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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二三十年間，祖國的傑出成就，使舉世震驚：科技方面，已能上太空；軍事已能自建

航空母艦；經濟方面，貯備已是全世界最多的國家，生產方面，稱作世界工廠；建設有世界最快

的高鐡，完善的交通運輸網絡，且舉辦了亞運、奧運、世界博覽會等。在國際舞台上，中國亦是

最愛和平的國家，從不顛覆、生事、破壞。且樂於助人，主張理性，對話去解除衝突。關心人民

，常舉古聖詩文粉飾言談，更有傑出的一國兩制開創性新思惟。可說是融合古今中西智慧，達至

不凡的成就。

　　對祖國偉大的改造，全賴少數天才的功勞。但天才是否沒有缺點呢？只賴少數人的努力是否

不可靠，不完善？

　　原來天才最易忌才，最膲不起別人，那是自大自滿的表現。這可從祖國對香港的情意結看出

：香港在過去對祖國作出了極重要的貢獻，國家在水深火熱中，全靠香港作出緩衝及喘息的機會

，得以翻身，而在國家建設上，提供了不能替代的輔助；亦是唯一接通外界的渠道，它的成就，

經驗，給祖國帶來很大的啟發，信心。對祖國默默的賑濟，奉獻，表現了充分的忠誠及愛國心，

可是香港太鄰近祖國，交接頻繁，對祖國的缺憾，醜態，皆看得一清二楚，有時無意暴露出去，

難以令人容忍。香港有什麼了不起！必須証明沒有香港也可以，不須倚靠香港也可成功，就是損

失很多現實利益也在所不計。即使把傑出的香港變成庸碌而成為負担也不在乎。中國是一個大國

，地大物博，數千年文化，剛強硬朗，如何能丟失面子？結果短短十數年間，便做到了。天才真

的了不起、重要。可是天才亦可怖，可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不管祖國或香港人皆認為英國人可以，中國人也一定可以。只要沿用英國模式，加上愛國心

，必能做到，甚至比英國人更好。有這種自大心態，當然看不到別人的優點，甚至對別人的成功

排斥，這種情緒化的表現，如何能自我進步？香港慘被蹂躪，看不起，終淪落到需國家照顧，卑

躬屈膝。內憂外患，不但未能發揮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且埋沒自己的才能。不時被國家領導人

公開批評，時至今天，醫療、教育、房屋、社會保障皆失敗，且大倒退，情況令人担憂。社會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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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自作是意：

    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慧，速成就佛身。

                                                   ――法華經

    這是終生的願望，每天每刻的受持。

從傑出祖國談庸碌香港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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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載道，終日漫罵，無人用心工作，國外勢力乘虛而入，滲透破壞，出口大幅下降，全賴祖國同

胞下來消費。蠢人，奸人，無恥之人當道。真可謂慘不忍睹，人的質素大倒退，為未來種下禍根

。另一方面，大喊民主，正義之人終日吵嚷，別有用心，這是祖國領導者最感頭痛的地方。儘管

平時自視多高，對開放這些意識形態一點信心也沒有，千方百計打壓。可以說，香港的現況及未

來，找不到一件值得告慰的事。嗚呼，香港何以至斯。

　　特首選舉在即，對香港的未來影嚮重大，萬眾期待鬱蔽多年的香港有出頭之日。可是竟有經

常講錯話、做錯事、與權貴勾結的參選者被各界社會精英撐持，不但叫人費解，且憂慮。其背後

有什麼文章？陰謀？直教眾多小市民氣餒。

　　香港是否沒有人才？是否那麼不堪？從它過往至今的成就，當可斷然否定。以彈丸之地，數

百萬人口能有此成就，絕對值得引以為榮。在它培育出的超級人才如李小龍、金庸、顧家輝等成

就，放諸世上任何地方也不遑多讓。因此，香港絕對有人才，有希望，只待時機一到，必能翻天

覆地。

　　從佛教立塲，要有無我智慧，「眾生度盡，方証菩提」。先要別人好，才為自己打算，因此

，不會担憂別人比自己好，不怕別人比自己棒，亦瞭解到要開放，必有風險，提升人才，也有被

其取代的危險。但這些是進步及成長必經的歷煉。正如行菩薩道，必須經歷很多難行能行，難忍

能忍的磨煉，才能成就。但只要有佛教的無我智慧，必能安度。

    「修行不難，你可叫我清苦修行，降勞忍苦，挨飢抵餓，孤苦伶仃。可別叫我走進人叢中，與

他們相處，共生活。一天也吃不消呢。他們固執偏激，不肯聽意見，自以為是，忘恩負義，恩將仇

報，鵲巢鳩佔……」

    很多「修行人」皆有此概嘆，尤其當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長年累月去度化一些人，本來很

