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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立人

「醫生，我到底是什麼病？」

老先生看起來很虛弱，要不是一襲西裝筆挺亮

麗，還梳個油頭，真像一位重病患者。

V醫生看了堆疊如山的報告，心裡讚嘆：這真是
健康檢查界的「滿漢全席」啊！身上可以抽出來的東

西都化驗了，上下可以穿的洞都鑽進去看過了，可以

鑽的洞老先生也去鑽過了，包括：電腦斷層、核磁共

振儀、正子放射斷層掃描、單光子放射斷層掃描、只

差什麼宇宙質子光能…還好老先生是退休的董事長，

秘書安排的行程就是遍訪名醫。

「老董，你真的沒病啦！」

老董聽慣了這類的話，一點反應都沒有，說：「

明明就是有病，要不然我怎麼會三個月體重掉了十公

斤？既然都生重病了，我幹嘛浪費米？而且現在什麼

東西都有塑化劑，吃了有毒！是什麼病，你醫生要幫

我查清楚，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你敢用生命保證，

我絕對沒有病嗎？」

V醫生勉強說：「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沒問題啦！
」

「那剩下百分之一呢？」

老董生氣地丟下這句話，甩門就走了。司機把他

接回家裡休息。媳婦巧宜這才走到V醫生旁邊，說：
「醫生你不要生氣，老董對每個醫生都這樣。半

年前，他去泰國打高爾夫球，有個幾年沒見的朋友見

到就問：『你怎麼瘦這麼多？』之後，他就認為自己

有病，東西也不吃，睡也睡不好，整個人精神越來越

差，整天看病…其他醫生也有解釋啊，我們家裡人都

諒解，但沒有人能說服老董。」

V醫生：「他體重減輕，看來和吃睡不正常比較
有關係。倒是半年前的那句話，輕易就把一個身經百

戰的老董給推倒了。怎會這樣呢？那陣子有發生什麼

事嗎？」

巧宜說：「老董現在七十五歲，身體機能本來就

會退化，怎麼和年輕時比？這一兩年，他忘詞繼續亂

唱，底下的員工也熱烈鼓掌，打球像007探員從土耳
其出任務差點回不來，槍都拿不穩，怎麼打得準？」

V醫生：「年紀大，腦部可能退化了，但拍的片
子還看不到問題。還好他沒叫我用顯微鏡，一個一個

檢查他的腦細胞！」

巧宜說：「我平常人都知道他身體沒病了，何況

你們是明眼人！半年多前，剛好老董的媽媽過世，喪

禮備極哀榮，我們都受過太夫人的照顧，每個都哭的

死去活來。奇怪的是，老董表情雖然哀傷，卻一滴眼

淚都沒掉。你知道，老董的媽媽從二十幾歲就守寡，

獨力將老董和他的五個弟弟養大啊，應該不會這麼沒

情吧！」

V醫生：「這個可能就是問題所在。老董不可能
不哀痛，但他又是一個很逞強、很壓抑的人，容易有

這種問題出來。我借問一下，老董的媽媽是怎麼過世

的？」

巧宜說：「奶奶身體一直很硬朗，老董從韓國訂

了最頂級的高麗蔘，讓她每天進補，每個月都去讓中

醫調養。但有天早上，她卻走了。那時還是老董自己

發現的，送醫宣告不治。老董流了兩滴眼淚，一句話

都不講。是我們兒女孝順，辦完喪事，安排他去泰國

打高爾夫球，沒想到回來卻變成這樣…醫生，你告訴

我，怎樣幫忙老董？」

V醫生：「我先說個故事給妳聽。唐代有個僧
人，叫做俱胝，有次他豎大拇指示道，一位童子模仿

他，也伸出一隻中指…不，大拇指。俱胝注意到他，

就問他：『如何是佛？』童子把大拇指一伸，結果俱

胝馬上把它斬斷！童子痛得跑出去。天哪，這時代鐵

定被當兒童虐待的現行犯逮捕了。結果，俱胝還叫他

不准跑，真夠殘忍！俱胝再問那名童子：『如何是

佛？』童子又痛又怕，再次伸出大拇指，卻意識到已

經不在。童子當場大悟。老董的病，就像童子的大拇

指，當他開悟，就會發現那根大拇指早就不存在。開

悟之前，他直覺認為還在那裡。」

巧宜說：「如何讓他開悟呢？」

V醫生：「心理學大師佛洛姆在〈心理分析與
禪佛教〉裡說過，這時代的文明病在於：『存有』

(to be)被『佔有』(to have)所統治，每個人和自己、
他人、與自然都疏離了，呈現出一種精神分裂性的無

能，沒有能力體驗情感，就像老董現在。『存有』的

實相就是無常，偏偏老董最無法接受的就是這點，他

過去多麼擅長『佔有』啊！整個企業就是『佔有』的

藝術。讓老董多談談那段失去母親的哀痛啊！讓他接

受自己也有脆弱、無助、孤單的時候，接受晚輩的支

持更不是懦弱…」

巧宜：「醫生，我瞭解你的意思。有勇氣痛哭流

涕，才是真正的勇者呀！」

本文作者張立人醫師，係雲林台大精神部主任，兼任
台大醫學院講師，並為雲林精神健康學苑執行長、心
靈園地電子報副主編，著有《25個心靈處方：台大
精神科醫師教你過減法人生》(智園出版，榮獲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勞工紓壓健康網選為優良好書)、詩集
《如何用詩塗抹傷口？》（白象文化）及合譯《學習
認知行為治療：實例指引》（心靈工坊）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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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優婆塞戒經

講座

每月第一、三個

星期日上午

09:00至11:00

台北

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

講「優婆塞戒經

講錄」（太虛大

師著）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
   台北靈山講
   堂（台北市忠孝
   西路一段21號
   七樓）
   

002 千佛法會
2013.2.10(日) 

～2/12(二)

