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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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Heart  提舍

    可曾試過在餐館用膳，侍應古古怪怪，心不在焉，答非所問，或是將簡單的應對弄至很複雜

，連份內之事也不能做好，遑論附加的優質服務了。這情況很普遍，泛濫至各行各業，且不斷感

染，不單管理人員如此，連「老板」也如是。弄至找工作難，請人難，有工作無人做，有人無工

做。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任何工作塲所，都可看到不快樂的面孔，各人敷衍塞責，度日

如年，浪費生命。情況不斷惡化，使人憂慮。

    人的價值觀是什麼？無人思考，無人尋求，一張張冷冷的面孔，木然的面孔，心不在焉的面

孔，冇heart。機械式的反應，本能的反應，忙進忙出，不知為了什麼？人人不開心，瀰漫整個

社會，貧窮者為錢奔馳，卑躬屈膝，固然不開心，富者為開展工作，找不到用心的人幫忙，也不

會開心。各個人有事待辦，有要求，總千方百計催逼別人馬上辦好。反過來，自己的工作總是慢

吞吞，拖延，美其名曰要做到perfect。換言之，每人都有兩個標準，對人一定有要求，對己卻

寬容，這矛盾做成社會不和諧，神經質，沒有人覺察得到，苦、苦，各人皆感到苦，卻沒有覺醒。

    原因在那裏？責任在那裏？馬上聽到蜂湧的埋怨：有說教育做得不好；有說官員管治不力；

有說家庭不和諧，父母沒有好好管教；有說人心趨壞；有說年輕人不踏實，好高騖遠；有說貧富

懸殊，社會矛盾；有說心靈空虛，沒有導師帶領指引。一如故往，大家都在埋怨對方，推卸責任

，沒有人檢討自己，當然不會有人設法改善，甚至盡己之責。現代社會生活繁複，任何現象皆由

眾多因緣形成，一環扣一環，要改善需由多方面做起，且要集眾人之力。但最要緊是不要埋怨及

從自己做起。

    那麼，從佛教觀點，該作何調適？有如下數點：

1.知足常樂：能夠做到無欲無求，出離心固然好。否則也需做到基本的知足常樂。「睇餸食飯」    

  ，因應有多少資源作多少的消費，快樂不一定來自高消費。

2.利他：常時反問自己對社會，對家庭，對小圈子內有什麼貢獻？盡己之能力作利他事情。

3.不斷增值：如有強烈的利他精神，自會不斷增值自己，才能作出利他之舉，在增值及利他過程 

  中，自己個人必當受惠，冇heart現象將會改善。要注意，增值不單是技能方面，亦須心靈方 

  面增值。

4.盡責：趕快把工作做好，責任完成。倒過來，個人的私事，預算好一點，別催逼他人，別麻煩

  他人。工作多付出一點，回報少拿一點，多作吃虧事情，且不要計較。

5.找出目標，人生意義：從厭悶的工作中找出樂趣，有意義之處，否則乾脆轉工算吧，或是該塲

  所真的不堪，無可取之處，也馬上轉工好了。

    與其冇heart過活，虛耗人生，何不積極改善，利己利人，才不枉此珍貴人身。

菩薩藏
別人的困頓，苦惱，永遠無法暸解。

願我能多點設身處地，體諒他們。

願三寶降臨，帶領出曠野。



釋尊外頌  那羅

   等待

宇宙洪荒

從懼怕到敬畏

從敬畏到讚頌

石頭、樹林、山、河、大地

地震、海嘯、水、火、冰雪

山崩、地裂、日、月

造物主

讚頌

讚頌梵天

以神聖的語言，神聖的咒語

產生吠陀

在多災多難的大自然下

一心依怙

等待著，等待著黎明到來

等待著，等待著救贖

輪王轉世，救世主出現

日復日，年復年

萬眾在苦難中期待

從吠陀讚頌祈禱諸神

產生力量

克服恐懼，克服死亡

產生智慧

抵抗天災，抵抗外敵

尊貴的經典

淨化心靈

神聖的語言

不容褻瀆

高貴的雅利安族

掌控著大地

回歸濕婆，回歸梵天

歷經梵書時代，解釋吠陀

奧義書時代，因果業報

師徒間，秘密私授

司祭者，壟斷人神之路

要克服的，已不是水、火、風

該克服的是私慾，欺壓，迫害

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姓階級

是提昇的希望

還是認命作罷

苦，苦，苦，

從生理的苦痛到精神的苦惱

從外來的壓迫到內裏的顛覆

無時不在折磨困擾中

體會神聖和發現生命終極意義

不是太困難就是不可能

命運，命運是什麼？

命在定數還是命可改造

該努力突破還是坐以待望

等待著，等待著救贖

等待著，等待著聖人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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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信解品

    這天，數位小孩各拿著糖棒，邊舐邊擠進人羣前排中，聽唱演法華經。但聽寶唱道：「佛的

四位中根弟子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及摩訶目犍連從佛聽聞未曾有法及授記舍利弗後，

歡喜踊躍，發希有心，並言：我等為眾僧之首，年邁體衰，已得涅槃，不復求進，但念空無相無

