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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世紀初，自經歷貧困的日子後，資本主義主導社會，人們開始享受富裕的生活，感受幸福

的滋味，但好景不常，擁有者慾念無窮，不斷追求更多。窮困者嫉妒心重，看著富有者享受。心

那裏能安？貧富懸殊帶來的矛盾、鬥爭，災害並不亞於貧窮。理想化的共產主義自然產生。平等

、自由，是人們熱切的追求，共產主義主張財富均分，有福同享，反對剥削。但能力高的人，勤

奮的人認為他們付出那麼大，卻要與能力低、疏懶的人同等分配，如何甘心？如何能視作平等？

而主事者亦未能大公無私地平等分配。或是物質上願意平等分配，思想上卻獨裁。結果當然失敗

告終，不出廿世紀，已名存實亡。可見過度世俗化（資本主義）及過度理想化（共產主義）皆行

不通，眾生相當可憐，在現實與理想中徘徊，付出極沉重的代價，血與淚縱橫千百年，在可見的

將來亦會徘徊下去。

　　廿世紀末，廿一世紀初，盛行消費主義。眾生陷落享樂主義中，認為只要社會繁榮，不斷消

費，社會自能支撐，歡樂繼續下去。顯而易見，這種思想極荒謬、危險。果然，短時間內，發生

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國家面臨破產，歐債危機等災禍。沒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走出來，義正

嚴辭去紏正這些思想。人們只愛閒聊，抒發心中的鬱結，甚少有社會的建言、改革。

　　廿世紀理想的民主制度亦成強弩之末，民主不但被誤解、濫用、更被政治家，別有居心者利

用，慘不忍睹。民主的先決條件是公民要有適當的教育，獨立思考、分辨能力才能推行，但沒有

人在這方面下功夫，只會為個人的權利、利益去爭取所需。這正如未成熟的人被人利用，或是爭

取不合理，不顧大局的利益，當然代價很大，且永無寧日。隨著民主制度，當然產生人權、公義

、私隱等要求。這無疑是廿世紀現實與理想矛盾的翻版。

    人從生物的層次提升往精神的層次，可看出其掙扎及不容易之處。各種制度、主義皆有其可

取之處，只是需要整套的配合，大家都知道不是制度的問題，是人的質素問題，制度如何好，如

菩薩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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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皈依後，生命是幸福、快樂。

為何總要人不高興？不安樂？

儘說些難聽的話，洩氣消極的事，做一些叫人氣憤、

担憂的小動作。

自皈依後，決意快樂過一生，不為所惑，不為所困。

理想與現實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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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完善，都經不起人的破壞，因此提升人的品格至關重要。但沒有好的制度，破壞更深，提升人

的品格更是事倍功半。因此，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個人，好的知識、教育、機會、因緣，社會才

能真正改革。否則，這面如何努力建設，那面卻被人推倒，直至整體坍塌。

    要社會改革，「佛教主義」可達到其要求，戒律可重整秩序，使人有法可遵；人倫、博愛、

感恩，惜物使人不會浪費，和諧；大乘精神使社會圓融，群治；最重要的是解脫，脫離煩惱，不

單是個人的解脫，更是群體的解脫，目標是人間淨土。

    「佛教主義」在世間法及解脫道方面皆有適當的關注，調和，對個別的解脫及群體的紀律，

集體生活，倫理、共修都有恰當，適如其份的安立。這博大精深的古老智慧，正無條件的放在那

裏任人取用。何須另覓途徑、他求或思考自以為是的管見呢！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從地涌出品

