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十五官多丰甫
一個風和臼一是
鳥語花香的日子
在印度
叮
u 回去給衛國

@叫別
人生在世，圍繞在我們周遁的

于的降生翹首盼望。
自從夫人夜夢以來，整整十個
月了，依照印度當時的風俗，夫

得到，反而聽到一些毀謗的語言
這時，阿難學者代表眾弟子向

人是要回到娘家天腎城待產的。 佛說﹒「世尊，我們不要在這街

有多少環境，使狡們不能解脫自 四月一八日，世界呈現一片歡樂 上往下去了，我們移到別的街上
在，我們不妨仔細觀察思考這人 景象，百為爭鳴 9萬物復甦'各 去吧!」「阿難!如果另外一條
作，那件事不是無常不寰的，那
件事不是生死盛洞，聚散不定的
。但是，世上的永恆在那裡呢?
在遠攘的塵世中，我們這顆困惑
的心如何能找到平和?

解，一家圓圓恢復了家庭和諧。
佛說:「白身不失於正，敬法
就永久不滅。教法的毀誠並不是
教法消失，而是人心失之於正的
o

心與心不能溝通，確實會帶來

關係

丈夫的事業完全不理解，一心祇

的金錢，等於偷竊丈夫。

相備足自己的虛榮心，一浪費丈夫

第三種，像主人般的妻子，不

料理家務，本身懶惰，奔走於口
腹之欲，經常出口粗暴，申斥丈

種花朵放出陣陣的芳香，好像在 街也是這種情形，一該怎麼辦呢? 可怕的不幸。即使是一點小誤會 夫。
，也會導致大的災禍，尤其是在
第四種，像母親般的妻于，對
迎接一件大喜事般，藍崑尼闋的 」佛反問他。
家庭生活上更須注意。
待丈夫，體貼恩愛，像母親對兒
墨愛樹花更是鮮麗引人，夫人捨 阿難答說:「世尊!那就再換
下金聾，走到樹下，正想攀折一 往其他的街道啊!」
子一樣地守護，珍惜丈夫的金錢
士率化朵，設在那一剎那，太子誕 佛叉開一本說:「阿難!就這樣
入息。
有一天，優陀延郡王的妃子
一直地移居下去，還有得完嗎?
第五種，像姐妹般的妻子，侍
娑摩婆一帝供養阿難一會者五百套候丈夫壽心誠意，以姐妹般的情
我在接受毀謗時，一聲不響地忍

佛陀，我們的世尊，憂慮到人 生了。閻王獲報喜出望外賜名悉
類的苦楚，看透了世俗快樂的虛達多，意思是一切願皆得成就。
幻，找到了拯救苦悶的人類，開 當時的阿私陀仙人見了太子後即
「此子將來必為轉輪聖王
拓心靈曙光的一唯一途徑:要追求
預言
真實的快樂，就要有正義的生活 」，不幸地是七天後，聖母即與
，要想有財富就要找永久的財富世長辭，太子即出姨母摩訶波閣
。

種瑞稻，我們知道一位偉人的縫

從佛陀的未時生及降生時的種

，而真理是永久的財富，合乎真 波提撫育成人

理的生活才會有其實的快樂。

﹒佛陀的誕生
世必有其偉大的來歷，但從佛致

玉耶女啊!你想做那一類的妻

關心丈夫的生活。

自身的行為感到慚愧，從此以後

聖祖陀的教誨，玉耶女深為

子呢?」

床單呢?」

，她轉變得像女俯般的妻于，協
助丈夫，並旦發誓共修佛道。

「那舊擦腳布呢」「做拖把啊

?」「做擦腳布啊!」

「做耨墊啊!」「那薔耨墊呢

「做枕頭套子啊!」「那懷舊
枕頭套子呢?」

「破衣服做床單啊!」「那舊

辦呢?」

「那麼，他們那些破衣服怎麼

耐，等他們毀謗完了，自會離我 衣服，阿難馬上接妥了。
妥對待，心懷感激對待丈夫。
當國王聽到這件事，懷疑阿難
佛是不被世間的利
第
六
種，像朋友般的妻子，通
他去。阿種 1.
是出於貪心才接受了這份大供養
益、損害、中傷、樂譽、讚揚、
常
見
到
丈夫，心懷歡喜，好像遇
，於是去探詢阿難。
見
久
別重逢的朋友，並旦舉止端
毀謗、苦惱、快樂等八種事所動
「每年剖，您一次接妥這麼多衣
搖的，剛才說的那些壞話，轉瞬
莊
，
敬重丈夫。
服，怎麼穿呢?」
第七種，像女庸般的妻子，殷
即如 過
1 眼雲煙。」
「大玉，有很多比丘的女跟那
勤地侍候丈夫，敬重丈夫，丈夫
破了，可以把這些衣服分給他們
的任何行為都能逆來順受，經常
換舊。」

個人的小家庭。

子，後來兒子娶媳婦，就成了三

從前有位信仰很深的青年，
的立場來看，這樣的傳說並不重
要，但是可以信以為真，因為綜 父親早逝，母于相依為命的過日

觀其一生事做任質為人類帶來無
量的一幅址。

剛開始還過著和睦相處的美滿
生活，不久由於一點偶發的小事
了風波，而不得般場，於是母親

，婆媳之間便發生組蹄，家庭起

@從平易的故事

看佛陀的教化

不久，媳婦生下一名男孩。「

就離開了小倆口，自己獨居。

。 1」

滿足胃口肘，那是自掘填萃，如
果走上正道，不僅可以益壽延年
，而且能求得解脫。」

即人成就的佛陀

許多人也許對於一商品的價值認
識得一清二婪，可是對於比商品

價值更重要的人生價值均是一無
所知，人生有什麼價值呢?如果

你願意每天花一此一一時間去研究佛
學，相信你將在其中獲得滿意的

佛陀不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

答案。

只是一伯人，一個楷範，一個人
人可以達到的楷範 o

二于五百廿九年前，他誕生到
人間，他是一位太子，但為了尋
求真理，他放棄王位，在廿九歲

那一年離開王宮，獨自到雪山經
歷六年日食一航一-麥的苦行生活

法，不是靠著辯，口若懸河使人

，文至菩提樹下宴些思惟四十九
日，於卅五歲那年完全開悟了。
以使四十九年，與其弟子們到處
游行教化，直到生命最後一分鐘
ι 各式各樣的人宣揚佛法，從
，
向
閻王到乞丐，從幼童到老人，不
存絲毫的分別心。自以上的小故
事中，我們知道佛陀指導人的方