靈山禪

林寺

003

光明燈開燈

法會(誦藥師

經)

2013.2.21 (四)
台北

講堂

004

禪坐健身班

第287期開

課

2013.3.7每星期

四下午

07:00~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5
梁皇寶懺報

恩法會

2013.3.24(日)～

3.30(六)

台北

講堂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2月-3月）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菘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
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午上09：00

至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專題論述／佛教大藏經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為迎接新年的到來，祈求新的一年裡，大眾能夠平安吉
祥、諸事如意，特為信眾安奉光明燈。
一、報名地點及電話：即日起報名，請洽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

　　號七樓）02-23613016

二、奉施燈明功德：根據《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記載，奉施燈明有如下

　　功德：「若有眾生奉施燈明，得十種功德：一者，照世如燈；二者，隨所生

　　處，肉眼不壞；三者，得於天眼；四者，於善惡法，得善智慧；五者，除滅

　　大闇；六者，得智慧明；七者，流轉世間，常不在於黑闇之處；八者，具大

　　福報；九者，命終生天；十者，速證涅槃。是名奉施燈明得十種功德。」

安奉光明燈  通啟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七，第8經，(T.2,P.801)。本經是世尊在鴦伽國的馬
邑聚落宣說真沙門法及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如

下：具足慚愧→身行清淨→語行清淨→意行清淨→

活命清淨→守護根門→飲食知量→警寤精勤→具足

正念正知→遠離，獨處→除五蓋→得四禪→證三明

（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40. 馬邑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3
經《馬邑經》(T.1,P.725下)。本經亦同前經，敘述沙
門之正道。

第五品：雙小品
41. 薩羅村婆羅門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薩羅村的

婆羅門居士眾問世尊：死後生于善惡趣各有何因？

世尊說因行非法行、非正行，故身壞命終生於苦

界、惡趣、墮處、地獄；因行法行、正行，故身壞

命終生於善趣、天界。

42. 鞞蘭若村婆羅門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鞞蘭若

村的婆羅門居士眾，來舍衞城，向世尊問法，內容

與前經完全相同，只是聽眾不同。

43. 有明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八，第

211經《大拘稀羅經》(T.1,P.790)；《雜阿含》卷
九，第251經，( T. 2 , P. 6 0中)。本經乃大拘稀羅問
法，舍利弗回答，內容相當縝密。北傳《中阿含》

問者與答者正相反，內容大體一致。《雜阿含》的

問與答與巴利文一致，只是內容較簡單。

44. 有明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八，第

210經《法樂比丘尼經》(T.1 ,P.788)。本經和前經
同為問答之經，問答者是優婆塞毘舍佉和比丘尼法

授，和北傳《法樂比丘尼經》的內容大體一致，但

問者不是優婆塞而是優婆夷。

45. 得法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五，第

174經《受法經》 (T.1,P.711)。本經乃世尊詳述四種
果報：現在樂未來苦，現在苦未來苦，現在苦未來

樂，現在樂未來亦樂。

46. 得法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五，第175
經《受法經》(T.1,P.712)。本經先敘述無聞凡夫不識
聖者、不知聖者之法、不以聖者之法調御自己，所

以不知應親近、不應親近之法；不知應奉事之法、

不應奉事之法，因此所欲之法衰退，所不欲之法增

廣。其次討論與前經相同之問題，惟以不同方法敘

述。

47 思察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186
經《求解經》(T.1,P.731)。本經敘述比丘當以二法觀
察如來。 

48. 憍賞彌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十六，第8
經(T.2,P.626)。本經乃世尊教誡憍賞彌的比丘們，教
以六和敬法，使其和合無諍；其次教以七支聖見，

具足七支的聖弟子能證聖果。

49. 梵天請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九，第78經
《梵天請佛經》(T.1,P.547)。本經乃世尊教化婆伽梵
天（Baka brahmana）的故事。

50. 魔訶責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第131
經《降魔經》(T.1 ,P.620)；《弊魔試目連經》(T.1, 
P.867)；《魔嬈亂經》(T.1,P.864)。本經敘述大目犍
連以種種方法對治惡魔。   

第二篇：中分五十經

初品：居士品
51. 乾達羅迦經：北傳無此經。本經首先敘述乾達羅迦

與御象者子倍沙至世尊處，看見善行道的比丘眾，

因而讚嘆，其次世尊解說四念處，並說明有四種

人。

52. 八城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十，第217經
《降魔經》( T. 1 , P. 8 0 2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
(T.1P.916)。本經為阿難尊者對八城的第十居士
(Dasama gahapati atthakanagara)所說。第十居士問
阿難：可有一法得解脫耶？阿難教以四禪、四無量

心，以及空無邊、識無邊、無所有三處。北傳兩種

譯本皆謂此為世尊入滅後之事，另加上非想非非想

處為十二門，其餘經文大體一致。

53. 有學經：北傳無此經，而《雜阿含》卷四十三(T.2, 
P.316)有部份相同。本經敘述迦毘羅拔兜城新造講
堂，請世尊說法，世尊因背痛，請阿難代為說法。

阿難說法的內容是：戒成就，守護根門、飲食知

量、警寤精勤、具足七正法、四禪。漢譯本則為大

目犍連說法，而非阿難，內容亦不同。

54. 哺多利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五，第203
經《哺多利經》(T.1,P.773)。本經敘述世尊為哺多
利居士說八法（不殺生，不偷盜，實語，不兩舌，

不貪欲，不瞋恚，不忿惱，不過慢），又以七種譬

喻來說明欲的過患（骸骨、肉塊、炬火坑、夢、借

財、樹果），內容與漢譯本相同。

55. 耆婆迦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耆婆迦問食肉

事，世尊不允許食用三種肉：見殺、聞殺、疑為己

殺；世尊允許食用三種肉：不見殺、不聞殺、不疑

為己殺；又比丘于食不得貪著。

56. 優婆離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二，第133
經《優婆離經》(T.1,P.628)。本經敘述離繫派的長苦
行者及優婆離居士受世尊教化而成為佛弟子，離繫

