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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要無我，寫文章要有我

。如果筆下的文字沒有「我

的感情」、「我的思想」、

「我的看法」，就不是一篇

好文章。

現代因果故事

名人行誼

蘭音齋

企業家的人情味

西檸煎豆腐  

文／曾昭安

文與圖／史蒂芬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伽耶山太子修行

夫婦捲走建寺金 6子葬火窟
在緬北中部有一座臥立於山頂上的大寺

院，至今已五十多年，所有建築都是法師

與幾位設計師一同設計而成，人人朝聖的

寺院，在初建期間，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

血淚過程。

開墾時期籌措資金艱辛困苦，一日，擔

任寺院幹部的尼溫夫婦（化名），竟然將

好不容易募集建築寺院的所有資金捲逃美

國，住持和尚因而一病成疾，以「有佛法

就會有辦法的信念」堅持了五年，帶領法

師們一步步用自己的雙手及汗水，完成雄

偉道場。幾年後，住持和尚的弟子，也被

派往各地弘法，宣說大乘佛法。

當年捲款的尼溫夫婦，運用資金培養自

己的六名子女，一家人過得非常舒適。十

多年過去，正當尼溫夫婦認為兒女們都長

大了，可以安享晚年時，老大卻在一場大

火意外中，被火燒死。奇怪的事連續發生

，接連五年，尼溫夫婦的子女一一葬身火

窟中，尼溫夫婦失去六名子女，傷心悲痛

，而家中錢財被親戚朋友騙取一空，最後

淪落街頭，以乞討為生。

   所受諸苦 皆由自造

接二連三失去子女的痛苦，讓尼溫夫婦

時常問天，「究竟我們做了什麼，為什麼

所有的不幸，都落到自己的身上？」直到

一天，看到一個攤位寫著「神機一算，解

千愁」。尼溫夫婦拿著乞討來的錢，請算

命師幫忙卜卦，當卦象出來時只有兩句話

，「即當佛門悔、業海方懺除」。算命師

對尼溫夫婦說，「從卦象看，您們想要知

道的答案，一切都要前往寺院中求解，方

能水落石出」。

兩人趕緊走到附近寺院尋求答案，兩人

乞討一天，體力有些疲累，就在殿堂的側

邊休息時進入了夢中。夢中，尼溫夫婦走

在一座破舊不堪的寺院裡，中央供奉釋迦

牟尼佛，兩側分別供奉韋馱菩薩及伽藍菩

薩，殿堂的後面是一尊怒目金剛的觀世音

菩薩，二人經過時，突然聽到空中斥責：

「大膽狂徒，爾等將於七日後命終，隨汝

業果，將墮入阿鼻地獄」。

夫婦二人聽後，淚流滿面一心祈求菩薩

加被，此時，閃過一道光，殿堂後面的怒

目金剛觀音現在眼前，說道：「你二人因

二十年前捲款潛逃，增加道場興建的困難

，又犯下讓住持和尚積勞成疾而往生的惡

業，引起人神共憤。以此侵損常住僧物之

業果，你二人本來七日命終後，直墮阿鼻

地獄，但因前世造佛像建寺及造橋鋪路之

功德，特來告知懺悔法門，希望你們發願

懺悔，唯有『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

報佛恩』，才能免去地獄之苦。」

尼溫夫婦醒來，終於明白為什麼六年間

，子女相繼葬身火海，讓夫妻二人飽受身

心折磨。尼溫夫婦感知因果業力絲毫不爽

，慶幸能得到菩薩點化，二人決定回到當

初捲款的寺院服務與懺悔。

   因果不爽 奉行三好

尼溫夫婦回到寺院，向法師說明菩薩度

化的緣由後，住在寺裡，日日誦經禮佛、

抄寫經文、造橋鋪路、修蓋寺院及發心擔

任飯頭一職，每日烹飪三餐供養大眾。經

過五年後，二人出家為僧，精進修持宣說

經典，懺悔自己往昔所造惡業。二人也時

常向信眾分享自己的故事，讓大眾心中常

存因果觀念，千萬不要因為一時貪念，造

成無法彌補的過失。二人皆在九十五歲往

生，臨終前一夜，夢中又見怒目金剛觀音

菩薩示現，表示二人今生功德圓滿，之前

夢中所見之道場與佛像，就是二人的前世