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於佛教化菩薩的無上正等正覺，不生一念好樂



 

    燈明寺內，大雄寶殿中，一位大女孩跪對

佛像。老師父拿著剪刀站在身旁，一羣小孩，

男女居士及數位出家人圍在外沿。但見大女孩

合掌，垂目，默念。良久，老師父開腔道：「

你已長大了，該有自己的路。過去已死，不須

回頭。前面路有多長，多崎嶇，不打緊，不要

為自己打算，要懸念眾生，眾生在苦海中浮沈

，無時無刻不在等待救贖。別忘你許下的諾言

，別忘你發的大願，別忘你夙世的發心。」

    女孩仍舊合掌，垂目，默念，紋風不動。

    老師父踏前一步，續道：「以後不再拌嘴

，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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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但今於佛前聞竟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慶幸獲大善利，如無量珍寶，

不求自得……」

    「我們不要聽這些，我們要聽故事。」一個小孩不耐嚷道。

    「好！好！須菩提等剛要說一個長者窮子的譬喻故事。從前有一位幼孩，與父失散，流落他

方，經五十年，貧困流浪後，輾轉至其父所，遙見其父，坐師子床，為諸婆羅門、剎利、居士恭

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值千萬，莊嚴其身；吏民、童僕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旛，香水灑

地，散眾名華。窮子見如是氣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而作是念：此或是王，非我低下之人能

得物之處，如留此地，或受迫害。疾走離去，但此時，富有長者於師子座已認得兒子，心大歡喜

，即遣傍人追逐。窮子驚愕，被執強牽將還，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悶絕暈倒。父知子

志意下劣，而以方便，不讓人知是其子，並放其子，隨意所趨。再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

者，共將來使作，僱除糞掃，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污穢不

淨。愍而自脫瓔珞，細輭上服，嚴飾之具，更換垢衣，塵土坌身，執持除糞之器，以方便故，得

近其子，並對之言：『你可常於此工作，別往他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需盆器，米麵、鹽醋之屬

，莫自疑難。亦有僕使，需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窮子雖欣此遇，猷謂作

客下人，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

    「哈哈哈，那有如此笨人，身在寶中不知寶。」一小童大笑道。

    「是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告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今我與汝，宜加用

心，無令漏失。」寶唱不顧小童續道：「窮子對珍寶無睎取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

心，亦未能捨。復經少時，父知子意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會親族

、國王、大臣、剎利、居士，即自宣言：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我逃走，五十餘

年，忽於此間得會，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是時，窮子聞父此言

，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子。」寶通從後走出來，聲如洪鐘

道：「世尊先知聲聞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不知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遂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

，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

乘法，實以大乘教化。是故本無心有所睎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哈哈哈哈！」眾小童齊笑。

    孤女須曼幽幽唱道：「諸佛希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大神通力。無漏無為。諸法之王。