派之師若提子知道此事後因而吐血。內容與北傳大

體一致，但漢譯本敘述：若提子之後往波瓦國，並

死於該國。

57. 狗行者經：北傳無此經。本經乃世尊對牛行者芬那

及狗禁行者仙尼耶說業的果報，結果芬那成為在家

信者，而仙尼耶成為比丘，而後證得阿羅漢果位。

58. 無畏王子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離繫派之信徒

無畏王子來世尊處問難，被世尊折服而歸依佛陀。

59. 多受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七，第485經
《優婆離經》(T.2,P.123)，本經與巴利文《相應部》
第二〈受相應〉，19經《般奢康伽經》1 同文。本

經敘述尊者優陀夷（Udayi）與建築師般奢康伽諍辯
世尊所說的受是二受還是三受，互不相讓。阿難聞

之，求世尊判定。漢譯本則為優陀夷與頻婆娑羅王

諍辯，並共往世尊處請教。

60. 無戲論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是世尊對薩羅村的居

士們開示：應當受持無戲論法，若能受持無戲論法

者，則長夜幸福安樂。此經後半與《中部》第51經
《乾達羅迦經》中的四種人雷同。有關戲論，請參

閱《長部》第2經《沙門果經》。

第二品：比丘品
61. 菴婆孽林教誡羅　羅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

三，第14經《羅云經》(T.1,P.436)。在《小誦經》
的〈童子問〉後，世尊接著對羅　羅說本經。世尊

以水盤喻、王象喻教誡羅　羅。又王象喻的後面有

偈，相當於巴利文《法句經》306、308偈。
62. 教誡羅　羅大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七〈

安般品〉十七，第1經《羅云經》(T.2,P.581下)。本
經是世尊教誡羅睺羅，內容是解說五蘊的無我觀及

地、水、火、風、空，以及四無量心、不淨觀、無

常觀、入出息念等。本經內容與漢譯本大不相同。

63. 摩羅迦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十，第

221經《箭喻經》(T.1,P.804上)，《箭喻大經》(T.1, 
P.917)。本經是摩羅迦子尊者因世尊未向他解說「
世間是常」等十無記事而不滿，心想：若世尊不回

答這十無記事，他將還俗。因為十無記與解脫、涅

槃無關，故世尊不說，世尊只說可以導致涅槃的四

諦法，因而說毒箭之喻。本經內容與北傳相同。 
64. 摩羅迦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六，第

205經《五下分結經》(T.1,P.778)。本經敘述世尊為
摩羅迦子說明五下分結之義，並說明捨離之道。本

經與北傳《五下分結經》內容雖雷同，但巴利文沒

有後面的兩個譬喻，即作筏渡流喻與芭蕉喻。

65. 跋陀利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一，第

194經《跋陀和利經》(T.1,P.746)。本經敘述世尊制
定一坐食，跋陀利比丘不從，而後跋陀利比丘懺

悔，世尊因此說調御馬之喻。本經內容與北傳《跋

陀和利經》雷同，與《增一阿含》卷四十七，第7
經(T.2,P.800)只有前半部相同。  

66. 鶉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第192經
《迦樓烏陀夷經》(T.1,P.740)。本經敘述優陀夷讚歎
世尊的教法，世尊教他應脫離一切縛，喻如鶉縛於

朽蔓而致死，貧人被財所縛，富者捨財而出家等。

其次，敘述縛與離縛有四種人。本經內容與《迦樓

烏陀夷經》雷同。  
67. 車頭聚落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四十一，

第2經(T.2,P.770下)，《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
(T.2,P.860)。本經前半部敘述世尊在車頭聚落時，

舍利弗和目犍連率五百比丘來見世尊，因比丘們太

吵而被世尊喝叱，令離去。眾人及婆婆梵天主，為

諸比丘求情。後半部以入水者有四種怖畏為喻，以

說明出家者亦有四種怖畏。這部分與巴利藏《增支

部》四集，122經同文。《增一阿含》的內容與此
不同。

68. 那羅伽波寧村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十八，

第77經，《娑雞帝三族姓子經》(T.1,P.544)。本經敘
述世尊問阿那律與諸善男子是否樂於出家修梵行，

阿那律尊者答以：我等樂修梵行。接著，世尊記別

弟子死後的往生處，並說明原因。北傳《娑雞帝三

族姓子經》記載世尊說法處是在娑雞帝，並以此為

經名，內容雖同，處所則異。

69. 瞿尼師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六，第26經，
《瞿尼師經》(T.1,P.454)。本經是舍利弗對住在瞿
尼師林的比丘說法，述說住阿蘭若的比丘應有的態

度、行儀、作法；其次舉一般比丘應遵守的修行事

項。

70. 枳吒山邑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一，第

195經，《阿濕貝經》(T.1,P.749下)。本經敘述住在
枳吒山邑的阿濕貝與弗那婆修二比丘行非時食，世

尊為他們說法，並提及俱解脫者、慧解脫者、身證

者、見道者、信解者、隨法行者、隨信行者，這七

種人中，俱解脫者與慧解脫者不可能放逸。

第三品：行者品
71. 婆蹉衢多三明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是世尊對婆蹉

衢多解說佛教的三明勝過婆羅門的三明(三吠陀) 。
佛教的三明指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

72. 婆蹉衢多火喻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三十

四，第962經(T.2 ,P.245 )，《別譯雜阿含》卷十，
 195經(T.2 ,P.444)。本經亦敘述世尊對婆蹉衢多說
法，說法的內容是有關十不記事，由於「十不記」

