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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信仰之路  寂慧

    信仰是宗教的要素，在各宗教中佔最重要的地位。雖然佛教主張智信與自力，但信仰仍佔舉

足輕重之處，因此華嚴經有：「信為道源功德母」句。那麼，信仰該智信？迷信？盲信？或是有

限度的信呢？

    首先為何要信？第一，我們覺得能力不足，智慧不夠，很多困難無法解決，甚至不解，固要

有所依靠，逃避。這是很自然的反應，如先民對大自然現象的驚慄而拜天拜地拜石頭。第二，我

們見到賢能者從容克服障礙，且充滿慈悲去協助別人解困，很自然我們便對之依靠，模倣，去解

決困難。信仰於是產生。

    從知上，我們對世界、宇宙、諸法實相、空等不明白，甚至所知極少，如何不會產生迷惑，

如何不會因不懂而犯錯。從情上，我們對道理不明白，妄執顛倒，明明看到萬物無常，卻要執

常；明明看到非樂事卻執樂；明明看到我是虛幻的，卻執著我最重要；明明不清淨的世界卻執著

為清淨。就是知道了仍無法擺脫那種障、蔽、執。遑論證悟高深道理如空性，緣起等，我們相距

太遠了。在此情況下，聖賢如何教導我們？唯有要求起信，跟著他們的話去做，於是信仰油然產

生。

    從佛教的觀點，並不主張如外教信神般無條件全信，倚靠。佛教要求智信，因此以法為核

心，佛陀不希望別人信他，他希望別人依循他的教法，自己努力去修行，所以有「依法不依人」

之說。

    對於認知有三：一.現量—即親見親聞的認知。二.比量—即比較及經驗的推理，如見煙

便可推斷那裏必有火的存在。三.聖言量—即認識到聖人在各方面都圓滿，教導合情合理，亦

曾見功効，因此，雖然對他們的教言不太了解，仍願遵循。

    佛教的信仰與一般宗教有異，它主張理解，智慧，然後如法地去實踐，縱使一時不能理解，

現量及比量用不上時，需仰賴「盲信」他力，仍智慧地選擇不曾出錯的「聖言量」。但最終亦須

憑藉正見，自力去親証「現量」的覺悟。

    那麼，是否能力可掌握時需智信，而不逮時則靠盲信呢？何時智，何時迷，信仰之路該如何

走？

 

菩薩藏

 
 
 
 

 

 

如果暸解業力的可怕，因果的不昧，便不會怪責任何人。

如果暸解事物的虛幻，眾生無辜受苦，自會同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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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風和日麗，聚落的市集中早已佈滿攤