能為下劣。忍於斯事。取相凡夫。隨宜為說。諸佛於法。得最自在。知諸眾生。種種欲樂。及其

志力。隨所堪任。以無量喻。而為說法。隨諸眾生。宿世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種種籌量

。分別知已。於一乘道。隨宜說三。」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落髮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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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不再多言，能嗎？」「能！」老師父為

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左顧右盼，能嗎？」「能！」老師

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蹦跳，能嗎？」「能！」老師父為

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大快朵頤，能嗎？」「能！」老

師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思念親情，能嗎？」「能！」老師

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不再懷愛思異，能嗎？」「能！」老師

父為女孩剪一束髮。

    「收攝六根，錦衣。收攝生活，收攝行

儀，能嗎？」「能！」老師父為女孩剪一束

髮。

    「好！現在是喜？是悲？」「悲欣交集！」

    圍繞的人叢中，一位小女孩忍不住小聲哭

道：「以後沒有人陪我玩了！」

    老師父停止落髮，嚴肅道：「從此將身心

奉獻三寶，將身心奉獻眾生，將此身心奉塵剎

。強忍煩惱乍起，強忍六塵引誘。」

    女孩叩首，跪拜，含笑。最後，流出一滴

眼淚。

    「最後，我再問你，為何割愛辭親？為何

放棄一切？」老師父如釋重負問。

    「我一切本無，赤裸裸的來，將來赤裸裸

的去。我不屬於任何人，只歸屬三寶。冥冥中

我憶起夙世發願。冥冥中，我受到指示，要走

我的路。」

    「好！此後我會保送你往比丘尼處修學。

」老師父垂下雙手，軟弱道：「以後我不再是

你的師父，所有如法出家人才是你師父。將來

你更會是我的師父。

    別忘初心，別忘許下的大願，去除自我，

普度眾生，映現觀音化身。才不枉我們過去的

共處，才不枉我看著你長大，成長。」

    老師父別過臉，仰對佛像，伸手在臉上揩

抹。

    當發了菩提心，要行菩薩道時，什麼是最佳的身分呢？

    宗教家，當法師，統理大眾，說法度生，指導人生，指導修持，當然是最佳的身分，但出家

人不是任何人都可做到，只佔少數。其次最好是當政治家，做官，為民請命，制定政策，為萬世

開太平，影嚮深遠。古時，佛教界要求很高，如未受菩薩戒，立志饒益眾生，不許為官，免害人

自陷。再其次，是當教育家，作育英才，培養彥俊，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繼而可當社會工作者

，作苦難者之北斗星，深切關護不幸之人。還有，可當企業家，追求金錢利潤為主，領導大眾去

獲利，維持生計，做福人羣。恰如尋寶者，冒險犯難去覓寶。當中有苦有樂。在其位者，不但可

為自己創造財富，更可為同船者謀求福利，乃至利澤他們的家人。尤有甚者，更要教育他們，指

導其人生方向。另一方面，要為顧客提供優良產品及服務，使大眾獲益，人人受惠，且履行社會

責任，回饋社會，擴大接觸面，深入大眾，自能發揮大功効，影嚮深遠。

    企業家更能契合現代社會，他有適當的自主權，全力發揮功効，不像政治家需阿諛奉承，交

際應酬，艱苦鬥爭往上爬；也不用像教育家般循循善誘，苦悶度日；不用像社會工作者終日面對

苦難及解不開的死結。現代社會，很多時都是經濟主導，企業家無處不能發揮影嚮力，無處不能

造福大眾。反觀我國傳統，一直歧視企業家，士、農、工、商階級，商排在最後，「逢商必奸」

等。對我國大部分默默經營的商人，傳統的優良品德，如「童叟無欺」，「貨真價實」等，從無

讚許。但佛經內，菩薩化身商主（企業家），饒益眾生的例子不鮮，可見身分不能用來衡量個人

，要看發心為己還是為人，甚或發心如何也不重要，最要緊是否利益大眾！佛經中，販夫走卒，

外道，乞丐，妓女，行菩薩道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因個人偏見錯失善知識，或是不聽向善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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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歲月 - 佛學院  浮浮生