無法導至出離、離欲、寂靜、涅槃，所以世尊不回

答。有關本經之內容，請參考《長部》第1經《梵
網經》等。

73. 婆蹉衢多大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三十四，

第964經（T.2,P.246)，《別譯雜阿含》卷十，198經
（T.2,P.446)。本經敘述婆蹉衢多從世尊聞法，世尊
為說善與不善法，婆蹉衢多出家成為比丘後，證得

阿羅漢果位。

74. 長爪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三十四，第969
經（T.2,P.249)，《別譯雜阿含》卷十，203經（T.2, 
P.449)。本經敘述長爪梵志聽聞世尊說法後，成為
信者，而北傳《雜阿含》則說長爪梵志成為比丘。

75. 摩犍提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三十八，第153
經《鬚閑提經》（T.1,P.670)。本經敘述摩犍提被世
尊說服後，隨佛出家，在受具足戒後，摩犍提尊者

獨住、遠離、不放逸、精勤修行，不久即證得阿羅

漢果位。

76. 刪陀迦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敘述阿難尊者與外道

刪陀迦的問答。刪陀迦知道佛法的殊勝，所以令自

己的徒眾歸依佛陀。可參閱長部第一經《梵網經》

、第二經《沙門果經》；中部第六十經《無戲論

經》等外道學說。

77. 善生優陀夷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

七，第208經《箭毛經》(T.1,P.783)。本經敘述六師
外道不受弟子尊敬，其弟子叛離而禮敬世尊，以及

世尊的弟子們依五法而恭敬親近世尊。

78. 沙門文祁子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

七，179經《五支物主經》(T.1,P.720)。本經敘述般
奢康迦(五支物主)詣世尊處問法，世尊說：成就無
學十法者才是最上沙門。

79. 善生優陀夷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

七，第208經《箭毛經》(T.1,P.783)。本經敘述世尊
對善生優陀夷解說證得一向安樂世界的修行是修習

禪定：證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以及解說修

行的次第：持戒→衣食知足→ 守護六根→正知正念
→遠離，獨處→去除五蓋→證入四禪→證三明。 

80. 鞞摩那修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七，第

209經《鞞摩那修經》(T.1,P.786)。本經同前經，鞞
摩那修聽了世尊說法後歸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

（本文未完待續）

專題論述

佛教大藏經

本文作者果儒法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及法光佛
研所畢業，後負笈斯里蘭卡求學，獲kelaniya大學
之文學碩士及哲學碩士學位，著有《佛國之旅—斯
里蘭卡見聞記》及譯有《觀禪手冊》、《內觀禪修
之旅》、《不存在的阿姜查》、《阿姜查的內觀禪
修》等十餘種書籍。

看不見的病—用禪看到慮病症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何運用智慧來抒解生活的
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問題；而配合氣功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通筋
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皆宜，生活充滿喜悅與自在的人生。
一、時間：2013年3月7日(四)起  每週四晚上7：00~9：00（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287期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南傳大藏經導讀 之二

─以《中部》經典為主（上） ■ 果儒

（上接第三版）

1  請參閱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第十六冊285頁。

看不見的病—用禪看到慮病症
安奉光明燈  通啟
28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2月-
　3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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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羅摩經》(T.1,P.775)，可參考《本事經》卷四
(T.17, P. 679)。本經討論聖求和非聖求，之後世尊自
敘自己出家至初轉法輪的事跡。

27. 象跡喻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七，第30經
《象跡喻經》(T.1,P.464中)。本經是卑盧帝伽以四種
象跡喻世尊的偉大，生漏婆羅門聽後去拜訪世尊，

佛陀為他說更殊勝的象跡喻。

28. 象跡喻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七，第30經
《象跡喻經》(T.1,P.464中)。本經是舍利弗向諸比丘
說的，內容敘述一切動物足跡都在象跡的範圍內，

而所有善法都在四聖諦的範圍內，並詳細解脫四大

種、五取蘊等法義。

29. 心材喻大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三十八，

第4經《象跡喻經》(T.2,P.759上)。本經敘述世尊在
王舍城鷲峰山時，提婆達多已失神足，仍為阿闍世

王所供養，佛陀因此告諸比丘：梵行生活不以名聞

利養為目標，而以心解脫為目標，因而說心材喻。

30. 心材喻小經：北傳無此經。本經是婆羅門濱加羅庫

奢問世尊：六師外道是否能自身作證？世尊為他說

比智見更殊勝的境界：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

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

想非非想處、滅受想定（已滅除諸漏。）

第四品：雙大品
31. 牛角林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

185經《牛角娑羅林經》(T.1,P.729)。本經敘述阿那
律(Anuruddha)、難提(Nandiya)、金毘羅三長老，在
牛角林中修行，他們和合無諍，不放逸，精進的共

住，皆得漏盡。

32. 牛角林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

第184經《牛角娑羅林經》(T.1,P.726)，《比丘各
誌經》(T.3,P.80)，《增一阿含》卷二十九，第3經
(T.2,P.710)。本經是大目犍連、大迦葉、阿那律、
阿難、離婆多、舍利弗等尊者，在牛角娑羅林說明

何種比丘才能光耀牛角娑羅林，並各敘述其修行經

驗。

33. 牧牛者大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四十八，第

249經(T.2,P.342下)；《增一阿含》卷四十六，第1經 
(T.2,P.794)；《放牛經》(T.2,P.546下)。本經是世尊
以牧牛者為喻，說明比丘應增長圓滿十一法。

34. 牧牛者小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三十九，

第6經(T.2,P.761中)；《雜阿含》卷五，第1248經
(T.2,P.342上)；《雜阿含》卷四十七，第110經(T.2, 
P.35)。本經敘述世尊以摩揭陀的牧牛者為喻，說明
修行者應謹慎選擇其指導者。

35. 薩遮迦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五，第110
經(T.2,P.35上)；《增一阿含》卷三十，第10經 (T.2, 