檔，熱熱鬧鬧。其中一處高掛幡上寫著「永遠

的法華經」。一位清秀的僧人道：「貧僧寶唱，

初到貴境，為你們唱演法華經，如聽得歡喜，

請打賞多少，謝謝。」

    寶唱拿起水杯，喝後咳嗽調腔道：「諸佛

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

辟支佛所不能知，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

說，意趣難解。」

    突然，一年約十二歲的女孩從寶唱身後走

出來，柔和清脆唱道：「世雄不可量，諸天及

世人，一切眾生類，無能知佛者。本從無數

佛，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

    「是嗎？佛的智慧真如此甚深嗎？」人叢

中走出一個漢子問：「連已解脫生死的阿羅漢

也無法測度嗎？那麼，弟子們跟隨佛學習的解

脫法不成疑問嗎？」

    「釋迦佛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

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

著。」寶唱合掌讚嘆道：「如來方便知見波羅

蜜皆已具足。此方便極端重要，能令所有眾

生，不管什麼根器，都能得到救度，並到達佛

的圓滿境界。因為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

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

就一切未曾有法。可以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

辭柔輭，悅可眾心。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

法，佛悉成就。但我也不想多說，因為這第一

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

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

如是本末究竟等。」

    「對！這是著名的十如是，諸法實相的妙

理，超越你們的智慧。諸法實相是宇宙觀、人

生觀、諸法是現象，實相是實在。二者不二，

圓融相即。萬有一切本來具有此十如是。

(1)如是相—現於外的形相

(2)如是性—存於內的性質

(3)如是體—事物的總體，實體，性與相所

             依

(4)如是力—事物所具的力用，功能

(5)如是作—作是作用，運作

(6)如是因—因是內因，主因，原因，能生  

             果法

(7)如是緣—外緣，輔助條件

(8)如是果—結果，內因的結果

(9)如是報—業報，外緣的結果

(10)如是本末究竟—從(1)至(9)全體具備情 

                    形，即(1)之相是本至  

                    (9)之報是末

    此等甚深智慧即實智，加上佛的無限慈

悲，作永遠的救贖，眾生一定能平等地究竟成

佛。」漢子接著寶唱解釋道：「這等真理究

竟，你們不懂不要緊，佛將以無數方便，種種

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這就是方

便知見波羅蜜，亦是權智，誘導眾生向一佛乘。

如果你們有所得益，請多多打賞。」

    「對，這位淨能優婆塞解說得很清楚。謝

謝打賞。」寶唱介紹漢子後，續道：「佛有妙

方便，度脫一切眾生，而我們都是佛子，更是

秘妙方便。因此，如來是四生慈父，我們就是

佛的兒子。將來必定繼承佛位而成佛。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方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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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法華經是諸佛的秘藏，過去、現在、未

來諸佛必暢演此大法，普度眾生，使黑暗中的

眾生能睹光明。法華經共廿八品，前十四品

為迹門  ，，迹，即事迹。佛示現一生，說法等方

便事迹。後十四品為本門，顯釋尊是無始的古

佛，久遠實成，常住不滅。迹門的要點在顯實

相，是說哲學的第一義；本門的要點是顯壽長

遠，是說宗教的第一義。」

    「你們真是幸運，能得聞此法。要知道，

無重大福報，不能得聞此法華經。要知道，得

聞法華經，信解受持，必於百千萬億，世世已

曾從佛受化。」一位聲如洪鐘，滿面粗短鬍子

的粗壯出家人從寶唱身後走出來道：「當年佛

的大弟子舍利弗要三止三請才能求得佛說法。

第一請，舍利弗知大眾疑何故世尊殷勤稱歎

方便，自亦未了，故代眾請。」

    「合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女孩子在

旁合掌清脆唱頌。

    「佛止說，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

人，皆當驚疑。」粗壯出家人接續道：「但舍

利弗仍請，說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眾生曾

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能敬信。」

    女孩子仍合掌在旁唱道：「法王無上尊，

惟說願勿慮，是會無量眾，有能敬信者。」

    「但佛仍止說，恐增上慢人因不信之念墮

地獄。」粗壯出家人興緻勃勃道：「舍利弗三

請，說大眾已世世曾從佛受化，必能敬信，長

夜安穩，多所饒益，生大歡喜。才請得佛允

許。此止一是慇懃義，說大法，不能草率。二

是誘發義，為引發大眾欲聞大法之心。」

    「此位師父是貧僧師弟，寶通法師。」寶

唱介紹道：「此孤女是優婆夷須曼，請各位多

多支持打賞，謝謝！」

    突然，從站坐的人叢中，有五人拒絕施錢

離去。須曼優婆夷正待挽留，寶唱制止道：「

由他們去吧。當年法華會上亦有五千位四眾弟

子退去，此五千人不但罪根深重，且極增上

慢，不遵佛教導，犯下重戒，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如是無福智人，如何能得聞。如是妙法

如優曇鉢花，即大金蓮花，難得一見。只有轉

輪王出世才能一見，三千年才開放。是法不是

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因此，佛以無數方便，種

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此亦為諸佛以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此一大事因緣即四佛知