    這天聽講演法華經的人特別多，男女老少

，熱鬧非常，寶唱講演道：「末世護持法華經

如此艱難重要，感動了他方國土八恆河沙數來

的菩薩，向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後，在此

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

養是經典，常於此土而廣說之。

　　可是佛制止曰：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我娑

婆世界，自有六萬恆河沙等菩薩，一一菩薩各

有六萬恆河沙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

、讀誦，廣說此經。」

　　「何以佛如此不慈悲，阻止他方菩薩於此

弘經？」一婦人不解問。

　　「佛當有他的深意，不是說肯做善事便可

，尚需有智慧顧及大局。」寶唱解釋道：「這

是止召六義，止的三義：１.各司其職，各有

職責。他方菩薩有他方國土要照顧，不能隨便

放棄。２.緣淺，他方與此土眾生緣淺，即使

弘通，必事倍功半，德薄。３.若允許，則不

能召集下方菩薩到來，顯示釋尊的久遠。法華

經重要的本門不能帶出。

　　止他方迹化菩薩，才能召此土本化菩薩，

『止迹召本』。召的三義：１.下方菩薩，皆

是佛久遠的弟子，真能弘通法華經――釋尊的

本懷，亦是佛要咐囑的弟子。２.下方菩薩與

此土緣深，而且德高，弘通利益大，澤及十方

。３.導出壽量品，久遠實成的釋尊，永恒的

佛陀，永遠的法華經。」

　　突然，寶通搖晃身體大聲嚷道：「啊！娑

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振裂。啊！無量千

萬億菩薩同時涌出，諸菩薩身皆金色，三十二

相，無量光明，本住於此世界之下虛空，各將

六萬恒河沙眷屬，乃至一眷屬，乃至單己一人

，從地出已，各諧虛空七寶妙塔，多寶如來，

釋迦牟尼佛所。頭面禮足，及至各分身佛所，

亦皆作禮，讚嘆。如是時間經五十小劫。佛神

力故令諸大眾謂如半日。是菩薩中有四導師：

一名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安立

行。觀釋迦牟尼佛而問訊言：世尊！少病、少

惱，安樂行不？所應度者，受教易不？不令世

尊生疲勞耶？」

　　孤女須曼幽幽唱道：「世尊安樂，少病少

惱！教化眾生，得無疲倦？又諸眾生，受化易

不？不令世尊，生疲勞耶？」

　　「佛言：諸眾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

」寶通續道：「所以者何？是諸眾生世世已來

常受教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教尊重種諸善根；

先修習學小乘者，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

慧。」

　　淨能優婆塞走前問道：「我有如下疑難：

１.何以有那麼多菩薩？２.從前不見、不聞如

是大菩薩？３.此諸無量無邊阿僧祇菩薩大眾

，從何所來？４.云何世尊於少時間（只數十

年），能教化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諸大菩薩，

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譬如有人，年二

十五，指百歲人言是我子，百歲人亦指年少人

言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信。」

    「這些亦是彌勒菩薩及八千恒河沙諸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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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生命裏有生命

天堂、地獄

阿修羅、餓鬼

人、畜牲

泅游生命之海

是喜悅、亦是困惱

無盡的時間

週而復始

無量的空間

演化著紏結的恩怨

時而急促

營營役役

時而停滯

發呆發獃

千世萬世

在漩渦裏

不斷旋轉

在生命中

不斷輪迴

而時空之外

竟然有佛

那爛陀，你孕育了多少龍象

　　　　培育了多少精英

　　　　八方滙聚，來自五湖四海

　　　　再分化各國，雄據一方

大唐玄裝、義淨

天竺那洛巴、龍樹

寂天、護法、戒賢

寂護、蓮花戒

戒行清白，律儀淳粹

滔滔論辯

辯出真理、實相

宇宙奧秘

上及天文，下達地理

醫、數、藝、築、農、冶金術

邏輯、文法、內外學

盈千上萬

吃飯、背經、辯論、生活、教與學

全在戒日王意旨下

繼往開來

那爛陀，施無厭

　　　　賜蓮之地

　　　　賜予智慧

　　　　頹垣敗瓦

　　　　如今安在

那爛陀  那羅

諸菩薩眾，還有從無量千萬億他方國土來的釋迦分身諸佛侍者所疑。」寶唱道：「是諸大菩薩無量無

數阿僧祇從地涌出，為昔所未見者，是佛於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所教化，調伏其心，令

發道意。

　　此諸菩薩，皆於是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於諸經典讀誦通利，思惟分別正憶念。不樂在

眾，多有所說，常樂靜處，勤行精進，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法。常樂深智，無有障礙，亦常樂於

