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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厭生死，不欣涅槃――是大乘佛典的共法，真菩薩道的真髓。

菩薩甘做一個留在苦難世間的人菩薩，佛陀也甘願在苦難的人間成佛。

菩薩捨離種種樂，不厭生死求菩提（六十華嚴）

若有諸菩薩，不厭生死苦，則具普賢道，一切無能壞（八十華嚴）

以大悲不厭生死（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命理可信嗎？     須蜜那

      很多命理風水師都是騙人的，他們利用一

些江湖技倆，自圓其說，當然也有一小部份很

準確。但請注意，很多命理師的命運都很坎坷，

而很多研究命理者很快去到窮巷，無法再向上，

因而轉到佛法中尋求。

      命理不是信或不可信的問題，而是它本身

所賦與生命的意義，並不能判定吉凶。

      曾有一命理師對一個客人說︰你將來衣食

無憂，且不用工作，悠閒度日。

      這該是主吉的命理吧？

      原來該人犯了罪，被關在監獄裏，那該是

好還是不好的命呢？

佛教消息

法鼓山落成開光

經過十六年的建設準備，法鼓山

終於在今年十月廿一日觀音菩薩

出家日落成開山。

于凌波老居士往生 1924-2005（81）

于老居士畢業於國防醫學院，曾首創佛教菩提醫

院及菩提救濟院，並創辦開明高中。著作甚多，

包括簡明佛學概論，唯識學綱要，中國近代佛門

人物誌等等。老居士由醫入佛，弘提佛法，熱心

公益。

毘尼習學營

香港無量壽精舍主辦，由05年11

月5日至11日於樂生蓮社舉行，只

接受出家女眾，專研戒律。





      曾有一命理師對一個客人說︰你將來衣食

不豐，且每天要工作十多小時，就是睡夢中也

會為工作煩憂而乍醒。

      這該是主凶的命理吧？

      原來該人常受持八關齋戒，日中一食，且

常為眾生做福利的事業，勞心勞力。那該是好

還是不好的命呢？

      因此，騙人的命理故不可信，就是準確的

命理也不應掛礙，別浪費精神在命理上！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明白外在的客觀環

境，不是命好或命壞的主要條件，而是內在心

性的鍜練，及身心力行的發心。

書畫家呂佛庭往生 1910-2005（95）

自十歲開始茹素習佛，精於書、畫、琴、詩。

往生前，由慶元法師代刀剃度為僧，法名（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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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處在中道