所修建的。

生活中的一行、一言、一念都很重要，

為了一己之私而去傷害別人或是侵占他人

的財務，當因緣成熟時，最終還得苦果。

「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

星雲大師提倡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

三好，雖然簡易，卻涵蓋了身口意的修持

，把握當下，能力行三好，是人生最圓滿

的成就。

西來寺近期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4/19 
周五

光明燈法會（10:00am）

4/27~28
周六 ~日

八關齋戒

4/27
周六

禪淨共修（7：30pm）

憍陳如等五人，見到太子接受牧女的供

養，大為驚奇，他們以為想不到那麼勇猛

精進學道的太子，見了一位婦人竟退失他

的道心。他和那些中途墮落的修道者又有

什麼不同呢？他們想，太子到底是太子，

意志畢竟是薄弱的。他們竟不忍再多看太

子一眼。

太子恢復了精神，很高興的向憍陳如等

走來，這五人見到太子好像是汙穢的東西

靠近身來，趕快躲避奔逃得遠遠。

太子的眼中，不看他們五人，他獨自一

個人離開森林，渡過尼連禪河，走到伽耶

山的一座小山旁，見到一棵繁茂的菩提樹

下，有一個金剛座，過去曾有很多求道者

修定的痕跡，太子即在路邊拾了柔軟的草

葉舖在座上，一心正念地端坐，發誓曰：

「我若不能了脫生死，到達正覺涅槃的

希望，誓不起此座！」

太子發誓後，心中非常歡喜，默然地思

索解決生死的問題。

   降伏魔軍與魔女

太子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發出堅固的誓

願以後，世間上很多修道者，以及天上的

天神，都生大歡喜，他們一心祈禱太子早

日啟開正覺的大門。

在一切人之中，就只有那不喜歡正法興

隆的魔王，心中不高興，因為太子若是證

得覺道，將平分他們邪道的勢力，所以他

就對太子的解脫生起憎惡的念頭。

太子為了追求覺道，重重的魔關，他不

知奮鬥通過多少。

外境有聲色威厲的魔，內心有煩惱妄想

的魔。魔，控制世間上的一切，誰能克服

一切的魔難，誰就能進入真實的覺道。

這個魔王有三個容貌美麗的女兒，以一

切方法誘惑別人為其特長，三人的名字是

：一名欲染，一名能悅，一名可愛樂。這

三人見到父親憂愁的面容，都走上來詢問

理由。魔王就告訴三個女兒道：

「釋迦族中淨飯大王的王子悉達多，慨

嘆人生的無常，並為救度眾生而出家學道

，他有啟開解脫生死的大願鐘，執著無我

的弓，拿著金剛大智慧的箭，企圖要降伏

這個生滅的世界！

他降伏生滅的世界，就如同破壞我們的

世界，我想以我們的誘惑力絕對動搖不了

他堅強的信念。一切眾生此刻對他都生起

恭敬的心，祈禱他早日開悟，獲得最究竟

的正覺。

唉！這怎麼行呢？我們的世界即將給他

破壞！現在只有一線希望能夠挽救我們的

世界和我們的一切，就是在他還未到達真

正的覺悟以前，我們可以毀壞他堅固的志

願，斷折他悟道的橋梁，以五欲的弓矢再

把他趕進愛欲的漩渦之中！」

    群魔侵擾不為所動

三個魔女一聽，也深為父王不平。魔王

即刻帶領眾多的男女眷屬，手執武器，兇

狠地走向菩提樹下。

太子坐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寂靜的心

中，像湛然不動的清水一樣，除了想出離

三界觀察諸法的實相之外，沒有其他的念

頭。

魔王向太子說道：

「太子！請你趕快離開這裡，否則，你

將要在我的箭下亡身。假使你能捨棄解脫

之法，回國去享受五欲的快樂，戰勝天下

，調伏世間，死後終能回到天上享樂，這

才是為人的真實之道。自古以來的聖王明

君都是依此而行，為什麼你要例外呢？假

若你要違抗我的命令，那就隨你去，但是