諸佛之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

　　「那真不可思議，原來釋迦佛是一尊古佛，成佛以來，度化無量眾生，原來佛未入涅槃，且作永

遠的救贖。原來在無限的時空中，世界靜靜被改造。」淨能優婆塞感嘆道。

　　「對！佛壽無量，久遠實成。這是真實的本門，法華經的究竟義。餘皆是方便的迹門，佛引導眾

生，入佛知見。」寶唱進一步解釋道：「明天將繼續講演法華經最重要的壽量品，開近顯遠，開迹顯

本。你們一定要來，不要錯過啊！」

輪迴  那羅



4

孩子　　優多羅

不一樣的世界

    孩子！什麼是你的世界？

　　美味佳餚，看到你心無旁騖的享用，我心安然；看到你盡情的玩樂，天真燦爛的狂笑，奔走

，我心也跟著飛馳；看到你酣然的暢睡，寂默全然的進入睡鄉，我也舒泰放下。

　　為何不是童年的世界？

　　孩子！你天馬行空，意念毋遠弗屆，不是天堂，就是淨土，因你清淨無染。你更自由自在，

踏遍草原，騎馬穿越時空；或是躑躅在遼闊的海灘上，讓海水沖過足趾，涼沁心田。你的世界無

機心，無利害，無鬥爭，是無涯的世界。

　　為何不是夢幻的世界？

　　孩子！你爸媽跟你不一樣，他們需要工作、承担、吃苦，或是背地哭喊，那是現實的世界。

你老師跟你不一樣，他們需要成長、進步、指導，或是陷進生命裏；那是成人的世界。

　　孩子！你擁有不一樣的世界，因你純潔清淨，無塵無染，那近乎道的世界，近乎佛的世界。

　　何時你誠邀一切世人，進入你不一樣的世界？

 

            幼幼園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明天是兒童的世界，該還給他們。今天是鋪路種

因的時候，多一分努力，定能為他們減輕多分負荷。畢竟他們是我們至愛至

疼之人。

窮爸爸　　浮浮生

    校園內，女同學小花對男同學小榮道：「你為什麼不背名牌書包，用這些cheap貨呢？」

　　「爸爸說只要書包舒服耐用就好了，不應有名牌心態。」小榮解釋道。

――你的午餐不是很豐富，是否爸爸賺錢不多？

――誰說啊！爸爸說吃八成就夠了。不要過飽，對健康不好呢！

――為什麼你沒司機褓姆接送？你不是說家裏很有錢嗎？

――爸爸說凡事需親力親為，不要倚靠別人。多用公共設施，減少虛耗資源。

――為什麼你不住大屋，與弟弟同擠在一間房子內？

――爸爸說節儉是美德。大自然、社會是大屋，社會大眾是家人，不應封閉。

――為什麼你零錢不多，無法買零食，用品？

――爸爸說窮是一種樂趣。自在灑脫，不需終日掛礙去滿足無窮的慾望。況且擁　　　　　

　　有過多意味其他人擁有過少，是一種罪過。

　　老師剛剛走過，對小花道：「小榮的爸爸收入不錯，你知道何以那麼窮嗎？因為他有太

多子女要照顧，在世界各地，他認養了很多孤兒。在本地，他常說：一切男孩是我子，一切

女孩是我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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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小青我已有數十年沒抱過新生兒，如今重拾久已遺忘的記憶，搜索枯腸，重