「聽話」的人，突然變得不「聽話」所帶來的打擊最大。他們不知道世間變化無常，眾生浮沈，頭

出頭沒是自然現象。娑婆世間本如此。凡事必有因果，沈淪眾生弄至如此地步實應同情；當煩惱起

時，他們無能為力，無法控制，眼巴巴看著陷落；當惡業現行時，亦只能乾瞪著受報，不管如何補

救也無濟於事；當魔考時，總感到能力不遞，智慧不足，所學不夠，抵禦不住。

　　凡事必有因果，能知因知果很重要，不知因果會錯誤應對，無法解決，甚至使情況惡化。如生

病不知病因，不但無法醫治，還會使病情惡化。佛菩薩深明因果，能以方便力度化眾生。眾生為惡

必有其因，應小心求証，加以引導。最佳的方法是站在他們的立塲，以他們的思惟，面對當時的環

境，自能體諒他們的煩惱。如果只是怪責，對立，衝突永不能解決。

　　因此，需千方百計為他們的作惡找借口，原諒他們。反問如果自己在他們的處境會怎樣？當知

很多問題的產生皆有其必然性，要改變不好的惡行，要修行真的不容易。可是，佛法重視因果，了

解事情的發生，煩惱的生起，提供解決之道，根本的方法。因此擁有佛法是幸運的，更應同情，憐

修行集　寂慧

    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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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出家人。啊！不對，不應用此等字句，畢竟你已出了家，不能再像從前般稱呼。

該很嚴肅，認真。出家為了了生死，那可嘻笑胡為，當勤精進，即生解脫。就是不急於了生

死，也是宗教師身份，天人師豈可任意輕佻。

　　自你出家後，可想到已沒有家了？沒有家的拖累，當然沒有家的庇蔭。出家最要緊是有

出離心，出離貪、執。看破世事的虛幻性，無聊性，不願意在情執方面紏結，才決定出家。

如今無故踏回世俗，為錢財、俗事、家庭、事業奔走費神，肯定是違反初衷，更見你忙於交

往、應酬，身不由己，被世俗牽扯，違背了佛陀樂阿蘭若，遠離潰鬧的教誡。潰鬧之地充滿

爭執、奪利，更污染心靈，使我們無法修行。還見你聚眾往返，閒聊無事。也許你不自知，

這會無形中建立另一個家，沒想到你千辛萬苦出了家，竟不小心重踏進另一個家。我不禁為

你惋惜。可惜我無法靠近你，饒以大義，你身旁的人很有戒心，怕別人親近佔有，搶去你。

坦白相告，我完全沒有佔有的心，可也不願其他人把你佔有。我唯一的期待是得到你的領導

，指點迷津，作真正的宗教師。

　　你可記得你當初充滿夢想，要脫離人間，脫離凡塵，不吃人間煙火，清淨無染？這是對的，

亦是我們的夢想，只是我們福報不夠，無法滿願，只有寄托你身上，聊代入此心願。沒料到你已

失去警覺性，忘失初發心，竟將趁熱鬧說成方便度眾；失威儀說成隨順；誤入塵網說成菩薩下凡

！我只有對人開脫說為魔擾。因此，請你小心，小心親人到來，萬般紏纏；小心新交日久生情，

小心俗務，每天梳洗整理、清潔、為了食，為了道糧，已夠勞累，如何有閒暇去交往、應酬；小

心凡塵，已污染了無數世代，該回到清淨平和的故鄉。

　　當初幾經波折、辛苦，我接受了你去出家，勸慰自己不要自私佔有，不要放不下。由於你的

出家，我看破了，放下了，受益匪淺。如今我也不需要人陪伴，不需要社交、娛樂；不需要擁有

任何東西、不執意任何事，無拘無束，沒料到你由一個家轉到另一個家，依然營營役役，滿面堆

笑，口沫橫飛，表面作出了很多弘法利生事，自欺欺人作出交代。

　　最後，我要說出對你的期待：但願你能超然脫俗，以法作威儀，以法作裝飾。深入經藏。掌

控佛法。能為我們開示佛法，能指引我們解脫之道，起碼能給點意見，解決煩惱。就只這些簡潔

，要求不高的期待，於願已足。

給出家人的信　寂慧

憫，原諒其他眾生的惡行。縱使他們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亦不能生瞋恨心。至此，修持空性是必

