩阿彌陀佛了嗎？」晉

平回答：「阿彌陀佛！我是念佛的人，當

然佛不離口，佛不離心。」這次，仙崖禪

師只說了一句：「阿彌陀佛！」轉身就離

開了。

其實仙崖禪師的用意，是要告訴晉平，

修行不能只是依賴阿彌陀佛，假如把阿彌

陀佛深植在心中，自己做阿彌陀佛，不是

更好嗎？所以我常說，真正的念佛是念而

不念，不念而念。念佛，要自我承擔，與

其念佛，不如學佛、行佛，為大眾服務；

能夠效法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願願都是

度眾生的慈悲智慧，這才是稱念「阿彌陀

佛」的真正意義。

⬆阿彌陀佛意譯為無量光、無量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