燃各種育兒技倆，不但帶來滿屋子的忙碌，熱鬧，更使滿室生氣泱然。最重要是我隱藏的童

真再被勾起。我的生命，突然變得恩寵，grace，仿似旭日的陽光，照灑金黃的稻草。心內的

怨懟，貪瞋痴皆降服了；得失、對錯已不是什麼一回事，一切再不重要，我變得清淨無染。

啊！小荳荳，我真的感激你，忍不住擁你入懷。

　　看到小荳荳無邪的微笑，我無端啍起歌兒，那些兒歌、搖籃曲，自然從心中升起，歌詞

竟一字不漏。抱著小荳荳，我上身動彈不得，下身卻旋轉舞動，踏出華爾滋舞步。那一刻，

我比美白居易，滿腦子詩情；更想即席揮毫，如畢加索的畫意。最後，我作了導演，將小荳

荳的一顰一笑，一哭一鬧，盡入鏡頭底。啊！小荳荳，我因你變成一個藝術家，我真的感激

你，忍不住擁你入懷。

　　對著軟綿綿的小荳荳，我決意要回饋給他，更要放下自我，告訴天下人，我如何感恩，

我決意要將我人生中最珍貴的東西拿出來回饋給他們。金錢、我不多，就是全拿出來，亦只

是杯水車薪；力氣，我不大，任我如何勞苦，也幫不了什麼忙。我決意要每天將最珍貴的佛

號啍給小荳荳，再迴向給天下人。但我該啍六字大明咒，觀音菩薩的心咒，還是地藏菩薩的

滅定業真言好呢？文殊菩薩的心咒能帶來智慧該不錯吧！也許普賢菩薩的廣大行願更適合新

生命，彌勒菩薩的當來下生對新生命不是更貼切嗎？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

樂不是最佳的寫照嗎？藥師佛的無有病苦大願正是我的祈求祝願！

　　小荳荳，你能告訴我該啍那個佛號嗎？全因為你，我向佛之心更加牢固，我功課做得更

多，念佛之聲不絕。啊！小荳荳，我真的感激你，忍不住擁你入懷。

悄悄話感恩  小青
 

    窗外傳來嘈吵的聲音，不時夾雜著狂野的吆喝，人群在示威遊行、抗議。空曠的室內圍

坐著三個人，最年輕的青年人對著老者道：「侖主席，他們太吵太過份了，已三天抗議，我

們是否應該將他們扣押？」

    「不必，看他們能維持多久，這樣不累嗎？況且必定影響他們的工作，生計，看能捱多

久！」侖主席轉過頭對另一位中年人道：「繼邦，你將來必定遇到很多這樣的處境，首要是

冷靜，進入定境，分析形勢，留意表面很多虛張聲勢，假像，別讓引導至錯誤的方向；更要

留意事像背後的陰謀，黑手，危機。冷靜處理，大局為重，切忌只顧私人利益，要有無我的

智慧，才能無懼安度。」

  　「可是他們不但變本加厲，且無盡需索，豈不便宜了他們？」年青人不甘道。

　　「凡事必有因果，不管你如何瞞騙，找借口，最終都要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承担。因此，

我們該採取自由放任政策，不必介懷，或是妄加判斷，作為。」侖主席循循善誘，喚年輕人道：

六道　　浮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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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業，可是你別誤會為消極，什麼都不作的無為。你應如牧羊人般讓牠們吃草、蹓躂。但當要

跑開時，應用棒把牠們趕回去。自由放任是讓人自由發揮其才能，但必需監察不讓其越軌，亦提

防內在及外來的破壞。過去所為雖然沒法改變，但這刻的努力必然有助，亦可為未來種下好因。」

　　「我明白這個道理，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分成六個層次，不同的人往不同的層次居住。該感謝