 P. 7 1 5上 )。本經敘述薩遮迦尼揵子 ( S a c c a k a 
niganthaputta)自認辯才無礙，所向無敵，後遇佛弟
子阿說示，聞無我、無常之說，大不悅，後率五百

離車，往詣世尊，世尊為說五蘊無我，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彼遂沈默無言。

36. 薩遮迦大經：北傳無此經。本經先敘述有關身心的

修習：多聞聖弟子當樂受生起時，不著樂受；當苦

受生起時，能不憂愁，不悲憤。其次世尊自敘在成

佛前求道、修苦行的情形。

37. 愛盡小經：本經相當於《雜阿含》卷十九，第505
經《愛盡經》(T.2,P.133上)；《增一阿含》卷十，第
3經《斷盡經》(T.2,P.593下)。本經先敘述帝釋來世
尊處，問愛盡解脫之法，世尊教之。目犍連欲知帝

釋天是否了解，而至三十三天，帝釋對目犍連誇其

最勝殿之殊勝莊嚴。為破其憍慢，目犍連以足指震

動最勝殿，帝釋恐懼而具答前問。

38. 愛盡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四，第

201經《嗏帝經》(T.1,P.766)。本經提到嗏帝比丘誤
以為識流轉之邪見是佛說，世尊予以教誡，並與諸

比丘對談，糾正他的誤解。 
39. 馬邑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八，第

182經《馬邑經》(T.1,P.724)；《增一阿含》卷四十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無名氏、趙釗鐶

600元 高文煌

500元
陳秀惠、江國順、
陳卉娟

300元 黃登雲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3,000元 陳楷捷

﹝禪林建設-藏經閣﹞

2,000元 鄭雄傑

﹝護法﹞

20,000元 高棟梁閤家

1,500元 蔡玉英

500元 曾淑珠

300元

林腰、李楊來發、
李聰明、黃麗鳳、
李易軒、李韋萱、
龔裕欽、高啟瑞

200元

黃葉喜、簡源彰、
黃登雲、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月刊﹞

1,376元 林淑瑜

1,200元 黃永政

1,000元 林永昌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蔡欽終

300元 林惠櫻

﹝供養上人﹞

500元 黃登雲、陳卉娟

﹝供養上人-台中講堂﹞

1,000元 淩志慧、陳惠玲

﹝供養常住﹞

10,000元 余咪玲

1,000元
三寶弟子、吳德美
胡文豪、趙釗鐶

﹝供養三寶﹞

500元 鄭博仁

﹝供養三寶-初一十五供菜金﹞

2,000元 吳薛安秀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胡玉欣

400元 古棠炎

300元 古紹蓉、古晉瑄

﹝放生﹞

4,000元
朱惠卿、高崧碩、
高文

1,000元 胡玉欣

﹝譯經﹞

18,000元 陳根源

11,000元 張文菘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黃素蓉、顏良恭、
顏庸、顏晞、朱惠
卿、高崧碩、
高文

3,000元
張能聰、林淑瑜、
吳德美、薛安秀、
吳德慧、胡玉欣

2,000元 郝政道、李唯瑄

1,000元
鄧張端儀、黃胤中
黃素娥、鄭敏江、
戴昌典

600元 李詩柔、蔡孟谷

500元
劉向南、陳秀惠、
江國順、陳謝碧雲
郝政道、黃麗淑

300元 李虹慧

250元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200元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呂詹好、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宜臻、
李氏歷代祖先、
林佑聲、陳錦治、
張宇廷、張秉筑

100元

柯茂全、林素珍、
陳聰明、林阿抱、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許雪、
李榮森、李偉翔、
許來傳、許卓碧雲
李冠廷、李宜馨、
姚樹宏、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譯經-台中講堂﹞

36,000元 王移華

1,000元 陳麗華閤家

﹝其他專款--越南大磬木魚﹞

12,000元 林玫秀、林玫伶

6,000元 周妙文閤家

3,000元 陳福良閤家

2,000元

王移華、關敏文閤
家、黃振偉閤家、
王義文閤家、
陳瑞民閤家、
王鈴慧閤家、
林也尊客戶等

1,000元
巫淑真、任廣治、
巫張秀玉

﹝隨喜﹞

500元
丁權福、藍章華、
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100元 莊瑞吉

30元 陳月美

15元 柯弘毅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陳榮輝

﹝隨喜-歲末聚餐﹞

1,000元 黃素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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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淨行
淨行上人
開示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一、至高無上的道德精神—慈悲

(三)慈悲心的涵養

1. 四無量定的修習

了達緣起，深信緣起，進一步應當涵養慈悲的胸

懷。顯而易見的是，並非人人天生一副好心腸，而理智

上擁有正確的觀念，也不能保證感情隨理智亦步亦趨。

一般人常常明知不該發脾氣，卻偏偏發脾氣，明知是不

該、不宜、不對的事，卻常常感情戰勝理智，糊里糊塗

的一錯再錯。所以，僅憑理解慈悲的道理、建立慈悲的

觀念，對發揮慈悲心而言，尤嫌不足；必須在情意上培

養慈悲的胸懷，真正要能同情眾生、關懷眾生才是。

佛法中言及培養慈悲心的最好方法，即「四無量

定」的修習。所謂的「四無量定」，即以慈、悲、喜、

捨四心，將關懷的對象擴展到無限無量，繫心於此而入

定；在定中以慈、悲、喜、捨關懷無量眾生而取觀。關

懷的對象是為無量，修此法門的功德亦無量，所以稱之

「四無量定」。

慈悲的意義，已如上述；喜，即為眾生的歡樂感到

慶慰；捨，即捨棄一切對立分別，不計冤親，住於平

等，不起愛憎。依「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八十二

所示的修習方法，可將眾生分為親、不親不怨、怨三

等，修慈、悲、喜心時，先觀親者，極力思惟其待我之

恩情，而興強烈的與樂、拔苦、慶慰之心，漸漸排除雜

念，制心安住，而後再觀不親不怨者，最後復觀怨者，

達到怨親平等，慈、悲、喜心遍滿十方無量眾生。修捨

心時，則先觀不親不怨者，蓋此輩與我較無關涉，易

本文作者淨行上人，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家文學
博士，創辦台北靈山講堂、靈山禪林寺及靈山現代
佛教月刊等。目前擔任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及世界
靈山大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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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憎愛的意念，次則觀怨者，捨怨念，最後再觀親者，