告誡而墮落，多可惜。因此，衡量善知識，該從他的慈悲與智慧審查。如主要為利他，便有慈悲

，但不要認為他為了生活而獲取利益便不對；如他能三輪體空便有智慧，三輪體空便清淨，與交

往者必能受惠及體悟無上智慧。

    企業本身已是一大功德，只要用心做好企業，為顧客著想，生產價廉物美的產品，為員工爭

取最大的回報，資養其色身，惠及他們的家人，做好教育培訓，使他們向上提昇，發揮潛能。企

業發展過程中，週邊企業也將獲益，秉承宗旨，輾轉利益。企業做好管理，以最小的資源，生產

最大的効能，完善財務，做最好的資源分配，提供就業。工作的重要，不但使人能生存，更有治

療性，尋回自我，產生人生意義。個人方面，企業主要廉潔，克己，懷著持戒的心情，小心別讓

個人的疏忽或放縱連累他人，進而常懷利他心。只有利他，為人設想，企業才能生存，發揚光大

。很多工作已具功德効能，企業本身尤其重要，具足功德。因此，不需向外特意去為善。企業內

，隨時可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六度能作好，企業必能茁壯；企業做得好

。必能發揮個人的六度菩薩行。

    別忘我們人生的三分一時間以上都在工作間，企業內，我們每天的注意力，方向，將來都在

企業內籌謀，如不好好珍惜機會，掌握要訣，努力做好企業，努力行善，努力行菩薩道，必定後

悔遺憾。因此探討企業及佛法的指引顯得相當重要，接下來將作多方面的探討。

    在一所寺院裏佛學院的課室中傳出眾人吵嚷的聲音。

     「這裏的枱椅那麼殘舊，坐得不舒適，教人怎樣學習呢？口渴又沒有水，沒有零食，沒有

文具，沒有影印機，什麼也不方便，在這裏讀書，恐怕難有成就！」

     「我們的同學不是程度低，拖慢教學步伐，就是太多發問，弄至我們學習不能專心，更被

囉嗦影嚮情緒。至於打瞌睡，發鼻鼾聲的影響，教我們如何學習，這樣下去，我只有轉校好了。」

    「這裏的老師那麼年青，恐怕能力有限吧！聲音小，叫我們聽得辛苦，且沒有信心，如何說

服我們學習呢，遑論他們的教學方法，經驗了。」

     「這個課室沒有佛像，宗教味道不濃，那裏像一所佛學院？佛學院不單是學術的地方，也

是修行的塲所，荷擔如來的地方，怎能沒有宗教味道？」

    當院長走進課室後，眾人皆靜下來，但聽院長道：「諸位都還在學，將來不一定人人能繼續

研究，有的出去弘法，或者修行，不過也許有人仍繼續研究佛法。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七年後

必須分開，撐得住的話，可共處七年，否則隨時須道別。不理好壞，待他七年，好好裝備，完成

大願，自能普度眾生。這是我祈願的。七年後，不知要待多少年，多少生後，才有機緣相聚。因

此，別再在小事上紏纏，別再在自我滿足上徘徊，好好珍惜這曠世因緣，完滿夙世大願。

    佛學院不是小學校，你們也不是小學生，為學是靠自己的，別人只是輔助。一心為學，專注

一境，心無外物，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才是正確的態度。請記著，當如維摩經：『我為法來，

非為床座。』

    我很珍惜佛學院裏的每一刻，每一句話。不管好學生，壞學生，我都珍惜，而且對每一個人

都關愛，只知歲月不再。佛學院裏，每人都懷著弘法大願，將來必有人叱吒風雲，成佛門中龍象

，成就是可預見的。但成就與否又怎樣，恩恩怨怨又如何，歲月如流，終如浪濤般蓋過一切。縱

有歷史記載，亦無暇回顧，回顧又如何，一切將遠去，以至消失。佛教環境好與壞又如何，干伊

底事，轉瞬即過去。

    七年歲月，不單是佛學院的生活，更是成佛道上重要的歲月。它蘊含著皈依、發心、善知識

、無常、功德。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七年歲月難得，佛學院難進，我們該如何好好珍惜？」