，不可能學得來的，近代高僧太

偉大了，我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肉身追求無上佛果。也許有人認
為佛陀的人格太崇高了，精神太

一次佛陀在金會城附近弦法
凶神，也不是以一個信仰來強迫
時，有位富翁，來見佛陀，「世
人，更沒有對異端發過憤怒和怨
壁，原諒救不能頂禮參拜，因為
恨，只是以慈悲平靜的心境應機
我飽受肥胖蹄麗的苦楚，行動遲
抗敬，以寬大穩重的態度去包容
鈍，昏隨終日，身體還有很多小
異
己。
毛病，因此只要稱為動一下，就
佛陀以人間的肉身，完成無上
的佛果，正是以身示範，鼓勵有
士心陷于悅的人們，要及時以人間的

全是痛苦不堪。」

佛陀必的 「有五件事，造成你
的病苦:盟盛的飲食，貪睡，渴

必領珍視它，以物盡其用，而且
佛陀知道這人生活太奢侈了，
要注意靈活地運用。這不是甘心血於
於是問他:「你想知道多病的原
我有之物，而是寄存之物的用法 因嗎?」

「仰陀告課我們，一切物品，

，把他抹進牆壁靜。」

跟婆婆在一起時，她總是孵化天蝶 !﹒」
「那舊拖把呢?」
蝶不休，也沒有什麼吉慶事，如
公是居了，所以士口慶事也發生了
「大王!我們大家共同把拖把
得細碎，和進泥土，草房子時
。」媳婦的這番聞言，很快便傳
到婆婆的耳裡 o

婆婆登時大怒叫屈
「世界上
沒有真理了!把母親趕出門，還
說是士口慶事，莫非世界顛倒了!

有位天神曉得這件事，就現身

」憤怒中的婆婆，瘋狂似地奔向
草場，打算自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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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紛主日

佛陀示現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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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足足園
訣土了一位太子
就臼疋

il

武仟一兀

佛很慈悲地告訴他「庸人滋
養肉體，而智者滋養心哀。就於

妙法。」

「世晶唔，您拾好了我的百病，
現在我來請求你心教我問悟心霞的

，於是他很歡喜又來見佛陀

望享受，終臼無所思，但途有就是 虛大師曾說過
在婆婆的面前，多方勸解，但始
「仰吐唯佛陀，
使你節制飲食 完成在人格」，不就是很興白地
終無法平息她的怨憤。
沒有事業，如果 AZ
給弧獨長者的兒子娶了玉耶
最後天神決然說
「那一這樣好 女為妾，但玉耶女生性驕慢，不
，負起腔負的責任，鍛鍊你的才
告訴我們學佛先從做人開始，就
能，使自己成為一有用的人，保
了，說然你沒辦法釋懷，我就把
知尊敬長上，也不聽丈夫的話，
讓我們立志向偉大的佛陀學習吧
誇你可以卸病延壽。」
那可恨的媳婦及孫子一起燒死算
結果成了家中勃豁的根源。
富翁遵照佛陀的開示去傲，果
了!」
一天，佛陀來到長者家，看了
然，體重減輕，精神也活潑起來

天神的話使她嚇了一眺，愧疚
這種情形，就把年青的玉耶女叫
Z，
T 到跟前教誨她晶
於白心的過失而不禁萌起歉 Z芯
僅而乞求天神繞赦孫兒及媳婦的
「玉耶女，世上有七種類型的

請您一定撥空來參加每過一的「念

餃設有一天，突然的你不再呼吸了，
這時候你怨往那裡去?何處是一歸催?

壹仟一兀

rhμ

伍佰一元

琇

佛陀駐錫在拘朕彌的街上時性命。兒子和媳婦亦於此時，為
妻子 第一種，像殺人的妻子，
，怨恨佛陀的人賄路了當地的惡以往的誤會而深具悔省，要前去
以均耕心對待丈夫，從來不知敬
棍，講了佛陀許多壞話。結果弟
愛，結果移心其他的男子。
探望母親，就在走向墓場的中途
子們去街上托妹，一點食物也沒相遇了。於是天神為他們婆娘和
第二種，像盜賊般的妻子，對

課程安排有順序地將佛學介紹給您。

懺悔發願讚佛、繞佛、靜坐。

安

藩甄

，自編的教材，專任授課法師，特別的

親愛的建友
TU
希望奠
如果您已學佛很久了，你心口元

開班時間

六月巾旬(三倒月一期)

定更穩凹 的 基 礎 ， 以 便 更 進 一 步 研 讀 佛

內容

佛共修會」告訴您生命的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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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一見佰一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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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理報名， 即
a 日起反迎報名。
地址

時間 每週一晚上七
卅分 J九時。
地點﹒ 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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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入佛法大海。
如果您還未裝觸過佛學，淺近易鉤的
解就可以提供您跨進佛法堂奧的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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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佛學研讀班，是我們為您而技的

:這

帶來了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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