      先舉個一例子：阿難尊者想參加五百結集，

但大迦葉不允許，因為當時阿難尚非阿羅漢。

阿難尊者心有所求，想早點證得阿羅漢，經行

時未能放鬆心情，其覺性不夠強，走了整晚，

又累又不能證得阿羅漢，就放鬆想休息，此時

心沒有期待要證得阿羅漢，正在躺的那一剎那

仍保持覺知，但心無所求，不鬆也不急，於此

狀態下就證得阿羅漢了。那一剎那，果成熟了，

從初果証得阿羅漢。由於覺知的持續，果自然

成熟，該來就來，不要先有期望，只要心一直

覺知動作即可。正確的因是，心不要專注於一

點，才不會偏離了中道，若太懶散也偏離了中

道。故禪修中的中道是心不要太緊，也不可太

鬆，要一直貫穿單純的覺知，這是實踐中的中

道。一開始要將正確的因就擺在中道上，一直

維持它，果要來就來，如同種樹一樣，種子要

對，播種下去，一直灌溉它，成熟時果就來了。

生活中的禪修，也是同樣的道理，分分秒秒知

道身體的動作，這就是灌溉，依據自然的法則，

果該成熟就成熟。這是一種簡單而合乎中道的

原理，只單純的灌溉，而不要把心弄緊，或散

亂掉，果就來了。最初的覺性，未經訓練就如

一棵小的苗，慢慢灌溉它，就會變成一棵大樹。

同樣，從早到晚覺知自己的動作，漸漸能成片，

最後達到圓滿就是佛。

            六、覺性與看念頭

      經由覺知一個部位，進而清楚知道身體的

走動、起身、坐下，覺知力更強之後，強的覺

性自然會去看心的活動，即心的念頭。不是我

要去看念頭，是強的覺性去看念頭。此時即禪

宗的看話頭，念頭正要起，能覺照它。一切所

有的煩惱、貪、瞋、痴皆來自念頭，一般人在

煩惱升起的一剎那，往往不能覺知它，不知道

自己正在生氣，過了一陣子才知道在生別人的

氣，這是由於覺性弱。必須有強的覺性，如光

明一樣，馬上覺照念頭。強的覺性是「明」，

相對於無明、無知，「明」是強的覺性，這是

訓練出來的。一步一步覺性提高之後，自然會

去看念頭，最後能拔除無明的根源。一以貫之，

整個生活中禪修過程是一直培養覺性。是在根、

麈接觸中來訓練。覺性弱的人，心會被外在好

吃、好看的對象所牽引而不自知。惑、業、苦

是在根、麈接觸後產生。禪修的訓練在於覺性。

內心若有很強的覺性，在根、麈接觸時，能夠

看只是看，聽只是聽，對外境不產生排斥或被

吸引。從早到晚，不斷覺知肢體的動作，培養

到高層次的覺性，就如儲錢多了，就不必工作。

覺性也如此，一直培養到最後，覺性即能一直

存在著。以上指出一個重點：當覺性強時才能

看念頭，否則會捲入念頭中。 

            七、喜悅與禪相

      若一開始即採用專注行，即使能在禪修中

產生很大的喜、樂，但回到現實的生活還是一

樣，對外境仍起煩惱。而生活中的禪修是採用

覺知行，開始的因是開放式，知道外在的訊號，

而不為訊號拉著跑，其技巧是一直覺知自己的

動作，培養覺知力，禪修幾天後，雜念少了，當

覺性成片後會產生身心輕安。但一般坐著不動

的靜態禪修，極容易掉入輕安喜悅中，跳不出

來。如世尊之前，有很多人修到四禪八定不能

開悟，因為落在喜悅中，覺性顯現不出來。覺

知行不同，喜悅同樣產生，當下繼續覺知肢體

仍在動，故此時喜悅只是喜悅，痛苦只是痛苦，

心一直保持覺性。以此方法能突破修行上的障

礙，不管狂喜、光明、佛等禪相出現，當下把

它當成旁邊的東西，只依靠自己的覺性，只知

道肢體在動，這些禪相自然消失，禪修者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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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拉跑。