捨愛念，觀一切眾生，一視同仁，不憎不愛。修四無量

定，主要為對治瞋恨煩惱，修習有成，漸能泯除一切加

害眾生的意念及行為，常念眾生，樂於與眾生樂、拔眾

生苦（註三）【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三：如「中阿含經」卷三「伽藍經」言：「多聞聖弟子，

成就身淨業，成就口、意淨業，離恚離諍，除去睡眠，無

調貢高，斷疑度慢，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慈俱，

偏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

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

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

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

．專題論述／佛教大藏經

《中部》經典相當於漢譯的《中阿含經》，根據《

善見律毘婆沙》的記載，《長部》是收集經文較長的經

典，《中部》是收集經文中等的經典而得名，然而中部

所收的也有不少經文冗長的經典，甚至有比《長部》還

長的，總之《中部》所收錄的是不長不短的經文。《

中部》(Majjhima-nikāya)分三篇十五品，即「根本五十
經、中分五十經、後分五十二經 」三篇，共152經。
這十五品中，除了「分別品」有十二經，其餘都是

十經為一品。每一品的品名或取第一部經之經名（如根

本法門品，師子吼品，天臂品，不斷品，空品），或取

該品諸經的內容（如譬喻法品，分別品，六處品），或

取該品諸經說法的對象（如比丘品，出家品)，或以兩
經為一雙而取名的（如雙大品，雙小品）。茲列出與每

一部經相等的漢譯經典，並略述其綱要。

第一篇：根本五十經

初品：根本法門品
1 根 本 法 門 經 ：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

七，106經《想經》(T.1 ,P.596)，《樂想經》(T.1, 
P.596)。本經敘述一切法之根本法門。

2. 一切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第10經《
漏盡經》( T. 1 , P. 4 3 1 )，《一切流攝守因經》(T.1, 
P.813)，《增一阿含》卷四十，第6經 (T.2,P.740) 。
本經敘述滅除一切漏（煩惱）之方法。

3. 法嗣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二，第88經
《求法經》( T. 1 , P. 5 6 9 )，《增一阿含》卷九，第
3經(T.2,P.587)。本經分為兩部，前半部是佛陀為諸
比丘說法，要弟子們為法的繼承者，不要成為財物

的繼承者：「當恭敬於法，不貪財物。」後半部是

舍利弗為諸比丘說法，比丘應遠離住，捨離惡法而

住，因此教比丘應修習八支聖道。   
4. 怖駭經：《增一阿含》卷二十三，第1經(T.2,P.665)
 本經敘述世尊在菩薩位時去除怖畏的方法。

5. 無穢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二，第87
經《穢品經》(T.1 ,P.566)，《求欲經》(T.1,P.839)
；《增一阿含》卷十七，第6經(T.2,P.632)。本經敘
述世間有四種人：1.內心有穢而不知內心有穢；2.
內心有穢而如實知內心有穢；3.無穢而不知內心無
穢；4.無穢而如實知內心無穢。   

6. 願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六，第105經《
願經》(T.1 ,P.595)。本經敘述：若比丘欲為同梵行
者所喜愛、敬重，當圓滿持戒，修習止觀，不輕視

禪那，住在空閑處。   
7. 布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三，第93經
《水淨梵志經》(T.1, P.575)，《梵志計水淨經》(T.1, 
P.843)，《增一阿含》卷六，第5經後半(T.2,P.573
下)，《雜阿含》卷四十四，1185經(T.2,P.321)，《
別譯雜阿含》卷五，99經(T.2,P.408)。本經敘述心
的雜染（貪、瞋、忿、恨、覆、惱害、嫉、慳、欺

瞞、誑、頑固、性急、慢、過慢、憍、放逸），以

及佛、法、僧三寶之德，由憶念三寶而生喜悅、輕

安、樂，乃至得定。

8. 削減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三，第91經
《周那問見經》(T.1,P.573)。世尊在本經開示削減
的法門（應削減諸惡欲），發心的法門，迴避的法

門，上昇的法門，乃至究竟涅槃的方法。

9. 正見經：本經相當於《增一阿含》卷四十六，第

5經(T.2,P.797)。本經敘述聖弟子當知不善、不善
根；知善、善根；當知四聖諦、十二緣起，如是則

具有正見，對法具有淨信。 
10. 念處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四，第98
經(T.1,P.582)，巴利大藏經《長部》22經《大念處
經》。本經敘述四念處是獲得究竟解脫，證入涅槃

的一乘道，即修習身、受、心、法四念處。

第二品：獅子吼品
11. 師子吼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六，第

103經《師子吼經》(T.1,P.590)。本經敘述唯佛法中
有第一沙門果、第二沙門果、第三沙門果、第四沙

門果，外道無真正的沙門。

12. 師子吼大經：本經相當於漢譯《身毛喜豎經》(T.17, 
P.591)，《增一阿含》卷四十二，第4經(T.2,P.776)，

《增一阿含》卷四十八，第6經(T.2,P.811)，《雜阿
含》684經(T.2,P.186)，《增一阿含》卷二十三，第
8經(T.2,P.670)，《信解智 力經》(T.17,P.747)。本經
敘述如來之十力、四無所畏，並解說四生、五趣及

涅槃道。

13. 苦蘊大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99
經《苦陰經》(T.1,P.584)，《增一阿含》卷十二，第
9經(T.2,P.604)。在本經世尊開示有關欲味、欲患、
欲的出離，色味、色患、色的出離，以及受味、受