然的，沒有不共世間的空性修持，不計較、忍辱、精進、諒解等，絕對無法做到。

　　如果觸不到眾生為惡的原因，只好暫時存疑，不斷修行，增長智慧，力量，去自利利他。但最

基本的態度必須有：世間沒有不可原諒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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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如來壽量品

　  這天天清氣朗，聽演法華經的人特別多。

寶唱法師道：「上來講到無量無數阿僧祇諸大

菩薩從地涌出，皆是釋迦佛所曾教化，啟序法

華經的本義，為眾生帶來無比的光明，無限的

希望，成永遠的法華經。」

　  寶通洪量的聲音附和道：「對！如果佛仍

在生死輪迴，如果佛壽只有八十如你我，那有

何意義？如果佛如你我般，被時間空間所拘束

，而不是佛壽無量，永恒不滅，如何叫人信服

？」

    「為此難信之佛果，彌勒三請：『世尊！

唯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而佛也三次叮

嚀說：『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可見這三

請三誡如何被重視。」寶唱續道：「佛道出法

華經的本門：『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

萬億那由他劫。以下是五千塵點劫的譬喻：譬

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抹

為微塵，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

乃下一塵，如是東方盡是微塵，一塵一劫，我

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

　  孤女須曼唱道：「自我得佛來，所經諸劫

數，無量百千萬，億載阿僧劫。」

　 「自從是來，佛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

，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

。說燃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湼槃，如是皆以

方便分別。若有眾生來至佛所，當觀其諸根利

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

，當入湼槃。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能令眾

生發歡喜心。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法，德薄垢

重，為是人說佛年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然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

眾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如來所演經典，皆

為度脫眾生：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

，或示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因如來實

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

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如來明見

無有錯謬，故所言說皆實不虛。眾生有種種性

、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欲令生諸

善根，以各種因緣譬喻言辭、種種說法，未曾

暫廢。如是，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

僧祇劫，常住不滅。以上是如來秘密神通之力

，方便教化。佛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即報身

之慧命，由於眾生無盡，故亦無盡，而隨緣示

生滅，願與緣無盡即示現無盡，此即化身佛。

法身無生無滅，緣徧法界，一真常住，無方際

。佛之三身：法身、報身、化身。法身周徧法

界，無來無去；報身究竟圓滿，萬德莊嚴，自

受用，俱為真身，而為二乘、凡夫應現之化身

，他受用身，為應身。此為佛之真、應二種身

。然三身或二身即一身，在法性上並無差別相

，非一非異，平等究竟。法身本無生滅，報身

壽命無盡，化身本為度生示現，豈入無餘湼槃

，因此三身壽命無量，故佛壽無量，常住不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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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女須曼接唱道：「常說法教化，無數億

