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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愛 因果故事

文／祖蓮

禪修懺悔 
脫離三世殺蛇業報

八二法則是由一位義大利經濟學者提

出，他於一八九七年研究十九世紀英國人

的財富時，觀察到百分之八十的財富流向

少數百分之二十的人手裡，稱為「八二法

則」，後來學者再延伸意思，認為百分之

八十的付出只能帶來百分之二十的結果，

告訴我們並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分耕耘一

分收穫，投入一百分的努力也可能只有

二十分，提醒我們做事不能過於樂觀，要

更加謹慎保守。

後來我將「八二法則」用在生活上，我

也覺得滿實用的。百分之八十的朋友中大

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知己，所謂相交滿天

下，知己有幾人？所以交朋友不在廣交，

而在於深交，大部分的朋友只能閒聊話家

常，只有少部分朋友能在患難中見真情，

所以當我們遇困難時，朋友背棄我們或是

冷眼相看，都要視為正常，人與人之間本

來就是因緣而起，沒有人有責任要幫助我

們，不能因此責怪他人。願意伸出援手挺

身而出的好友，那是我們的貴人，我們受

人點滴要報以泉湧。人際的互動要隨緣自

在，這樣友誼才會長久。

在生活中「八二法則」很受用，八件家

具中只有兩件常用，大部分的擺設都只是

徒具形式，所以家居用品要思考減法，不

要因為便宜或贈品添購了很多不必要的東

西，讓家裡顯得凌亂不堪，當用則用，不

當用的物品就要捨棄。有個朋友喜歡趁百

貨公司打折時大肆添新裝，結果新衣服只

穿了一兩次就束諸高閣，幾年後身材走樣

了，再也穿不下，衣櫃滿滿的都是沒有用

的新衣服，看起來很可惜。有些人喜歡在

百貨公司周年慶積點領贈品，為了積更多

點數拼命買沒有用的物品，可想而知最後

只能把這些物品堆疊起來，家裡活像資源

回收廠，想想值得嗎？

「八二法則」用在工作上，告訴我們把

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放在百分之二十的事情

上，避免將時間投注在不重要的瑣事上，

要學會抓緊工作重點，每個人的資源和精

神都是有限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是不可能

的，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讓自己以最少的時間獲得最大的收益。

所謂梧鼠技窮，就是說梧鼠雖有五技，卻

沒有一樣專精，樣樣通樣樣鬆，所以只有

專心聚焦於一事才有大成。

八二法則由經濟學的觀點轉化到生活的

哲學上，也是提醒我們要懂得放下生命中

百分之八十不如意的事，要去欣賞百分之

二十的美麗。生命沒有盡善盡美，一分耕

耘有時無法一分收穫，就像國畫裡淡淡的

留白往往是最從容自在的一角，盡人事聽

天命，老天總會有最好的安排，隨緣歡喜

去織就生命畫布的瑰麗色彩。

八二法則
文／顏福南    圖／彩虹樺樺

真誠懺悔有如法水，可
以淨除我們的罪業；犯
錯而知懺悔，再重的罪
業也能減輕消除。

生活快門 

一枝獨秀

文與圖／張子筑

名人行誼

文／谷景峰

張大千不畫虎

今年二月初回緬甸探親，到達仰光時，

前往探望信徒好友的姐姐，路程中，信徒

說起這位姐姐的故事。

五年前，這位姐姐得了重病，看過很多

醫生都沒有辦法治癒，家裡的錢都花完，

病況也沒有起色。半年後，姐姐的皮膚慢

慢出現黑色的大斑點，愈來愈多，接著，

斑點的地方竟流出膿血，奇癢令她很痛苦

。為了減緩癢的狀況，她只能每天泡在冰

涼的水中六至七小時，就這樣過了五年，

可以說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時間一久，姐姐放棄了這樣的病終會好

