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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服傲慢
� 有一年，佛陀從拘薩羅國遊行教化到舍衛國
，居住在祇園精舍。� 
� 當時舍衛國住有一位憍慢婆羅門，他七世以
來的父母種姓清淨，不曾被他人輕毀。他的言論通達
，精通世間學問、經論典籍，明察吉凶祭祀，容貌端
正，因此這位婆羅門的聰明、財富、相貌、種姓可以
說無人能比，但是他卻不尊敬父母、賢人以及師長。
� 一天，憍慢婆羅門聽說佛陀遊行教化到了舍
衛國，居住在祇園精舍，於是心想：「我應當前往祇
園精舍，如果他有所說法，我就和他論議；如果他沒
有說法，我就悄悄回來。」於是憍慢婆羅門隨即乘坐
俊美的白馬車，由年少的婆羅門前呼後擁，手持金色
傘蓋和金瓶，浩浩蕩蕩的向祇園精舍而來。到了祇園
門口，憍慢婆羅門下車走進精舍。� 
� 這時佛陀正為大眾說法，並沒有即時招呼憍
慢婆羅門。憍慢婆羅門心想：「打從我進門，佛陀都
不曾看我一眼，也不同我打招呼，不如回去吧！」� 
� 這時，佛陀知道憍慢婆羅門的心念，就告訴
婆羅門：「憍慢婆羅門！你既然已經來到這裡，不善
心不但沒有去除，又更增長傲慢。你本來是為法義而
來，就應該堅定這個意念。」� 
� 婆羅門聽了，心想：「佛陀實在太了不起了
，居然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便想向佛陀禮拜。� 
� 佛陀馬上制止婆羅門：「你不必禮拜，只要
心懷清淨就足夠了。」� 
� 會中聽法的大眾，看到佛陀以智慧降伏憍慢
婆羅門的傲慢，都齊聲讚歎佛陀的威德不可思議。� 
� 這時，憍慢婆羅門在大眾前，以偈語恭敬地
向佛陀請法：� 
� 云何不起慢？云何起恭敬？� 
� 云何善慰喻？云何善供養？� 
佛陀也以偈語回答憍慢婆羅門：� 
� 父母及長兄，和尚諸師長，� 
� 及諸尊重者，所不應生慢。� 
� 應當善恭敬，謙下而問訊，� 
� 盡心而奉事，兼設諸供養。� 
� 離貪恚癡心，漏盡阿羅漢，� 
� 正智善解脫，伏諸憍慢心，� 
� 於此賢聖等，合掌稽首禮。� 
� 接著，佛陀又為憍慢婆羅門廣說布施、持戒
、生天功德，遠離煩惱等法，憍慢婆羅門即刻理解苦
集滅道四諦法，向佛陀請求剃髮出家。� 
� 佛陀知道憍慢婆羅門已經見法、知法，於是
慈悲應允他出家。出家後的婆羅門，精進修道，終於
證得阿羅漢果，心善解脫。