            八、自歸依與平等心

      生活中要以覺性為依靠，即佛陀所說：自

己是自己的歸依處，稱作自歸依，也就是依靠

自性佛。死亡時唯一的依靠也是覺性，故覺知

行是很踏實的修行方法。眾生皆有佛性，動物

因為條件不足，無法訓練覺性，身為人則機會難

得，可以在覺知身體的動作中來培養覺性。只

要持續的練習，覺性漸漸提高，喜悅自然會產

生。覺性高時，智慧也自然產生。覺知力強後，

就能看清楚身體、感受、心意、念頭（法），

此時不會被感受及念頭牽著走，也就是說，此

時具有真正的平等心與平常心。 

            九、修行的次第

      修行成聖的過程要經過五根、五力的加行

道，進入見道、修道。五根第一是信，要相信佛

法、因果，正確的因即有正確的果，要相信佛

陀的方法。第二精進，對於方法要不斷的去訓

練，世尊說：行、住、坐、臥要正念正知。要

相信這是佛陀教導的方法，能致滅苦的目標。

第三是念，念就是覺知，在行、住、坐、臥中

要覺知，選擇一個部位的動作來覺知。人整天在

動，因此可訓練出無間斷的覺知，能持續時即是

定。這不是專注式的定，而是覺知式的定，這

才是正定，也是日常生活的定。覺知動作是無

雜念，這是真正的三摩地，覺性是全面開展、

持續的，持續時就是第四定根。定中包含前面

的信、進、念。定中包含覺性，不是專注的定，

是開放式的定。定中有覺性時，第五慧根自然

生起。信、進、念、定、慧的次第是一種自然

的過程，慧是來自於根麈接觸中，以強大的覺

性來觀察實相。此即是佛法的理論與實踐。無

明在那裡？在根麈接觸中，沒有覺性而被妄念

牽走。無明如何斷除？在根麈接觸中，以強大

的覺性，看清實相。慧如何產生？在日常生活

中，以具有覺性的定來觀照，因緣成熟時，慧

即產生。此慧是修所成慧，非聞、思修慧，是

真正的般若。由持續的覺性，在因緣成熟下而

有慧，若有所期待，念與定減弱，慧是不能產

生的。念與定必須平穩、持續，慧才能成熟。

五根更成熟時是五力，五力更加強後，進入七

覺支，進入見道位，體證身心的實相，呈現般

若而成為聖者。七覺支仍以念覺支開始，以覺

性來貫穿，再來是釋法覺支，觀察身心的實相，

精進覺支便是不斷培養覺性。喜與輕安覺支，

是由於覺性而自然產生身心的喜悅與輕安，現

在有強的覺性，不為喜悅拉著跑。覺性成片時，

便是定覺支。在很強的覺性下，便有真正的平

等心，這就是捨覺支，不黏著任何外境或現象，

不被感受，念頭拉著跑。例如，身體病痛時能

不生氣，因為有很強的覺性，習氣不再產生。

七覺支之後是修道位的八聖道，八聖道是中道，

是生活中的一種實踐。第一正見，要有正確的

因果觀念，正確的原因得到正確的結果。在生

活、禪修中，使心有正確的觀念，放在正確的

位置，位置不要擺錯，一開始只要訓練覺知即

可，不要急著進入專注中。心有正確的位置之

後，只要一直灌溉它。正思惟不是妄想，是在

生活中的正確思考。種種日常行為要在覺性下

來思考、規劃。正語、正業、正命是指日常的

言行要伴隨著強有力的覺性。正精進是在覺性

中不斷的努力，正念是單純地覺知自己的身心

行為，覺性成片後是正定。佛法的訓練便是以

覺性來貫穿整個修行的過程。

            十、歸結到覺性

      佛法修行的核心在於覺性的培養，覺性圓

滿時成佛。各宗各派不同的只是技巧，但我在

這兒推薦最簡單方法是，走的時候知道在走，

同時的，站著、坐著、臥著、舉伸時，當下要

知道身體的動作，把覺性一直貫穿並培養起來，

這種方式在任何時候皆可訓練。人是動物，整

天在動，利用這種自然的現象來訓練覺性，可

說是一種最簡單、最自然的方法，這便是生活

中的禪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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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魔羅          提舍