患、受的出離。

14. 苦蘊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

100經《苦陰經》(T.1,P.586)，《苦陰因事經》(T.1, 
P.849)，《釋摩男本四子經》(T.1,P.848)。本經是佛
陀對摩訶男說法，佛陀說欲是味少，苦多惱多，過

患更多。以欲為因，以欲為緣，王與王爭，母與子

爭，父與子爭，兄弟與兄弟爭，兄弟與姊妹爭，友

與友爭，所以 苦惱無量。
15. 思量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三，第206
經《比丘請經》(T.1,P.571)，《受歲經》(T.1,P.842)
。本經是大目犍連對諸比丘說法。

16. 心荒蕪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六，第

206經《心穢經》(T.1,P.780)，《增一阿含》卷四十
九，第4經(T.2,P.817)。本經說明五種心的荒蕪和束
縛，其次說四如意足和勤勇，成就者可達正覺涅

槃。(《增一阿含》缺四如意足和勤勇。)
17. 林藪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七，第107
、108經《林經》(T.1,P.596、P.597)。本經敘述比丘
當依林藪而住，如果能具足正念，使心等持，能滅

除諸漏，能獲得無上安穩，即使衣食、住處、醫藥

不易獲得也應安住。

18. 蜜丸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八，第115
經《蜜丸經》(T.1,P.603)，《增一阿含》卷三十五，
第10經《甘露法味經》(T.2,P.743)。本經敘述世尊略
說法義後，比丘們請大迦旃延詳細解說，迦旃延乃

詳細解說，並獲得世尊的讚許。

19. 雙想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102
經《念經》(T.1,P.589)。本經敘述世尊在成佛前的想
（念）、修行方式。 

20. 想念止息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

101經《增上心經》(T.1,P.588)。本經敘述致力於增
上心的比丘當時時作意五相。

第三品：譬喻法品
21. 鋸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十五，第193
經《牟犁破群那經》(T.1,P.744)，《增一阿含》卷四
十八，第8經(T.2,P.812)。本經敘述長老牟犁破群那
常常面晤比丘尼，遭人非難，因而大怒。佛陀說：

比丘、比丘尼在任何場合均不應瞋怒，當住於慈

心。

22. 蛇喻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四，第200
經《阿黎吒經》(T.1,P.763)，《增一阿含》卷三十
八，第5經(T.2,P.759)。本經要義是說：雖曾學習世
尊的教法，由於未能親自體證而誤解世尊的教法，

如同以錯誤的方式捉蛇，因蛇回頭咬其手或肢體而

致死。世尊又以筏喻：人們以筏渡河，過了河即應

捨棄筏， 而不應背著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23. 蟻垤經：本經相當於《蟻喻經》(T.1,P.918)，《雜阿
含》卷三十八，1079經(T.2,P.282)，《別譯雜阿含》
卷一，第18經(T.2,P.379)，《增一阿含》卷三十三，
第9經(T.2,P.733)。本經敘述天人深夜拜訪童子迦葉
尊者，請尊者請示世尊關於蟻垤喻之義，請佛陀開

示。

24. 傳車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二，第9經《七
車經》(T.1,P.429)，《增一阿含》卷三十三，第10經
(T.2,P.733)。本經敘舍利弗和滿慈子法談的內容：
比丘梵行住者，非為獲得戒清淨，亦非為了獲得心

清淨，乃至非為了獲得知見清淨，而是為了證得涅

槃，離此即不得涅槃，並說傳車之喻。

25. 撒餌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四十七，第178
經《獵師經》(T.1,P.718)。本經敘述世尊以獵師用餌
誘捕群鹿，喻沙門、婆羅門如何面對魔所撒的餌與

解脫之道。

26. 聖求經：本經相當於《中阿含》卷五十六，第204

南傳大藏經導讀 之二

─以《中部》經典為主（上）

專題論述

佛教大藏經

快樂志工行 點滴在心頭

連續兩年參與靈山文教基金會舉辦的

4Q夏令營擔任小隊輔，都是聽令於營隊長
的安排，今年換我發令於別人，才知道對

我而言，真的是一個大挑戰，在完全霧煞

煞的情況下，趕緊打開淑瑜提供的葵花寶

典（真的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謝謝前面

兩期的營隊長們留下的血汗成果），仔細

拜讀後，嚇一跳，原來要做的事還真多，

完全不是我以為的只是打打電話、做做表

格而已，還好我有一個習慣，就是答應的

事我一定會努力完成，於是我像一個馬拉

松選手，站在起跑線上開始起跑，這是一

場沒有競爭對手的賽跑，唯一的競爭對手

只有我自己，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孤單，

一路上「前輩們」跟著我跑，有時我跑錯

了方向，他們會指引我；有時我受挫了，

他們會鼓勵我、安慰我，並且分享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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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是我二度受邀，
為靈山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兒

童4Q快樂成長營》擔任義務講
師，雖然沒有Pay，雖然是不
同批學生，但我還是在內容和

活動上做了調整，讓同學有更

多發言和上臺練習的機會。

尤其聽到進行「好話大風吹」活動時，好幾位小朋友讚美我

說：「老師，你上的課程很棒！讓我們學到很多好話。」內心的

喜悅和成就感，是講師費所無法取代的。雖然1.5小時能給的很有
限，但這15位小火種，若能帶著好觀念，或一句好話回去，用在家
人、同學身上，相信這股力量是可以激起一圈圈的漣漪，一個個善