轉的想法，消極等待死神到來。一日，一

名法師的出現，讓她的病得到轉機，不可

思議的恢復了健康。家人雖不知道為什麼

她會得到如此病痛，但很高興姐姐終於不

藥而癒。

原來有一天，托鉢的法師經過家門，雖

處於佛教信仰的國家，但姐姐並無真正的

信仰及禮佛布施習慣，這次她卻做了不同

選擇，供養法師米飯及身邊僅有的二千緬

元，從而走上了佛教信仰的道路。

布施後，姐姐從法師的開示中有所體悟

，而跟隨著法師禪修，經過法師帶領，姐

姐慢慢的也能體會禪修沉靜快樂中，沒有

想到自身的病痛，泡在冰涼水中的機率也

就愈來愈少了。

姐姐每天虔誠禮佛、懺悔，祈求佛菩薩

加被，能讓她了解病痛的原因。如是經過

四年後的一天中午，在禪修中她看到，往

昔自己殺害的每一條蛇都來索命，最殘忍

的是每當殺死一條蛇後，都讓牠們泡在水

中、活活把蛇皮扒下來，只見鮮血染滿缸

裡……歷歷在目的景象，讓她無法從境界

裡脫離，剎那間她念出了佛號聲，才從禪

修境界裡醒覺、跳脫出來。

   如是因如是果 反觀自省

迷惑不解的姐姐向法師尋求答案。原來

透過禪修，她看到自己的宿世因緣，她三

世中都因喜愛吃蛇肉，殺害無數生命，這

幾年來的病痛都是因為業報現前。而蛇群

這世才來討報，是因姐姐前世是個富翁，

那時村裡出現災害，農家顆粒無收，富翁

不忍農民困苦，把家裡倉庫的米糧全都拿

出來布施，幫所有的農家們度過難關，因

而累積了大功德；富翁對寺院及法師也常

行供養，並每天禮佛拜懺做為定課，也因

此，蛇群們無法找到姐姐討報。

而此世，姐姐對三寶沒有升起信仰，當

前世累積的福報用盡後，蛇群們也就找上

門了，她就這樣受了五年的苦難業報。

可見，生活中不管信仰什麼宗教，都不

能無視因果存在。因果循環，如是因如是

果，願我們無時無刻都有一顆明亮的心，

反觀自省。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10/7周六 英文共修法會（10：30am）

10/7、8
周六、日

三好盃籃球比賽

10/8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10/13周五 大悲懺法會（7：30pm）

10/14周六 英文共修法會（10：30am）

10/15周日
環保回收日
（2：00pm～5：00pm）

10/20周五 光明燈法會（10：30am）

10/21周六 英文共修法會（10：30am）

10/22周日 
玫瑰陵秋季九九重陽三時繫念
法會（1：30pm～6：00pm）

人間系列

文／星雲大師

素食與護生

也有人說：「我後天過八十歲生日，

請你幫我捕捉個幾百隻鳥雀來，讓我放

生祈壽吧。」商人為了賺取利潤，當然

是想盡辦法捕捉鳥類。只是那些捕捉而

來的小鳥，關在籠子裡，不斷掙扎，等

到要放生的時候，也死了三分之一。這

能叫做「放生」嗎？這是「放死」啊！

又例如，過去在我的家鄉，出產一種

又名「黑魚」的烏魚，一般人都認為牠

具有神力，買來放生會獲得功德。但是

這個世間，放生的人放生，殘殺的人殘

殺，在這樣一捉一放之間，沒有造善業

倒也還罷，反而助長了更多殺生的惡業

，使得放生的美意盡失。

「放生」原本是一個善美的名詞，在

當前世界提倡生命教育之際，也應該是

佛教徒最得心應手的工作，可惜現在的

放生，因為諸多不如法，也就引起社會

的詬病，幾乎到了人人反對的程度。甚

至還有一些不肖之徒假借放生的名義，

行不法之事歛財，例如故意捕捉大海龜

，要求行善的人以錢財來為牠們贖命等

等，這與許多詐騙集團的過失相比，不

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嗎？對於這樣的放生

，我們怎麼能不做一番檢討呢？

事實上，在今日的社會裡，與其放生，

不如護生；與其放生，倒不如放人。何謂

「放人」？並不是說釋放犯罪人的意思，

而是指對人間社會多做一些功德好事，比

方設立獎學金獎助貧困兒童就學，改善他

們的生活，幫助他們成長，給予他們前途

，這不就是放生嗎？不就是放人嗎？乃至