      小心魔羅（Mara），身處世間絕不容易，

我們該常保持危機感。

      社會裏，處處充滿陷阱，不是偷呃拐騙，

便是弱肉強食，落井下石。忘恩負義，鵲巢鳩

佔的事件，天天都在發生，更諸多借口，去掩

飾敗行。一不小心，便被吃掉，甚或損失很大，

無法復原。例子數不勝數，這些都是魔行，小

心。

      出來工作，僱主刻薄無良，施勞施怨，侮

辱尊嚴；僱員則開小差，盜取公司物資，搗亂

敷衍；同事間則打小報告，背後中傷，搬弄是

非，踐踏別人上位等等，這些都是魔事，小心。

      在家裏，慈母出敗兒該怪誰？母親盡心盡

力照顧，全心全意想兒女好，而兒女在好環境

下郤不能成長，該怪誰？有說「無冤不成夫婦，

無仇不成父子」。好好的姻緣，好好的親情，

郤帶來無限的怨懟，無限的敵害，這些都是魔

情，小心。

      每天，我們總是鬧情緒，起煩惱。貪、嗔、

痴中打滾，正事不作，清淨心不起，諸多計度，

事事從利益出發，不去把持正義。自高自大，

      信佛後，該如何開始新的人生？該如何簡

要地對待一切事物？除一切從感恩開始外，更

應要一切從寬恕開始！

      人與人相處，很容易利益不均等，或是損

害對方，些微的不平衡，便做成怨恨，有意無

意間作出一些「復仇」的行為，而對方亦會同

樣對待，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故達賴喇嘛說：

「怨恨不能解決問題，復仇只會做成更多的不

幸。」

      一切該從寬恕開始，因為他們無知，不知

道自己做了什麼，傷害別人，受苦無量。還問

蒼天，何以命如此苦，那日才能脫離苦難？郤

不知道苦是自招自造。看到他們如此無知，受

苦，還能怪他們嗎？

      一切從寬恕開始，世間沒有完人，相處之

道，需包容、寬恕，自己也是充滿缺點，也常

常傷害別人，故需寬恕他人。

一切從寬恕開始       須蜜那

      過去曾做過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今生受

報，現在仍不斷做不好的事，影響未來，如果

不是受報了債，就是做業，故不應怨恨他人。

      如果有能力借錢給別人，便預計他們不會

還，沒能力便干脆不要借出去，別怨恨那些借

錢不還的人，因為他們預算錯誤，沒法還，不

是故意弄至此。

      如果在感情方面被人拋棄，別怨恨，因為

我們再不可愛，我們充滿缺點，那是自然的事

情，提昇自己，改良自我才是究竟之道。

      遭到別人的傷害，緊記不要怨恨，因為裏

面有很多誤會；有很多控制不了的事情、情緒；

有很多複雜的因緣導至，不是人們想這樣子的。

      由於同情，我們會憐憫；由於憐憫，我們

會原諒；由於原諒，我們會寬恕。

      一切就從寬恕開始罷！

違背因果，更不會執持戒律，憶念三寶，聖人

，善知識。也不會守護眼、耳、鼻、舌、身、

意六根，縱容六賊去盜取我們的功德財，使我

們墮落，這些都是心魔，小心。

      佛門中有很多不尊敬三寶的現象，尤其對

法義妄加批評，未能做到依法不依人的智慧境

界。信佛後變得偏執自滿，跟從前的親友劃清

界線。信佛愈久愈固執難耐，冷漠、散渙，甚

而退失菩提心。佛門老鼠四處竄，為的是尋找

利益，祈福，事事以己為先，以自己的親友消

災解難為目的。有些稍懂佛法便自視過高，看

不起其他善行；更有些在佛教界內辦事的人，

不思進取，不加改革去度眾生，郤抱殘守缺佔

著崗位，不讓新來及繼承者沾手。往往今天的

護法，郤是他日的魔羅。這些都是法魔，小心。

      魔羅不但在色身上傷害我們，更在思想上

荼毒我們。心魔處處，不能發起菩提心，連一

念善心也不能起。小心。

      但！可有想過自己正是其中的魔羅。

      更要小心自己會變成魔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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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飛越

如痴如醉

風流過髮際

眼睛閃過風雲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

有世界名曰極樂

而這刻

閻浮提外

多少天堂

多少那洛迦

浮沉

纏縛的

竟是那碧海情天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

皆以虔信、發願、行持

攝往

而她

穿越宇宙

穿越時空

光年外

星系外

彼佛光明無量

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五劫思惟

去建構

此凡聖同居淨土

只須剎那恒持

蓮花化生

念

飛天          那羅



          自我教言  

   『自我教言』不只是入門的導引，更是久修行者的一面好鏡子，去反省及自我教言，為佛學
及修行態度的明確指引，去除很多謬誤及修道上的倒見。書內一再強調聞思的重要性，正是建立
『正見』的要素。

作者 : 晉美彭措法王   

譯者 : 索達吉堪布            (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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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加持的賜予者是自己的根本上師，所

有悉地的來源則是本尊，各種事業的根本就是

空行和護法神，一切一切的根本是守持密乘的

戒律。望大家時時刻刻祈禱自己的根本上師，

也應修持自己的本尊，念誦本尊的心咒。尤其

是承辦一切事業，空行母很重要，遣除違緣方

面則護法神很重要，所以對空行和護法最好經

常供養一些整潔清淨的供品，否則只是口頭上

念誦祈禱，就起不到什麼作用。對一切的根

本――密乘的戒律也必須要守持清淨，這樣護

法神也會如影隨形般經常跟隨保護自己。

      大家在做飯時，最好不要把水直接倒在火

上，這樣許多護法神都會不高興。本來火很盛

燃，但你把水或肉湯澆在上面，使火熄滅了，

這樣做法就不對。因此，燒火的人一定要注意。

大家對喇榮的龍泉水也應該保持清潔。山上的

這個護法神，若是誰檢了他山上的柴薪，誰得

罪了他，他可能立刻就會報復此人。但這個龍

泉水有點與眾不同，大家若沒有維護好泉水旁

的衛生，這個惡龍就會天天來找我麻煩，我的

有些病就是因龍王不高興而引起的。

      我個人以為，饒益眾生一個是放生方面，

這對大家有很大意義；另一個就是暫時以布施

來利益眾生，這也是我們扶貧方面的一些專案，

還有其他的法布施。如果經常這樣發菩提心，

修勝觀，這種人就是真正的密咒上師。所謂的

密咒上師並不是一定要娶空行母，留長頭髮，

真正的密咒師是具有菩提心的人！

      已經斷除了死魔的人，根本不會說見神見

鬼等胡言亂語。其實，三界中最大的惡魔就是

        