禮敬諸佛  優多羅

正心誠意，合掌，立對佛像。半躺，拜下，心中唱念：

清淨法身佛             悠悠下拜

  清淨法身佛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清淨法身           緩緩站起

      毘盧遮那佛       觀想毗盧遮那佛

圓滿報身佛             悠悠下拜

  圓滿報身佛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圓滿報身           緩緩站起

      盧舍那佛         觀想盧舍那佛

千百億化佛             悠悠下拜

  千百億化佛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千百化身           緩緩站起

      釋迦牟尼佛       觀想釋迦牟尼佛

當來下生佛             悠悠下拜            

  當來下生佛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當來下生           緩緩站起

      彌勒尊佛         觀想彌勒尊佛

極樂世界佛             悠悠下拜

  極樂世界佛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極樂世界           緩緩站起

      阿彌陀佛         觀想阿彌陀佛

十方三世佛             悠悠下拜

  十方三世佛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十方三世           緩緩站起

      一切諸佛         觀想十方三世一切佛     

毗盧遮那佛             悠悠下拜

  願力週沙界           止伏在拜墊上，頭面接足禮

    一切國土中         緩緩站起

      恒轉無上輪       觀想諸佛轉無上輪

正心誠意，合掌。立對佛像。………….   

時間

如身旁之巨輪

悠悠輾過 ――

輾過世間的依怙

父母師長

輾過共同成長

同儕友伴

輾過不幸的挑選

無聲無息

輾過自身

童年‧純真

少年‧無邪

青年‧大志

壯年‧成就

老年‧智慧

輾過理想

無影無踪

當萬物趨於平靜

當我不再存在

時間

時間，你在那裏？

無事發生

沒有事件的羅列

萬事俱寂

時間

時間，你是什麼？

你可曾存在？

6

時間之輪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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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兒  浮浮生

    市集中，一個紅牆綠瓦的涼亭裏，數個老人閒逛著，一部陳舊

的收音機正播放著國語流行曲「今天不回家」。天清氣朗，一個年

約十歲的小童在涼亭邊緣站著，笑對自己的手指把弄。突然迎向亭

外遠處的虛空跪拜，兩滴淚珠從眼中流下，嘴巴在哭喪著的臉上呶

得出奇地大，縐紋在額上及臉龐出奇深暗。三個婦人剛從亭外走過

，胖婦停下來問身旁的瘦婦道：「這小孩幹嗎？」

    瘦婦也停下步來道：「這自閉兒在這裏已有一段日子，他每天

定時必定在這裏出現，風雨不改，等待著媽媽回來……」聲音有點

哽咽。

    「別提了。」另外一位老婦道：「事情已過了那麼久，你仍那

麼眼淺，每次提起總掉淚！」

    「那天早上天清氣朗，就像今天的天氣，也是這個時候。」瘦

婦按捺不住滔滔道：「這自閉兒的媽媽如常帶他到這裏來，吩咐不

要亂跑，待她在前面市集買餸後再回來接他。誰知買完餸後回來，

被從高空掉下的鋁窗打個正著，就在那裏。」瘦婦用手指著二十米

外一座樓宇續道：「血流如注，圍著一大堆人，遮擋著遠處的自閉

兒。可是，自閉兒猶像今天般笑對著手指數，把弄，活在自己的世

界裏。他媽媽掙扎著爬向涼亭，卻數度昏過去，嘶啞的呼喊，虛弱

得連身旁的人也聽不清楚。」

小徑  那羅

踏過羊腸小徑

重履前生的路

再續那情緣

不悔的承事

無盡的追尋

重拾往世的胸懷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償還未了的願

未竟的壯志

可別再重蹈覆轍

踐入輪迴

打破無始無明

遠離那悲傷的幽谷

踏過心靈小徑

    