見：1.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

出現於世。2.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

3.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4.欲令眾生

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開、示、悟、入四佛知見，目的是開三顯

一，對眾生一一加以觀察，以方便力，將一佛

乘分別而說成三。四佛知見是廣開三顯一，而

十如是為略開三顯一。

    如來一再強調所說言絕不虛妄。十方三世

諸佛的本懷，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欲以佛

之知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如

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十方世界中，

尚無二乘，何況有三？」

    「諸佛所得法，無量方便力，而為眾生

說。眾生心所念，種種所行道，若干諸欲性，

先世善惡業，佛悉知是已，以諸緣譬喻，言辭

方便力，令一切歡喜。」須曼清脆的歌頌再度

響起。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

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

淨能接唱頌，聲音平穩沈實。

    「過去無數劫，無量滅度佛，百千萬億

種，其數不可量。如是諸世尊，種種緣譬喻，

無數方便力，演說諸法相。是諸世尊等，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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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甫降，這裏燈火通明，你合掌對佛，虔誠叩拜，時急時緩。香、花、水、果齊備，更添

數盞長明燈。你不時燃點香火，修剪花束，更換清水，加添長明燈。口中喃喃，眼神空洞，靜默，

靜默面對佛像。不久，見你轉身離去，上衛生間，找東西，左顧右盼，再轉到病榻前，無助，

憐憫地俯視病危者，想不出任何安慰語，擠不出從容。

    這面，沈重的喘氣，偶而擠出痛苦的呻吟。起伏的胸膛，抖動無數煩惱，擺脫無盡牽纏。蒼

白的面容，不食人間煙火。兩眼乾瞪天際，望盡過去一幕一幕的喜、怒、哀、樂、執意。看往另

一世界，另一未知的世界，是禍是福？如是徘徊於兩面世界中，作深度的拔河。

    你再也忍耐不住，躲到佛前，伏拜又伏拜，每次俯在拜墊上，皆見到你發顫的雙肩，慄動的

嘴唇。你仰視佛陀，無助地展開頭面接足禮，求救三寶。對病危者六神無主，但願能替代，以減

病者的煎熬。搜索枯腸對治人生慘痛的經歷：自他交換，轉逆境為道用，思惟菩提心，念三寶，

修空性，世間如幻，人生如戲，病亦空，病本無，生死自在。

    背後傳來沈重的氣喘聲，腦際的腔胸膛起伏如幻如真。從前所學所修，竟派不上用塲，既驚且

懼不能自主。只有禮拜，禮拜再禮拜，祈求三寶加護。

一乘法，化無量眾生，令入於佛道。又諸大聖

主，知一切世間，天人群生類，深心之所欲，

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須曼接唱。

    「若於矌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

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淨能唱畢此小善成佛的經文，但見須曼拖著數

位小孩，走到不遠的小丘上，與眾童子聚沙成

佛塔。

    「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

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

自成無上道，廣度無數眾，入無餘涅槃，如薪

盡火滅。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

佛，皆已成佛道，於諸過去佛，在世或滅後，

若有聞是法，皆已成佛道。」淨能遙望須曼及

眾童子續唱頌。

    寶通踏前兩步，以粗獷的聲音唱道：「諸

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

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塲知

已，導師方便說。」

    「我今喜無畏，於諸菩薩中，正直捨方

便，但說無上道。」淨能接唱道。

    寶唱從後走出來，雙手合十，虔誠低頭道

：「謝謝各位，現在請各位與我一起迴向，今

天就此結束，請多打賞。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彌留之際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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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神婆