國家的精心設計，使世界有序，各安其所。」繼邦同意道。

　　「你別誤會這是統治者的設計，其實背後是眾生的業力所然。統治者只是因應需要及環境配

合而已。不管任何人統治，那是必然的趨勢。」侖主席紏正道：「像外面示威的人，他們極強烈

仇富，卻不是那麼富有，只有住到半山去，終日對著山頂的富有人家，找機會攻擊、鬥爭。而富

有之士，不屑亦不願與貧者一起，自然搬往山頂，居高臨下，空氣清新、寧靜，一般人不會到。

讓他們享受平靜、穩定，神仙般的生活。

　　大部分人、貧、富、賢、愚，像我們般皆聚居在這平地上，努力奮鬥，事業有成，自然像他

們般搬往山頂享福，否則只有堕落深淵，捱苦捱窮。

　　有些人過著畜生的生活，對身邊的人亳不關懷，對寵物，動物卻關懷備至。旁人看他們與畜

生無異，那些習性，行為日見接近。最可怕的是畜生的愚痴，性子，情緒，實難以捉摸，感染著

愛畜人。

　　下層的深谷、地牢。聚居著大量貧窮的人。他們的環境、生活，都是幽暗，沒有生氣的地方

。那裏有利益，剩餘物資，甚至人們遺棄的東西，總一窩蜂往爭奪，絕不禮讓。甚至為了小利而

賠上性命。終日如吃不飽的餓鬼。遊蕩、搶奪、鬥爭。

　　最可怖的是住在地底、山穴的未開化之人，他們朝不保夕，散居在極惡劣的環境下，充滿恐

懼、仇恨、愚痴，對什麼都不信任，不敢跑到地面去，害怕陽光，害怕見到地面的人。害怕被加

害，就是有人善意來幫忙，他們亦充滿疑忌，跑得老遠，不敢接受。可身旁的蚊、蟲、猛獸、地

震、水、火、百般侵害，卻無能逃避，時刻慘被折磨。最可憐的是他們不但不互相扶持，且互相

噉噬。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地面作惡的人逃避至此。」

　　「那我們能做些什麼改變環境呢？」繼邦唏噓問。

　　「沒什麼可做，眾人的力量很大。」侖主席無奈道：「我們只有嚴密監察，防止他們作惡；

對他們因作惡而吃苦加以援手、鼓勵，以度難關。這些都是消極的做法，該積極去建設，積功累

德，乃至徹底，從根本去改善，擺脫煩惱。很慚愧，我尚未盡責，找出解脫之道。聽說釋迦牟尼

佛有一套完整的治世之道。我決定閉關深入研究，盡餘生找出拯世之道，終止眾生無盡及無謂的

苦楚。這裏只有交托你們了。」

    經營企業，必定希望生意愈做愈大，分店    

愈開愈多，遍布海內外。但每間店的經營絕不

容易，不斷有風浪打過來，難以一帆風順，叫

人心力交瘁。開分店必須有多方面條件：１.本

來的店已上軌道，運作順暢，不用分心照顧。２.

須有人才負責新店的運作。３.要有忍辱力去忍

受因擴張帶來的種種障礙及眼睜睜看著無暇改善

的種種不妥地方。４.能承受很大的風險。５.要

有魄力去長期身心營運。因此，開分店並不容易

，愈多分店，愈多掛罣擔憂。

　　但有一很奇怪現象，在佛教界內，各團體的

分店很多，遍布海內外，甚至超愈百數。反觀界

內人士，皆不是長袖善舞，長於管理，或是有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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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之人，卻能管理龐大產業，兼顧各分店，

駕御眾多無酬義工，非一般企業可比擬。因此

，一般企業該多點向佛教界內取經，強化本身

企業。

　　企業開分店，不斷擴展是自然現象。佛教

團體為了理想，在各地開設道塲，乃至直達國

外，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漢傳佛教在國外主

要服務當地華人，繼而影響當地外國人。而藏

傳佛教更厲害，直接向外國人傳教，在無依無

傍，完全陌生的國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竟能

迅速發展，植根於當地。這些都值得企業界好

好研究。

　　開分店雖然困難艱巨，但亦有其優點：１.