    涼亭中，自閉兒不知什麼時候仍笑對著手指把弄，突然驚懼地雙手抱頭，將身蹲低，仿似被

人趕打，卻仍固執留下。肥婦疑惑望著瘦婦問：「他幹什麼？」

    「自從那天等到天亮不支倒地後。自閉兒每天都在這裏等媽媽回來，幾經辛苦才能勸到他天

黑後離去，第二天再來，風雨不改。亦有人打他，罵他，要趕他離去，雖驚懼痛楚，他仍堅持留

下來，等媽媽。有勸告他媽媽已死，不會再來，不用等，他不但不相信，不解，更發脾氣，堅持

等下去。」

    「他父親呢？」胖婦欲幫忙問。

    「那沒良心的傢伙，聽說與另一個女人泡在一起，失踪了。」老婦忍不住氣憤道：「那無情

無義的狗養漢，本就想將小孩拋棄，只是媽媽堅持帶著小孩才將就將就。自閉兒媽媽離世後不到

數天，便跑得無影無踪。」

    「他媽媽真的在那次意外去世嗎？」胖婦不願那事實問。

   「聽說她到醫院後才離去。」瘦婦望著意外發生的地點回憶道：「她媽媽躺在担架床上，遙

望對著手指搖數，傻笑的兒子，抖動嘴巴，緊鎖眉頭。那眼神：不捨、渴望、留戀、驚恐、痛苦

。無力的手，掙扎著伸前，欲抓緊即將消逝的世界。那眼神，叫我常常不能成眠。」

    「別說了。」老婦眼紅紅道：「每次說起你總傷心流淚。」

    紅牆綠瓦的涼亭內，自閉兒正跪下，對著遙遠的天空叩拜。遠處的雲彩，凝聚成一堆，仿似

菩薩的頭形，慈眉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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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頭子在佛哲書舍內忙著整理書本，突然一個澟澟的中年出家人走進來，默默對著老頭子。老頭

子感到有些不自然，停下手中的工作，對著師父打量，發覺有點面善，但見師父洪亮的聲音問：「認

得我嗎？」

    「……」老頭子不斷思索。

    「你不記得我嗎？」

    「……」老頭子有點為難。

    「我是大雄師。」

    「啊！就是最近風頭很勁的大雄師？」老頭恍然問。

    「是啊！但我們十年前已認識，你記得嗎？」

    「啊！」老頭子不斷困苦思索，苦無頭緒，虛應問：「最近好嗎？」

    「好！現在很好，出名了，道塲遍佈華人區，信眾滿天下，度人無數。」大雄師宏亮的聲音道：

「回想十年前，處於人生谷底：失業，失戀，患病，喪父，被好友騙去大筆錢。那種苦況難為外人道

，差點自我了結。幸而在這裏給你一番話拯救出來。你還記得那些話嗎？」

    「這……」老頭子尶介地轉過話題問：「你如何出了家？」

    「是你叫我出家啊！」師父回憶道：「你後來告訴我出家的好處，出家是什麼一回事，出家的方

向。於是，我便出了家。」

    「啊！」老頭子自滿道：「我只是多看了些書，轉告給你聽，說得蠻有道理吧！」

    「老實說，當時你那番話毫不吸引。」看到老頭子失望的表情，師父連忙道：「可是，如果沒有

你的助緣，也是不成事的。你提供了一個方向，我在絕望中希望徹底改變我的人生，從新做人。厭倦

了世間，厭倦了一切，大死一番後，很像看到了曙光。出家後，進入佛學院，苦讀多年，竟看到人生

的又一村。從此不再失落，且充滿希望。我已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受到佛菩薩的庇蔭，有無比的法喜

，可算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這次回來是要多謝你，感恩！」

    但見師父深深躹躬，老頭子張目結舌，無言以對。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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