在政治上，儘管彼此理念不同，但都不是

敵人，應當互相尊重，不應濫用權力傷害

對方。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大家同樣是人，何必爭得你死我活呢？

放人一條生路，給人因緣、對人寬容，才

是放生最大的意義。

講到「護生」，多年前，美國有一個小

孩用箭射中了一隻小鳥，不料這隻鳥負傷

帶箭到處飛翔，尋找生路。有人發現後，

想盡辦法要給予救護。尤其當時資訊科技

雖然不如現在發達，但消息竟然還驚動

了全國媒體，電視、報紙大肆報導，紛

紛發起要搶救這隻鳥。

或許也會有人感到不解，既然美國

人很有愛心，也經常可見愛護動物的舉

措，像是在黃石公園裡，熊從路的那一

頭走到這一頭，所有駕駛都必須停車，

讓牠們先行通過。但是反觀他們宰殺的

雞鴨牛羊，販賣到其他國家的不說，光

是每年感恩節所吃的火雞，又何止千萬

隻？在殺生與護生之間，這種五十步與

一百步的差別，不也難以合理嗎？

其實，人雖然會有殺生的行為，但是

在某些時候能生起護生的心念，總是好

的。就像有的人吃素，即使只在初一、

十五的時候才吃，也總比完全不知道要

素食，不知道愛護生命的饕餮之徒來得

好。當然，假以時日，如果他能更進一

步抱著佛說的「人我一如」、「生命一

體」的觀念，視一切生命如己，或許對

於殺生的問題，又會有一番重新省思。

    佛教不殺 關鍵在於心念

在生物鏈中，有所謂「弱肉強食」的

說法，甚至有人說「動物的生命要靠殘

殺才能存在」。因此，說要世間人完全

止殺，也是不大可能。不過，在一個文

明的社會裡，總要慢慢求其進步，能減

少殺生那也是人民素質提升的象徵。
 （待續）

⬆黃石公園，熊從路的那一頭走到這一頭

，駕駛必須停車，讓牠們先行通過。

張大千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壇最負盛名的

藝術大師，他被徐悲鴻譽為「五百年來第

一人」。但是，他不畫虎。

張大千行八，他有個二哥叫張善孖，比

張大千長七歲。張大千從小對畫畫產生了

興趣，當張善孖跟母親學畫，他就在旁邊

看，有時他還在哥哥的畫上也抹上幾筆，

頗得體；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畫技也愈

來愈高。成名後，張大千經常對人說，我

在畫畫上有了點成就，得感謝我二哥，他

可是我的啟蒙老師。

張善孖擅長畫虎，自稱虎痴。無論畫什

麼，張大千的畫藝都在張善孖之上，然而

，為了不影響哥哥的聲譽，張大千很少畫

虎，有傳聞說張大千不會畫虎。

有一天，張善孖和張大千哥倆喝酒，張

大千喝得多了些，說二哥，我今天畫一幅

畫，你來補景題詩如何？張善孖高興地答

應了。張大千畫了一副六尺中堂〈虎嘯圖

〉，畫完，因有些醉意，被人攙扶去休息

。張善孖仔細端詳這幅〈虎嘯圖〉，那虎

張牙舞爪，栩栩如生像要破紙而出。張善

孖興奮之餘，在畫上補景題詩，還寫了誇

讚弟弟的跋語。

這時，來了一日本畫商，看上了這幅〈

虎嘯圖〉，想買。張善孖猶豫不決，又戀

戀不捨。這日本人說，人們都說張大千不

會畫虎，你應該叫世人知道，他不但會畫

虎，而且比你這虎痴畫得還好才是。張善

孖一聽說得有理，於是就把畫賣給了他。

這幅〈虎嘯圖〉驚動了畫界，幾天後就

有人找到張大千，要他畫虎，並承諾要高

出他二哥十倍的價格買他的虎畫。張大千

為讓哥哥獨專其美，斷然拒絕，並發誓不

再畫虎，他還寫了一幅字回答畫商：「大

千寧可受貧苦，黃金千兩不畫虎。」

季節末來到這處向日葵花田，大半的花

朵都已凋謝，唯獨這朵開得又大又燦爛，

遠遠看就光采奪目。花美自然引蜂蝶，花

蕊上那隻蜜蜂，聞香而來，忙不迭地採著

蜜。

滾滾紅塵有時不需要汲汲營營跟著湊熱

鬧，當一大片花朵盛開時，不一定朵朵都

能得到蜜蜂青睞；沉寂不是消極，而是蓄

勢待發，在對的時機盡情揮灑，或可一枝

獨秀更加燦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