    正當大石上老師父與數個小孩念佛時，一

個大年紀的女人提著漲漲的香袋匆忙走過，後

面跟著一個小孩，也攜著一大袋東西。

    一個小孩好奇地問老師父：「這女人是

誰？她袋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她的袋子叫醫箱，裏面東西可多呢！」

老師父興緻道：「裏面有念佛機、金光明

沙、佛經、佛卡、法本、念珠、法器等等，

更有一些古怪東西，都是用來幫助人的。這

附近一帶的人，如有病、過世、不和、求福、

求財、求子、求聰明、求美貌等都會找她幫

忙。或是家裏的寵物，甚至街外的流浪飛禽走

獸，任何危難必找上她。她總不會拒絕，任何

時候，甚至深夜皆樂於為人排難解紛。但見她

戰戰兢兢，不分老少尊卑，平等對待，盡力幫

忙。時而見她為人念經念佛、灑淨家居、安

慰、度亡，時而見她在家裏忙於預備物資。

每次助人必有適當的佛法寶物贈人，總有一

番說話叫人歡喜或安慰。聽說附近的鬼神有困

難也會找她幫忙，皆滿意她作出的服務，因此

人人都稱她『神婆』，久而久之，她真正的名

字已無人記起。」

    「跟著她的小孩是誰？那裏來的呢？」另

一個小孩好奇地問。

    「跟她學習的小孩可多呢！有附近居住

的人家孩兒、有孤兒，有從別地來的，身家

不清白的，身世不清楚的。」老師父津津樂

道：「有時很多，有時很少。有在她家裏寄

居，求吃求喝，討便宜等。或是學會她的技藝

後，從此失踪，在別地開山立萬。但在外吃不

開或遭挫折定再找上她。再離去總是不聲不

響，聽說她從不鼓勵人向她交待，要來就來，

要去就去。更會為那些從不回頭的人高興，知

道他們一定有一番好天地。」

    「她幫助別人要收費嗎？一定很高吧？」

一個小孩問

    「她從不向人收費，只放一個捐款箱任人

隨意捐助。每當有人給她錢時，她定婉拒，說

別人比她更窮、更慘。」

    老師父不解道：「每天總有人向她借錢、

借米借油，或是找她代收養動物，暫託小孩，

暫託照顧生病的小動物。卻不曾見有人還給

她，或取回暫託的東西。可她從不担心生

活，從不愁衣食。聽說她有護法暗中幫助。」

    「她不担心年老無依嗎？看她年紀不輕，

難道不為將來打算嗎？」一個小孩憐憫地問。

    「她年紀其實不太大啊！是一個中年婦

人。」老師父續道：「可當她工作時就像變了

另一個人，老氣橫秋，臉龐發暗，嚴肅木

納，口中喃喃，帶點恐怖呢！但當她出席法

會時，卻容光煥發，就像……就像觀音菩薩。」

    「啊！太好了。觀音菩薩，人見人讚。」

一個小女孩讚嘆道。

    「可不是啊！我聽到有人批評，她講的不

是純正佛法。她神婆般的手法不好，導人迷

信。」老師父感慨道：「我認為不管黑貓白

貓，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佛法世法，能幫

到人的便是好方法。」



 

 

 

 

 

  

 

 

 

 

 

 

 

 

    當老師父坐在大石上唸佛時，數個小孩氣沖沖走來道：「這所佛寺又要擴建了，沙塵滾滾，真不

好受，一年前擴建已忍受不少，沒想到一年後又要吃這些苦。」

    「沒想到這條『失意村』竟那麼受歡迎。」老師父莞爾道：「真佩服方丈和尚的慈悲，他看到很

多人無家可歸，流浪飄泊，便發願在佛寺前擴建，做很多房子。『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