，在我的手中，拿著將能令你死亡的弓箭

，凡是觸到我的箭的，沒有一個不狂亂，

沒有一個不立即死亡。

 張忠謀是台灣著名企業家，他在管理

上的「嚴」是出了名的，以致大家背後調

侃：「每次開會都要帶上救心丸」。

二○○九年，執行總裁蔡力行為了度過

金融危機難關，假借考核強制裁員，其中

一個平時各方面表現都不錯的員工因為妻

子生小孩，處理家事晚來三十分鐘，結果

被辭退。員工不服，認為對他的處理過重

，說遲到扣工資、獎金他無話可說，因這

點事辭退實在無法接受，於是寫信申訴。

看了他的申訴信，張忠謀立即派人核查了

解真相，拍著桌子解除了蔡力行的總裁職

務。

有人對張忠謀此舉相當不理解，認為他

是小題大做，有人甚至懷疑他另有目的，

為蔡力行鳴冤叫屈。面對質疑和非議，張

忠謀說：「人家妻子生娃遇到難產，人命

關天，我們絕不能做惡人。但凡優秀領導

都不可愛，但是不可愛絕對不是缺少人情

味，而是他們擬定了正確的策略，這個正

確的策略就包括可愛的人情味和人性化管

理。」言下之意就是說，蔡力行的行為和

舉動缺少人情味，這樣的領導，員工怎麼

會擁護？所以張忠謀要堅決辭退他！

張忠謀的話鏗鏘有力、句句在理，大家

聽了心服口服，從而增強了企業的凝聚力

。不知其他企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有沒有

張忠謀這樣的見識和舉動？

不怕大家笑，最近碰到些難題未解，因

此一直在想，到底甚麼才算愚痴？其實這

件事跟智力測驗無關，也跟富貴名位牴觸

，因為世間對人類齊頭式的評價方法，也

算不上絕對的公允。沒想到在佛法裡就有

答案，讓人理解到無明為大愚，實在堪稱

是真智慧。

曩昔星雲大師曾開示：世間上最可怕的

是什麼？貧窮、饑渴、恐怖、絕望……其

實，「愚痴」最可怕。愚癡就是不明理。

不明理的人，顛倒、邪見、惡行，不但影

響自己、影響一時，而且影響他人、影響

後世。

其實人一出生，縱有因緣果報，環境各

自不同，但是心靈應該都是潔淨的。然隨

著運途榮枯，要維持端正清白並不容易。

就好比我們常吃的黃豆，它也是歷經毛豆

時期的青澀，黃豆階段的成熟圓融，然後

釋放己身、遭受輾壓、烹煮、定型，再透

過各類調料的洗禮，才能成為一味佳餚。

因此，人的成長，或可比照自勉，才能秉

持初衷，貢獻社會。

近來在職場，發現部分有國家執照的人

，對待食物卻很粗野。但反觀所謂身心障

礙的朋友，卻反倒能維持服務熱忱，即便

只是一塊豆腐，也如同珍貴的羊脂白玉般

，用謹慎的態度來對待。雖說「謹慎」與

「粗野」只是態度問題，但生命的歧路就

此分野。以至於後來在燒豆腐時，都暗暗

警惕自己，不要讓毛躁壞性格，在一碟菜

裡被輕易發現了呢！

這次的菜式，靈感是來自於「廣東的西

檸汁」。大家都曉得，早期這是通商口岸

，一些如喼汁（英國烏醋加醬油）、西檸

汁（檸檬砂糖）、生汁（美乃滋加煉奶）

的口味，都帶有洋味兒，而且流行迄今。

豆腐平素以中式作法居多，鹹甜味為尚

，但這道菜風味一新，加上擺盤搭配，看

了心情也高興。大家不妨有空試著做做看

吧！

西檸煎豆腐
食材：

百頁豆腐1包。水分較多的木棉老豆腐

，請用廚房紙巾包起，在微波爐用強火加

熱1分鐘，可以幫助出水。檸檬片2片。

調味料：
玉米粉適量、A（檸檬汁30cc、糖5茶匙

、醋2大匙、水半碗、蜂蜜1大匙、香菇粉

少許）、奶油1小匙（約小方格奶油半塊

）。

作法：

❶將百頁豆腐切成約0.8至1公分的片狀，

撒上薄薄玉米粉，小心放進鍋裡香煎至

上色。

❷調好A料，放進檸檬片，然後倒進鍋裡

燒濃，最後放進奶油一小塊提味，即可

淋上豆腐盛盤供食。

小叮嚀：
圖片中係使用百頁豆腐，故而彈性較高

，可直立排盤。用一般豆腐，只能平鋪。

檸檬片入鍋燒煮時切記別放多，因為白色

部位煮久會發苦，反而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