【老師的話】種福田、結善緣� � 
作者：文光

� 「佛祖來啊！佛祖來啊！歡迎大家出來種福

田、結善緣！」
� 連著兩周帶著叢林學院的學生們
，抵達嘉義及台中地區行腳托缽，進行
興學活動。一路上難忘信徒們的虔誠：
或見一家扶老攜幼，拉著幼子稚嫩的手
，歡喜的抓起銅板，放入行腳僧的缽內；或見輪椅上
的長者，抖著手投缽，堅持著一句句的阿彌陀佛；或
見路邊靦腆的攤販，冷不防的衝入行腳隊伍中，投入
缽款，頭也不回的迅速離開。那分福田，不只種在行
腳僧的缽內，更在或歡喜或靦腆的那個發心的當下，
種入了每個布施者的心田裡。
� 想起佛陀時代的托缽乞食，是次第而乞，不
但在成就布施者的發心，更在成就行腳僧的一分平等
修持。而現代佛光山的行腳僧走入市集，一元、五元
、十元……的積累，除了有一分修行人刻苦利他的慈
心悲願，更有一分星雲大師意欲集眾人之力，「讓我
們走出國家富強的道路，讓我們走出佛教興隆的道路
，讓我們走出人間光明的道路，讓我們走出佛子正信
的道路」。以點亮教育光輝的智慧，給大眾種福田、
結善緣。
� 本文典出《佛說四人出現世間經》。佛陀為
波斯匿王講說世間上的人，因著自己身口意的善惡造
作，而有不同的因緣果報：從壞至壞，從壞至好，從
好至壞，從好至好。
� 其中，獲善、獲惡的關鍵，即在於能否行十
善。身行善：不殺、不盜、不淫；口行善：不妄言、
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意念行善：不貪婪、不瞋
恚、不愚痴。所以經典說：「若人欲自護，當護身口
意，修行於善法，有慚亦有愧。」
� 星雲大師也說過，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
得「從身口意開始」，而這「因」與「果」之間，還
需要靠「緣」來成就。所以培植因緣首重於結善緣，
結善緣則可以改變人的心境及環境。
� 佛陀時代，有一對貧窮的夫婦，住在洞窟中
，窮到只剩一件褲子，夫婦只能輪流穿著出外乞討。
有一天佛陀來到村裡說法，他們卻將僅有的褲子供養
佛陀。弟子們嫌髒嫌臭，佛陀卻歡喜接受。
� 阿難將褲子拿到河邊清洗時，引來滔天巨浪
，目犍連尊者的神通力也沒有辦法制止。佛陀笑了笑
，告訴弟子這是因為龍王讚歎布施者的願心所致，於
是佛陀以手中的一粒米飯，鎮住河水。
� 弟子們才明白，原來只要虔誠一念，則小小
一粒米、一條衫褲的力量，都可以與千千萬萬座須彌
山相等。所以佛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誠不虛也。
� 世間繁華如過眼雲煙，唯有從日常生活中，
常行好事，常說好話，常存好念，點滴累積善法資糧
，則日日都在種福田，都在為生命開創善因美緣。所
以參與此次托缽行腳的大眾，無論是出錢出力、或是
出一顆隨喜讚歎的心，您們皆已種了廣大福田，並結
了廣大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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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遷灑淨� � � 11.17.12
今日依宣法師、滿願、妙轉法師帶領佛光會會長李治
國、秘書長林勤經及十多位佛光會會員於早上�9時出
發前往有太平洋之珠美譽的海景之都�L�a�J�o�l�l�a市，為

�M�r�.� �J�o�h�n�a�t�h�a�n� �C�o�l�b�y豪宅喬
遷灑淨。一星期前�J�o�n的表弟
�B�a�r�t� �Z�i�e�g�l�e�r致電西方寺為其
表哥安排灑淨事宜。�J�o�n是美
國聯邦法院退休法官。兩年前

買下海景豪宅，重新翻修細心莊潢，準備�1�8日遷入。
前一位屋主老太太� �M�r�s�.� �M�u�z�z�y� 於此往生，其父�M�r�.� 
�M�a�r�t�i�n� �C�o�l�b�y月前往生，因此特別禮請依宣法師灑淨
祝福。�J�o�n及其女友�T�a�m�a�r�a準備鮮花四果，跟隨法師
誦經。其母親及妹妹也全程參與。

理事改選� � � 11.18.12
國際佛光會聖地牙哥協會，於�1�1月�1�8日下午於佛光山
西方寺召開協會理事及各分會長改選大會，恭請西方
寺住持依宣法師列席指導，協會會長李治國擔任主席
，與會會員近百人次。選舉當日，住持依宣法師介紹
理事候選人，並由候選人報告競選政見。下午首先進
行各分會長選舉，分別選出蔡雪鈺、徐慧媚及李文惠
分別為下屆三、四、五分會之
分會長。接著進行協會各理事
選舉。最後順利產生�2�3位新任
理事，再由新任理事選出新任
會長：會長林勤經，理事依序
為許雪惠、白美伶、周浩明、蔡雪鈺、�W�i�l�l� �C�a�m�e�r�o�n
、陳雪嬌、李文惠、連增添、許吳善花、蔡瑞莊、白
麗虹、許桃卿、遊秋桂、陳瑞鵬、�N�a�n�c�y� �D�a�v�i�s、林
麗玉、林月英、顏淑媛、陳兆洪、黃小鳳、范正、林
淑芳，另有候補理事譚翁春英、卓秀英。本次選舉首
度選出本土人士�W�i�l�l� �C�a�r�m�e�r�o�n以及� �N�a�n�c�y� �D�a�v�i�s� 擔
任理事，使人間佛教更走進本土化驅式。