將生存風險減低，如某些地區有障礙不能發展

，可在其他地區繼續經營。２.各分店合作配合

，對推廣或是活動，可發揮強大力量，更可互

補長短。３.在多區經營可更暸解顧客的需求及

性向。４.接觸面廣泛對營銷、進貨、聲譽幫助

很大。５.有效擴展擴濶及發揮人才。

　　企業或佛教團體在創業中多番掙扎奮鬥後

，最後成長壯大，自然希望長存、交棒，使事

業能永遠繼續下去，永留世間。開分店，培養

人才，訓練接班人，完成繼承的使命。正如人

的一生：出生、生存、成長、傳宗接代。只是

在這些有我有為中，如何做到無我無為，才是

至關重要。

    正當老師父閉目坐在大石上專心念佛之際

，小孩們卻在旁為玩具及食物爭奪吵嚷，冷不

防跑來一位老年出家人，阻止他們道：「不用

爭，不用爭，你們都是輸家，最終都會失去寶

貴生命，這些算得了什麼，就讓給別人好了，

不要爭。」

　　小孩們瞪著圓圓的眼睛，望著老年出家人。

過了一會，大男孩不服氣道：「那本來是我的玩

具，他玩夠了該還我才對，為何不肯停下來？」

　　另一小孩將玩具放在身後，堅決不肯歸還，

年老出家人勸道：「大該讓小的玩，大的有責任

照顧小啊！」轉過來對另一小孩道：「小的該讓

大啊，你年紀小，該讓人分配，不要爭。將來你

們皆會結婚生子，無暇繼續往來，一起玩。該好

好珍惜現在，互相愛敬。我幫你們算算，不出五

年便要各散東西。」

　　身旁大女孩向年老出家人投訴道：「這小妹

妹偷偷將我的食物吃掉，如何懲罸她好？」

　　「算了罷，將來長大後你必常常弄食物招呼

客人，如今當提前實習好了。」老年出家人安慰

道：「再過數年定有男生跑來追求你，最後結婚

生子，你忙於照顧家人，無暇招呼友伴，甚至把

她們遺忘。就趁此機會好好與她們相聚吧。

　　誰對誰錯，好與不好，數十年後什麼都成過

去，你們都是輸家，今天不用計較，不必記仇。

在漫長的人生中，這些得失算得了什麼？

　　最終你們都是輸家，可有想過這問題嗎？可

有對策嗎？趁年輕該醒覺。積極面對。」

　　小孩們靜止下來，睜著圓圓的眼睛，似懂非

懂的互望。

　　當年老出家人離去後，老師父睜開半闔的眼

睛道：「這常愍法師，數十年來老是愛說這些難

聽、不吉利的說話，常常遭人痛罵、甚至毆打。

可是他這些不吉利的話倒也能排難解紛，消弭了

不少爭鬥，讓破裂的友誼修好。也許由於他的打

岔，令爭執冷靜下來，無名怒火止息，倒也是功

德一椿。如今年紀大了，已沒人出手打他，叫我

稍為安心，但遭唾罵，惡口毒咒的情況仍在所難

免。

　　至於常愍法師是精神有問題，鑽牛角尖，還

是大智慧者，就無從稽考了。」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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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店：安樂路49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土瓜灣店：馬頭圍道284號地下 
電話：(852) 2994-6619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澳門店：筷子基和樂大馬路221號
美居廣場第四座L鋪地下
電話： (853) 2822-7044

太子店：洗衣街241A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中環店：干諾道中63號地下 
電話：(852) 3421-2231

銅鑼灣店：摩頓台灣景商場21號 
電話：(852) 2895-2890

1115,Cosmo Plaza
8788, Mickim Way,
Richmond. B.C.,V6X4E2
Canada
Tel:(1)604-808-5082

buddhist-bookshop.com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這天老頭子店員正忙於為一個婦人的捐款開收據，一個中年男子提著手拉車進來，把結緣書

本放到車上。

　　婦人看見道：「師兄，今天將結緣書拉到素食店去送贈嗎？」

　　中年男子抬頭見到婦人，放下手中的工作，歡喜道：「是啊！最近各素食店皆缺書，我樂於

多拿點去。」

　　「可是你不要太辛苦啊！剛做完癌症手術沒多久，你應好好休息才對，最好留在家裏拜

佛。」婦人關心道。

　　「多送點書作功德，希望疾病消除。」男子滿懷希望道：「自從我將結緣書到處分發，迴向

惡疾消除，身體好像好了很多，人也輕鬆多了。我決定以此為我的終生義務工作。很感謝這個地

方，能夠無限量地提供結緣書給我作功德。你也可以像我般將書分送出去啊！還是不要，太重了

，你一介女流也不適宜。保持常來捐款好了。」

　　「是啊！我常來為家人捐款作福，希望他們如意吉祥，可近年來他們也變得柔順，開始接受

佛教，我很高興安慰。」婦人微笑道：「公司生意自從我常來捐款後也轉好多了，賺到錢當然要

感恩，因此常來捐款，印經。你送出去的書，有部份是我集資印贈的呢。因此，我很感謝這個地

方。每次到來，我心情特別好，最近也多來了。所以常常遇到你。」

              *                        *                        *

　　這天天清氣朗，老頭子格外空閒，對著滿店的書本發呆，正愁生意不景，想起十多年來婦人

每月到來捐款，無形中為自己打氣，使冷漠的店務增添活力，可是婦人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到來

，算算已超逾一年沒聽到任何關於她的訊息，彷彿人間蒸發，不知道是生意不景，沒能力再捐獻

，還是有其他原因：意外、退心、移民………

    至於中年男子，雖然忙了一年多，卻也缺席了一年多，半點訊息也沒有。當然，一個寡言的

平凡人，如何能在社會上留下踪影！

    老頭子對著空空的錢箱及滿滿的書本，不禁猶疑起來：佛法真能幫到他們嗎？另有原因或是

因果不可思議？難道佛菩薩另有安排？

        -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如意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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