歡顏』，沒想到來的俱不是寒士。第一個住進來的是一個老婦，她厭倦了外面險詐的世界，一生吃盡

不少苦頭，年老立意住進佛寺，天天禮佛念經，安享晚年。第二個住進來的是一個流浪漢，他本是一

個孤兒，前半生流離失所，苦沒一技之長，不能在社會立足，不擅社交應酬，常常被人欺負排擠。第

三個住進來的是一個少女，她被貪錢的母親迫婚，要下嫁一個滿身銅臭的知天命翁，幸好在大婚當日

逃離魔掌。第四個住進來的是一個失婚婦人，沒有一點人世經驗，到來時身無分文，衣服也不多呢！

第五個住進來的是一個老翁，他兒孫滿堂。卻如人球般在兒孫間被驅趕，皆因他只許兒孫吃虧，不許

欺負他人。第六個住進來的是一個棄嬰，不懂抱怨，不懂選擇，聽天由命。尚有很多不同種種原因住

進來的人，有些很快離去，有些在此終其一生，有些鬱鬱而終，有些乾脆出家，普度眾生，有些要落

葉歸根，死在三寶麾下。」

    「佛寺不是很拘謹嚴肅？這些人能安得住嗎？」一個小女孩問。

    「這些房子有前後門，前門通向佛殿前的大廣場，可隨時禮佛，後門通向外面，各人自由自在，

可隨時拜佛誦經，或靜靜離開佛寺，毋須讓任何人知道。早晚課，佛事可隨意參加或不參加，大眾毋

須交談應酬賣賬。但方丈和尚嚴格規定各佛菩薩的誕期各人俱要出席半天的佛事，因此佛菩薩的聖誕

整所佛寺必定熱鬧非常。方丈和尚要每一個人與諸佛菩薩結下深厚因緣，固有此舉。

    我看佛寺將不敷應用，擴建到寺外去，方丈和尚有意多建佛寺，連接這些房子。他最敬佩的人是

大詩人－杜甫，每當念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時，總見他兩眼發紅泛光，悲

嘆杜甫小兒的餓斃，數說著受苦的眾生。」

    「這些佛寺能早點興建就好了，不要叫眾生再受苦啊！」一位小女孩哽咽道。

    「這些房子開始也沒有人願意住進去，也不知道是什麼障礙。」老師父感慨道：「慢慢大家才能

體會方丈和尚的無限慈悲。

    唉！安得廣廈千萬間。」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廣廈千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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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全民就業
悲泣  那羅

昨天，我聽到你輕輕的哭泣

背對我們，躲在陰暗的角落

問你是否肚子餓，或不舒服

你默言搖頭

我不敢再問，逃避去知道

也不想驚動任何人

只知道事態嚴重

我無能為力

    

是否有人離去

或是無可挽回的傷害

惡劣的困境

老年的消逝，青春不再？

昨天，昨天已成過去

今天，今天請快離開

明天，明天不要來

就讓一切膠著

你從來鐵石心腸

絕不輕言苦

卻背對別人

獨自飲泣悲傷

請憶記

昨天，昨天已成過去

今天，今天轉瞬即逝

明天，明天尚遙遠

   

    這天，一位潦倒的漢子走進佛哲書舍內，

概嘆道：「唉！今天新聞報導，失業率又標升

了一個百分點，情況令人憂慮啊！」

    老頭子店員享受著將書本左搬右調道：

「人們工作總是為了錢，工作必然敷衍塞責

，沒有質素，不但影嚮公司運作，也相關地

影嚮自己，最後大家受害，失業率自然標升

。工作固然為了生活，但它的意義包含了個人

的布施、奉獻、皈托、個人發展、甚至修行。因

此意義重大，縱使不需為了生活，如果沒有工

作，人會變得頹廢，消極，甚至犯罪墮落。不

要以為身強力壯就什麼都可做，要發揮奉獻的

機會真不多呢！如不懂得珍惜掌握，多可惜呀

！你有嗎？現在從事什麼工作？」

    潦倒漢子默然不答。老頭子從寬鬆的眼鏡

上瞟視漢子，已猜出對方的狀況。漢子欲蓋彌

彰道：「自從信佛後，我已沒有興趣做其他工

作，只想為佛教効勞，可是我要養家活兒啊，

佛教界職位奇缺，失業率比外界不知高多少

倍！我已走上絕路。如果你公司能請我，沒有

薪水也不要緊，只要讓我稍為安頓，找機會跳

槽便可。」

    「佛教道塲那麼多，活動也不少，怎麼會

失業啊？」老頭子不解問。

    「你說得很對，佛教界需要人手及人材很

大，但各團體吝嗇得叫人咋舌。不管重大活動

或專業活動，都沒有團體願意出錢聘請專材担

任，但包裝，布置，這些門面功夫卻毫不吝嗇，

一擲千金，面不改容。沒有人材，試問如何做

出効果來？利益眾生，內涵，這些根本性東西

沒有人注重，沒有人痛下苦功。拉攏名人，宣

傳，虛張聲勢卻充斥。苦卻苦了那些發心的義

工，不但自己奮身還要幫忙拉夫，尤有甚者，

更要捐出大量金錢，才有機會當義工領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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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遭人白眼，或安配些不好的工作，不為人注意，不能好好發揮的崗位。如果你福報好，就能找到一