英文佛學院�-妙戒法師� � � � 11.25.12
今日下午西方寺特別禮請西來寺妙戒法師主講英文佛
學班，共有信眾四十人參與。適
逢感恩節的周末假日，妙戒法師
以四重恩為講題。講演前法師先
請大眾分享個人心中感恩的對象
，法師詳解報恩的深義。報眾生
恩應日行四給、食存五觀。會後大眾踴躍發問並至佛
堂大殿一同打坐禪修。

環保清潔活動� � � 12.1.12
佛光山西方寺及聖地牙哥佛光協會於� �1�2月�1日，在全

美國最大城市公園�-巴博亞公園
�(�B�a�l�b�o�a� �P�a�r�k�)進行本年度最後一
次清理公園活動。由國際佛光會聖
地牙哥協會主辦，西方寺妙轉法師
及李治國會長帶領佛光會員�,青少

年團員，西方人士及本地羅斯福中學�(�R�o�o�s�e�v�e�l�t� 
�H�i�g�h� �S�c�h�o�o�l�)師生等�4�0餘人參與。所有義工和佛光會

員們各個捲起衣袖傾盡全力，將公園整
理的美崙美奐。佛光會員�W�i�l�l� �C�a�m�e�r�o�n
表示：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不僅
讓自己的身體穫得適度運動，更可以帶
動整個社區加入環保行列；另外一位在
美國海軍服務的�B�a�l�d�e�m�a�r�a先生，對記者表示，自從
他的殘障孩子參與西方寺認養公園活動後，從原本封
閉的個性，逐漸轉變成一位凡事肯參與的學生，他今
天親眼看到自己孩子在學校老師帶領下，撐著義肢，
忘情的與同學們一起拔除野草，令他非常感動。

海葬佛事� � � 12.2.12
佛光會第五分會會員�N�a�n�c�y� �F�a�l�k罹患乳癌七年，上星
期往生，先生�P�a�u�l� �F�a�l�k� 及長子決定為其舉行海葬。

海葬儀式�1�2月�2日下午�2�:�3�0于聖
地牙哥市區南邊海岸�S�h�e�l�t�e�r� 
�I�s�l�a�n�d出發。�M�r�.� �F�a�l�k租借一艘
�1�2人座的遊艇並邀請家庭好友參
加。妙轉法師帶領第五分會會長
文惠師姐一同前往，先舉行簡單

誦經儀式後，大家一同持誦阿彌陀佛佛號，陪�N�a�n�c�y
走最後一程出海。好友們並將送給�N�a�n�c�y的祝福寫在
紙條塞進殼中一同投入大海，儀式莊嚴感人。

佛化婚禮� � � 12.22.12
聖地牙哥西方寺於�1�2月�2�2日上午舉行佛化婚禮，由西
方寺住持依宣法師為蔡英俊、余麗群這對新人福證，
親友共計�6�0多位觀禮。滿願、妙轉法師、聖地牙哥佛
光會會長李治國、秘書長林勤
經、分會長蔡雪鈺及佛光人也
都到場，為新郎新娘獻上滿滿
的祝福與慶賀。依宣法師帶領
新人祈願、宣誓，勉勵新人建
立幸福美滿家庭，要懂得互尊
互重、體諒與互相學習；共結菩提眷屬後，進入婚姻
生活，要能遵守承諾、珍惜因緣、珍惜親友、彼此包
容與奉獻，才能建立幸福佛化家庭，也恭喜兩位新人
有了三寶加被，祝福永遠幸福美滿、白頭偕老。

西方寺念佛二永日� � � 12.29-12.30.12
西方寺於�1�2月�2�9�-�3�0日啟建念佛二永日彌陀法會。早
上十時開始至晚上九點，每日念佛六支香，共有五百
位信徒參與。法會由依宣法師、滿願法師、妙轉法師
帶領信眾誦阿彌陀經，懇切念佛，靜心打坐。法會期

間禁語，大眾專心一意念佛
、歡喜懇切，聲聲佛號入耳
，渾然忘我，拋開葛藤牽絆
的凡俗世事及風雨淒冷的歲
末寒冬。午齋及藥石之後，
依宣法師帶領大眾大殿跑香

，動靜之間，相得益彰。依宣法師開示：念佛是培養
往生淨土的福德資糧，往生之時心不顛倒，意無貪念
一念乃至十念即可往生極樂國土，但信心不堅，沒有
發願，缺乏善根福德因緣，則知易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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