我執。誰有我執，那所有的天魔都可以包括在

其中，我們心中一切惡魔和鬼神也都是「我執」

的部下，因此除了你跟我執這個大魔天天共處

之外，就再也沒有一個外在有相之魔了。為此

密勒日巴也曾說：「如果自己的心沒有變成魔，

那在外境上面沒有任何一個魔。」

      有的人大言不慚地說，我今天看見這個神，

昨天看見那個鬼，然後我就稍微念了一下解縳

咒，馬上就把它們嚇跑了，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也是說有某個鬼神在害著你。但在大圓滿前行

中也已經講過，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邪法。即

使是真正的鬼神，我們也應該把它們當作是自

己的父母，在斷法中也著重是在修慈悲心。

      覺宇巴修行者專門到各屍陀林和水泉旁去，

也是修大悲心為主，並不是用瞋恨心來降伏鬼

神。以前瑪吉拉準空行母降伏魔眾的方法，首

先是依靠清淨的儀軌，將所有的鬼神集中，此

後就將自己的我執和肉身布施給他們。

      在斷法的儀軌當中，是將自己的身體變成

甘露，供養那些鬼神，以此讓它們都獲得安樂

和滿足，這樣在了知我執的本性後，能生起一

種無生空性的境界。

      因此對於斷法，現在末法時代的人，根本

就不了達它的密意。你們這些狂妄之徒！請睜

大眼睛看看拉準空行母的教法，這種修法並不

是以瞋恨心來斷除外境的妖魔鬼怪，我們應觀

察的是如何斷除自己的我執。

      很多人不知道觀察自己的相續中到底有幾

許的功德，就好像認為自己是一個伏藏大師、

大成就者或清淨戒律者一樣，然後就隨便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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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鬼神的事情。當別人讚嘆他的時候，還自