眾生，令入於佛道。爾來無量劫，為度眾生故

，方便現湼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我

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眾生，雖近而

不見。」

　 「為何壽命久遠卻要說佛壽八十，更說佛

值難遇呢？」淨能優婆塞故意問。

　 「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如來以是

方便教化眾生。」寶通從後走出接道：「所以

者何？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

貧窮下賤，貪著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

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懷厭怠，不能

生難遭遇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來以方便說

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斯眾生等聞如是語，必生

難遭之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便種善根。

」

　 「你說得對，我的家人亦如此。」一個粗

漢子道：「我那麼辛苦掙錢回家，他們從不感

激，亦不認為我重要，也沒有為將來貯點錢。

對佛的苦心，我是理解的。」

　 「對！諸佛皆如此真實不虛度眾生。」寶

通打斷粗漢子道：「現在跟你們說第七個譬喻

故事，有一位良醫，多諸子息，十、二十、乃

至百數。良醫因事遠至他國。諸子後飲毒藥，

藥發悶亂，宛轉於地。幸父歸來，諸子歡喜，

拜跪問訊：我等愚痴，誤服毒藥，願見救療，

更賜壽命。

　　父見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

，色香美味，與子令服。諸子中不失心者，服

已病除。餘失心者，見父來亦歡喜問訊，求索

治病，卻不肯服藥，因毒氣深入失本心故，於

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

　　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毒所中，不肯服

藥，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我

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

可取服，勿憂不差。作是教已，復至他國，遣

使還告，汝父已死。諸子聞父喪，心大憂惱，

而作是念：若父在，慈愍我等，能見救護。今

捨我等，遠喪他國，無復依怙。常懷悲感，心

遂醒悟。乃知此藥，色香美味，即取服之，毒

病皆愈。其父得悉，尋便來歸。

　　佛亦如是，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

由他阿僧祇劫，為眾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

度。」

　　孤女須曼唱道：「眾見我滅度，廣供養舍

利，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眾生既信伏，

質直意柔軟，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

　　我見諸眾生，沒在於苦惱；故不為現身，

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戀慕，乃出為說法。

　　神通力如是，於阿僧祇劫，常在靈鷲山，

及於諸住處。

　　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

在此而說法。或時為此眾，說佛壽無量；久乃

見佛者，為說佛難值。

　　我智力如是，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

久修業所得。汝等有智者，勿於此生疑，當斷

令永盡，佛語實不虛。

　　我常知眾生，行道不行道，隨所應可度，

為說種種法。

　　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慧，

速成就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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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給每個人一個家，每個人一份工

　　書店內，老頭子店員對一位出家人道：「道航師！我是否很不堪呢？常常要求客人幫忙

辦事當義工，或是要求客人多逗留，陪伴我及聊天。」

　　「這要看什麼立塲，如果只為賺錢為私利當然不太對，但如果是為了弘法，不把這個地

方當作個人，而是眾人活動，親近佛法的地方，則沒有什麼不對。畢竟你們也是眾生，也有

煩惱，與其他人無別，只是角色不同而已。當然需要幫忙、輔導。」道航師解釋道。

　　「你可知道嗎，很多進來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精神問題，或是無處可去，到處蹓躂。」

老頭子隱秘道。

　　「沒有問題也不會長久在這裏逗留，有『家』可歸也不會回這裏，有工作也不能常來呢

！你們該珍惜這服務眾生的機會，該發心收容所有人。」道航師鼓勵道：「現今社會很多沒

家的人，因為與家人不和，或是賺錢不多，愧對家人，或是家裏環境狹隘不佳等，有家歸不

得，仿似沒家；現今社會亦有很多沒工作的人，雖然有工返，可是工時太長、沈悶、薪金菲

薄、工作無意義或是邪命等，仿如行屍走肉，如何算是有工作呢？所以說，這個社會有很多

很多沒有家的人，很多很多沒有工作的人。該發大願：給每個人一個家，每個人一份工。這

很重要，弘法利生是根本願，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社區需要觀察，才能落實大

願，運用無數方便，以四攝法，一步一步融合社會，加以改革。」

　　「可是我們那有那麼多資源給每個人一個家，一份工呢？」老頭子不解問。

　　「給每個人一個家，一個心靈的家；每個人一份工，一份心靈的工。」道航師進一步解

釋道：「讓每個在外飄泊的人進來，或是有家歸不得，或是感到畏懼，或是感到孤寂的人進

來，給予家的感覺，整天，一句鐘，一刻，乃至門外一瞬，為他們重拾自信，打氣，再進入

社會。就如毎個人在外工作後，回到家裏，稍事逗留，吃飯睡覺，再度離去般。更要讓沒有

工作的人進來當義工，做些有意義的工作，或是在外工作不愉快的人到來幫忙，也能為他們

提供工作的樂趣，種福。不一定要全職聘請他們，可酌量給予津貼，或是給予茶點，也是很

大的鼓勵。」

　　「啊！原來我們那麼重要，更可利益他人，社會。」老頭子自滿道。

　　「這裏是三寶之地、三寶的旨意，要利益眾生，利益每個進來的人，包括在這裏工作的

人，工作人員與進來受惠的人無二無別，也是受三寶加護。亦是『給每個人一份工』的受惠

者。嚴格來說，這是失敗者之窩，需要加護。否則定會主動跑到人群去，饒益有情，不用躲

在這裏，高高在上接受別人的求援。因此，不要自大自滿。」

　　當看到老頭子失望，難過而不知所措站在那裏，道航師安慰道：「這裏雖是失敗者之窩

，但世上那裏不是失敗者之窩呢？那裏沒有失敗者呢？畢竟在人生路上，每一個人都是失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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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有些人學佛經年，下很大苦工，卻成