的循環，那我花的時間、成本（糖果、巧克力），絕對是一本萬利

的投資。

課後無法留下用餐，法師還親自幫我裝個素食便當，親切和藹

的感謝我和送我到電梯口，讓我也感染了一絲絲法師的法喜充滿，

誰說法師本身不是一尊活菩薩呢！

當天的幸福感悟：一堂公益課程，讓我深刻感受到「送人玫

瑰，手有餘香。」心靈上滿盈的幸福。

感謝淑瑜提供

這次活動的訊息，

讓我們家的小孩有

機會參與，還未上

課前，擔心小孩會

不喜歡活動內容，

回來會向我抱怨，想不到第一天下課後，在回家的路

今年是我第一回擔任小隊輔職務，也

是我頭一次接觸靈山講堂、靈山文教基金

會，很高興有機緣接受霈綾的邀請，更高

興在短短兩天的服務當中，在小朋友、團

隊同仁及講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外

一面，也看到了又繼續向前的動力。

每個人都是如此的不同，我所服務的孩子們

也是一樣。人都有脾氣，也有個性，我可以將他

們分成：「乖巧聽話」、「熱情調皮」、「聰明

精靈」以及「與你做對」等四種。他們擁有的個

性，我相信在你、我身上也都存在。有時候，我

會想想是什麼樣的成長背景，是什麼樣的家庭造

就了孩子現在表現出來的模樣？而我可以給予他

們什麼樣的愛？我又看到了什麼？我心疼處處與

你做對的孩子，因為種種原因所以他的心沒能敞

開，接受我們想給予的愛，這份愛沒有理由、沒

有目的，愛就只是愛。但是他將門關上了，而我

可以做些什麼，讓他可以收到呢？我自問，曾幾

何時，我是不是也將心門關上，把別人的一股暖

寶貴經驗；有些事我做不到的，他們會幫

我做到。在他們一路的護持之下，我終於

跑到了終點，謝謝所有陪著我奔跑，並給

我協助支持的夥伴們。

學習是生活的一種動力，團隊的學

習更是以倍數計算，在這個團隊裡，每個

人都是我學習的對象，每個人的身上，都

有一些值得自己學習的知識或品格，甚至

包括我們以為是我們在教導他們的小朋友

們，其實他們也在教導著我們，有一次我

不經意的問IQ動動腦的講師惠玲，為何這
麼爽快答應我的邀請？她反問我，為何我

會連續三年參加這個活動？我不假思索的

回答她，因為我在學習「付出」，她回我

說：「我在向你學習」。原來我們每個人

不知不覺都在影響著別人，也不知不覺在

建立別人眼中的自己。

改變是成長的開始，基於對未知的恐

懼，常常讓我錯過了成長的機會，選擇改

變更需要勇氣，害怕

失去，常常讓我沒有

勇氣去挑戰未知，我

很感謝靈山文教基金

會舉辦的4Q夏令營提
供了一個平臺，也感

謝淑瑜的號召，給了

我一個改變的機會，

我學習選擇及改變，學習承擔改變的結

果，學習像一位優秀的比賽者，不去想最

後的成績，而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全力以

赴，專注在每一個當下，結果，不是最重

要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學習到，也得到

很多，其中最令人回味的，就是快樂與幸

福的感覺。我想幸福和快樂從來就不是只

有一種形式，幸福和快樂其實離我們很

近，要獲得幸福和快樂其實很容易。

講師群：你們頂著艷陽烈日趕著來上

一堂沒有報酬的課，你們辛苦了。

小隊輔：你們耐著性子包容陪伴這

些，有時是天使、有時是惡魔，讓人又愛

又恨的小人兒，你們辛苦了。

工作人員：你們主動又機伶的補位，

需要你們的地方你們都在，你們辛苦了。

香積群：你們冒著大汗，在高溫下為

我們做了一道道香噴噴的飯菜，撫慰了大

家身體的勞累，你們辛苦了。

意擋在門外？我了解，親愛的孩子，他也不願意

啊！

我寫了張紙條，讚美的紙條，送給我輔導的

一位孩子，是「與我做對」的那種。我也不喜歡

有人與我做對，因為我的心也會涼涼的，你喜歡

涼涼的嗎？所以我只想說真話，紙上寫著：『親

愛的，雖然你很討厭我，雖然你都說為什麼我要

偷看你的一舉一動。但，我只是想關心你，而這

份關心是沒有任何原因，就只是關心。你很棒

喔！很高興認識你！』。夏令營結束後，我在門

口歡送他，他依依不捨，在電梯中對我揮揮手再

見。我想，他收到了我的關愛。

親愛的，愛是沒有理由的，只因為我在每個

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包括你！

上，四個小孩都好興奮，直說好好玩，很期待第二天的

快點到來。尤其是博凱睡前，還一直問我說這課程是不

是每個週末都有開課，他想繼續上，一聽到不是例行性

的課程，轉而抱著寒假也會開課的期待。

第二天課程結束時，小孩都捨不得離開現場，一下

樓之後，祥為立刻抱著他媽媽難過的掉了眼淚，問他為

何哭，他表示捨不得活動就這樣結束了。博凱回到家，

原本在看電視，突然莫名的感傷了起來，一直追問說到

明年還要多少天，他很想明年快點到。名儀則是很快的

就學以致用，不但沿路要幫我們「點穴」，在車上一聽

到我說要買包包，就立刻問我：「買包是需要，還是想

要？」，若是想要就不用買了，因為東西有就好，夠用

就好。

夏令營的團隊，把這個活動辦得很成功，也很佩服

你們的功力，如此厲害，可以讓小孩如此喜愛這個活

動，雖然是短短的二天，可是他們卻得到了心靈上滿滿

的收穫，謝謝工作夥伴，這麼用心的籌劃這麼棒的夏令

營活動，辛苦你們了，再次謝謝你們，期待明年的活動

再相見！

兒童營 營隊長 胡秀琴

兒童營 講師 彭瑞蘭 兒童營 小隊輔 王嘉霖

兒童營 家長  
朱曉慧

營隊長親自製作致贈工作人員的禮物，
一針一線都是滿滿的感恩和祝福

■ 果儒

。

（下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