份全職的義工，如果不善交際應酬，只能找到一份兼職的義工，甚至長期失業。我認識一些真正有才

能及發心的教友，竟長期失業或就業不足，他們有些對我說不敢到一些團體去，因為那些團體勸人捐

錢手法高明，連義工也不放過。每次當義工後，必要一段時間節衣縮食，才能恢復。不單使他們慚

愧，更有一種罪惡感。唉！」

    「那乾脆留在家裏享福不是更好嗎？何必自討苦吃！」老頭子氣憤道。

    「但經典不是教我們要出來度眾生，不要躲在安逸裏嗎？你有一份好工，當然不瞭解失業者的心

情，看來你們也如那些團體般閉門自利，恐怕不能奢求有什麼作為。」漢子失望道：「很多佛徒信佛

後再沒有興趣其他工作，只想一心一意為佛教効勞。他們依教奉行，親近三寶，普度眾生，努力修

行。卻落得如斯下塲。一般人失業已苦不堪言，但佛徒失業更苦上百倍，且無後退之路。希望各大德

能伸出援手，讓每一佛徒有就業機會，使他們人生再充滿希望。為何政府重視就業、教育，而我們佛

教界卻背道而馳，不但不多設職位，更加重別人負担？別人要學習有希望工程，我們竟沒有佛法的學

校；別人有全民就業的概念，我們竟千方百計搾取他人。何時佛教界會產生如詩人杜甫：安得廣廈

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老頭子看到漢子眼泛淚光，不知所措，眨眨眼問：「聽說佛徒質素很差，到來的人俱要取得

東西，沒有人發心承担，敷衍塞責，甩底，騎牆，搬弄是非。弄至如斯田地，實咎由自取。」

    「道塲是為大眾提供服務，布施而存在，不是要取得什麼東西。因此，貪圖捐款，追名逐利，埋

怨別人、環境，都是不對的。既然發心要奉獻，何以背道而馳，何以責怪他人。如果信眾真的做得不

好，諒解、安撫、教育的工作實責無旁貸。不單是外界的眾生需要我們幫忙，自身的義工，工作人員

亦需我們照顧啊！」漢子望向街外，無限嚮往，自言自語道：「佛徒種類繁多，如果是『搏殺』形，

你們書舍可安排『搏殺』的工作，讓他們多賺些錢；如果他們障礙大，可讓他們兼職，既可賺取生

活，同時為佛教効命；如果他們不計較錢，只願付出，你們可安排多些活動，讓他們當義工；如果他

們要當義工，卻苦無車馬費，你們可補貼車馬膳食費；如果他們力有不遞，可安排輕便工作；如果他

們年幼，可安排富娛樂及教育性工作。換言之，讓老有所安，幼有所養。

    但你們有盡責嗎？還是整天想著利潤，辜負三寶給你們的機會！」

    「我們已盡量提高薪金，不單是教界中較高薪酬的機構，相對一般書店，亦不遑多讓，可說是超

值的工作。」老頭子抗議道：「可是沒有人願意發心一起走，且不斷需索，經營一點也不容易呢！如

果大家能多點瞭解、體諒對方；多點反省，當不會弄致如斯田地啊！ 

    你要不要在這裏工作呢？」

    漢子愣在當下，歇一會道：「你請得起我嗎？」

    「你做得到嗎？你能盡力嗎？你能皈敬三寶嗎？」老頭子咄咄迫人道：「不論如何，你先回去刮

刮鬍子，將身段弄整潔些再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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