効不彰，所知，所修，總有一種虛浮，似是而

非的感覺。或是感覺放逸，找不到方向？而時

光飛逝，在人生路途上，留下很大的遺憾！

　  這正如我們在學校唸書，多年苦讀，似有

所成。可是出來工作，竟發覺大部分所學應用

不上。反之，因工作需要而報讀的短期速成班

，或是忙中自修，卻能學有所成及應用得上。

考其原因就是：學以致用。抽象的學習，與我

們的生活扯不上關係，自然很快遺忘。但如能

用得上及經常接觸，所學很快融會進步。學、

修佛法也如此，如何學以致用，如何將所學應

用上對修學的提昇有很大幫助。

　  佛陀最偉大處不在他的開悟，而在對眾生

的教導，指引出離苦之解脫，及為眾生受苦。

我們要學以致用，當仿効佛陀的發心，為眾生

而學，為眾生而修，自能快速成長，快速進步

。學以致用先要觀察留意身邊的人，看看他們

有什麼煩惱，看看他們陷落的地方，再從佛典

中找尋解脫方法，將它理解消化，再好好包裝

，拿出來幫助他人。只要稍能成功，必有其他

具同樣煩惱的人來找幫忙；能解決一種煩惱，

人們信心生起，定要求幫忙解決其他煩惱。由

於煩惱無盡、眾生無邊。因此，我們有做不完

的工作，但需有堅定明確的目標，引領我們在

學、修的路上走，才能發揮功効。

　  在學、修的過程中，要因應自己的性向，

能力去進行，才能事半功倍，否則事倍功半，

且辛苦難耐，這是要注意的。

　  繼而觀察身邊人的煩惱所在，設法助他們

解決；再進而研究社會問題，為多些人尋求解

決之道；跟著是世界問題，人生問題，生死問

題，宗教問題。這些這些足夠耗盡一生乃至多

生的精力。學、修佛法，不能閉門造車，要走

進社會，走進大眾，小心觀察，尋求解決之道

，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學以致用，才不會修

學經年，仍惘然若失。

     

     

          仰首天際

          天國就在那裏

          海拔一萬六千呎

          仍盼望，盼望更高的天國

          雖碎屍萬段

          還藉鷹鷲重重高昇

          天國是什麼？

          觀世音菩薩

          無數佛像，稀有珍寶

          萬盞供燈，酥油蠟炬

          更有天湖、山洞

          修道者

          伴以劃破長空的藏歌

          天國在那裏？

          遠離苦難

          海拔一萬六千呎的

          密嚴淨土

西藏　那羅

為何，如何修學佛法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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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丈和尚與數位僧俗隨從邊走邊分配工作，當吩咐廚房換一個特大的千人鍋時，但見眉頭緊

皺。憂心蹙蹙。

　  老師父望著漸走漸遠的方丈和尚，嘆息道：「自從方丈和尚繼位，打理得很好，寺內僧眾快

速增長，八方聞風而至，單是吃飯已叫人頭痛不已，不要說穿的、住的、日用品等、再來是修行

辦道，身心舒泰，真的沒完沒了。想不到辦得好竟帶來無窮負担，可是寺內沒人在意方丈和尚的

辛勞，終日談笑風生，奢談理想，空口說修行。」

　  「寺眾真的在修行，還是為了吃飯？」一位大男孩懷疑問。

　  「千人中只要有一人真修實証已值得，就是有一人專心修行已不錯。正如藏經閣中千萬本書

，只要有一本讓人翻閱修行，已值得保存。方丈和尚常以此告誡自他。」老師父續道：「一個大

家庭裏，父母往往勞碌終日，子女卻悠閒享福。自古已然，不管家庭、國家、寺院皆如此，一小

部分人任勞任怨，餘下大部分人坐享其成。可是大家相安無事、互助互愛。因此不要埋怨懷恨。」

　  「如果連一個專心修行的人也沒有，只是吃飯如何？」大男孩不服氣問。

    「如果連一個修行人也沒有，就當是一種供僧好了。布施當三輪體空，沒有布施之人，布施

之物及受施之人。高高興興供僧，吃完就算，什麼也不想，不計較，單純供養，吃飯，完了就算

了。」老師父安撫道：「方丈和尚了不起的地方在他有感部分出家人良莠不齊，如果讓他們在外

面飄泊，可能有損佛教聲譽，乾脆留他們在寺內躲懶，慢慢薰陶。他常言寺外出家人的不如法皆

因他沒有好好安置做成，自責自怨。想盡辦法收容。如果寺內有一分為禍，他認為會為社會減少

一分災害而高興。」

    「那他豈不是跳進另一個家？」大男孩刁難問。

    「至於方丈和尚是從一個家跳進另一個家，還是真正的心出家，則無從稽考了。」老師父疑

惑地答。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千人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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