以為功德巍巍。

      在這個末法時代的人們，也似乎根本就不

懂得如何才能正確判斷一個人，若是某人經常

談神說鬼的話，他們就會認為他有神通神變，

但其實就是這種人最為虛偽不實，沒有半點可

靠。

      這可能是因為以前的一個緣起吧，在藏地

雪域，真正具有智慧和清淨戒律的人，世間俗

人對他們不會恭敬，而不學無術、裝模作樣的，

眾人反以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現在的時

代也是如此，如果說是活佛的話，不論是否具

備功德，漢地的很多居士或是愚笨的人都會對

他恭敬供養，若不是活佛的人，即使他本人具

無邊的功德，好像任何人也無動於衷，末法代

的人就是這樣愚癡顛倒，對具有清淨戒律等功

德是真正福田的人不知道去恭敬。

      愚昧淺薄的人，在受到別人恭敬時，自己

的傲慢心也是越來越增上，就像是火上澆油，

別人說他是活佛，他也就認為自己是真正的活

佛了。

      總之，我們要經常觀察自心，對自己的心

作開示。因為我們的心經常被種種分別念的波

濤擾亂著，如希求名聲、利益和安樂等等，而

不願默默無名或受到侮辱，我們一生中大多數

時間都是處於世間八法的染污當中，而真正的

善心，比如寂止、勝觀等如法的心卻非常稀少。

如果我們在世間八法中耗盡了自己的一生，那

真是很可惜。因此在聽聞到佛法之後，我們應

該身居寂靜的地方精進修持。如果自己的相續

沒有點滴進步，好像跟從前沒有兩樣，這真是

令人遺憾。

      大圓滿中的八大金剛大笑、無道無果等等

說法，與如今眾多狂人所講的大話、假話、空

話，比如胡說沒有善惡、輪迴、涅槃，這兩者

有極大差別。現在末法時代有些人，說是你們

不要學經論，學經論沒有什麼意義，要實際修

行。但如果沒有聞思，怎麼能修持呢？這真是

著魔！

      本師釋迦牟尼佛也是要求先聞後思，遣除

修道前的一切障礙之後再修持，如果從來沒有

聞思過，哪裡會有修行？薩迦班智達也說過：

「沒有聞思而作修持，那就像是斷了手的人扒

在懸崖上一樣。沒有聞思智慧的這種愚癡人修

大手印，來世變成傍生，或者是生於無想處。」

所以這種沒有聞思的修行真是一種大空話，真

是一種邪道！

      現在濁世中有些上師，自己根本就不懂佛

法經論，更不說解釋經典了，所以他就不讚嘆

聞思，只是一味地讓人們修行，這就是真正的

謗法罪。有些上師一輩子也從未學過一部論典，

如米滂仁波切、智悲光尊者、榮森班智達等前

輩高僧大德們的論典從來沒有學習過，我們知

道他肯定是不懂經論。既然從沒有聞思過佛法

經論，那你是怎樣攝受弟子的呢？如果連佛教

的基本理論和名詞術語都不知道，然後告訴別

人不要看經論，說是我們這裡以修行為主，理

論方面不重要，說是需要修持。這種說法真是

愚癡又謬，無垢光尊者指出：「在我之後，只

有聞思究竟的人才能證悟無上的大圓滿。」因

此一定要有廣大的聞思。

      我希望大家要聞思修行，不需要聞思的這

種修行我是不會認可的，這種沒有因的果，怎

麼會產生呢？釋迦牟尼佛教法的特點就是有如

何的因才能結如何的果，這也是佛教緣起性的

特點。古德說，沒有學習而得到智慧，這在佛

教的論典中找不到任何論證和根據。

      不需要任何聞思的修行是一種愚笨的盲修

瞎，在這種人的心中所能生起的可能僅是一種

暫時的寂止，就像是旱獺的境界（冬眠）而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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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行記

    羅湖橋上總是那麼多人，向北面擠去。男

的女的，吵吵嚷嚷，不是吆喝小孩，就是爭論

些無意義的瑣事。他前面三個拉著手拖車的女

人慢慢走著，議論著深圳的物價，使焦急的他，

無法踰越。他垂首望著她們的手推車，包紮著

長方型的物體，雖然上面蓋了衣物，但憑經驗

他知道都是一些電器，更知道其中的利潤。他

不期然望向自己身旁的手拖車，沉甸甸的，想

起今天下班前的一陣子忙碌，益發覺得勞累，

如此吵鬧的環境，沉重的物品，使他厭倦、難

耐。但這些都需要忍耐。

    今天查通行証的人龍特別長，他前面兩個

男子在談話，其中一個正抖動著一條腿，另一

個剛掉過頭來，望向身後的龍尾。他嗅到那濃

烈的煙味，幸而那男子很快將頭掉回前面。

    「有什麼方法甩掉現在這個女的，去跟另

外那女的一起呢？不甩不成啊，因支出太大。」

其中一個問。

    「現在不是很好嗎？兩面住家，喜歡往那

裏都可以。」另一個答道。

    他拿起手提電話，想打給阿嬌，不知道她

來了外面關口等沒有？想想還是把電話放下，

何須如此緊張呢，他想，東西已帶來，錢也帶

來，她一定比自己緊張，早已在外面等候才對。

    「你不知道，不但要付錢給大的，還有一

個小孩今年要上學呢！」那男子抱怨道：「聽

    

她說可能肚裏又有一個呢，明天看報告，希望

不是真的就好了！」

    他摸摸口袋裏的錢，盤算著待會如何跟阿

嬌解釋無法帶多些錢過來，很後悔當初答應阿

嬌增加小孩的生活費用，但想起小孩子如此可

憐，這些基本生活費用跟教育費如何能省呢？

    最緊張的時刻正是過檢查站的時候，每次

經過這裏都無法控制心跳加速。只見他口中喃

喃，戰兢地拉著手拖車，突然關員指著他，要

他過去檢查。

    幸而關口另一面正起哄，一個關員與兩個

旅客在對罵，其他關員分從各面擁往，要檢查

他的關員也棄他不顧。他趁此機會不敢多留，怱

怱離去。

    他剛出關口大樓，即遇到迎面而來的一個

女人，年約五十多歲，他喊一聲「阿嬌」後，

便從口袋取出信封一個交給她：「對不起，欠

你二百元，待下星期還你吧！」

    「不要緊」阿嬌道：「很感謝你，那些孤

兒都很想見你，多年的助養，他們真的無限感激。」

    「改天吧」他答：「明天還要當早班，我

馬上要回去啊！這裏都是你要的東西，你看看

吧。」

    他打開手拖車的袋子，只見內裏很多書，

最上面一本正是紅封套金字的「大乘妙法蓮華

經」。



      鏡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