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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何時開始，香港社會到處都在chat chat，不管男女老少，不停的chat，滔滔不絕。在

大排檔、快餐店、happy hour的酒吧、公園。上至政治、社會問題、下至家中瑣事、親朋事故。

可大部分是不成熟，不明就裏的意見，重覆抱怨、言不及義，大聲吵嚷，不但沒有建設性，且瀰

漫一種無聊消極氣氛。當然大家都無心工作，敷衍了事。於是產生了維園的城市論壇、表達空間

、言論自由、抗議區域等，將來必有更多渠道讓人chat chat，果然，現在網上言論、facebook

等不同形式的chat chat，更多姿多彩。只是無止境的chat chat，沒完沒了，更影響工作。

　　這反映了人們心中太多鬱結，太多不滿，太多意見，急待抒發，如果強制不讓宣洩，將導致

崩潰，精神病的產生。這病態的現象，亦反映了社會的病態。不應厭惡，反要可憐、同情憐憫他

們，找出病態背後的原因，設法解決，病態自會消除。這刻的病態在提醒我們，問題產生了，該

設法解決。因此是一種警號，是一種提醒，應視作正面的啟發。

　　要疏導有四點：1.知足：不要只想不足夠、不好的境況，多想自己擁有的優勢環境。2.接受

不如意，缺憾的存在。雖然很多差強人意，不完美的存在，但大體總算很好。處於娑婆世界就是

要堪忍。3.保持愉快心態。剛強眾生總是將剛強力用在負面上，如能將剛強力面對困苦，逆境，

誓要保持愉快心態多好。4.逐步改善。不能消極過活，該從自身做起，逐步改善，達於至善。

　　少接觸電視、廣告、網站等荼毒，它們都是不清淨，歇斯底理，讓人心靈污染。該轉向念佛

，談論佛法，為大眾謀幸福。

　　從佛教立塲，除不鼓勵潰鬧外，也不鼓勵無意義的言談，說是非，談論他人過失，反思每一

句說話是否對眾生有利。講一句話很容易，每天講無數句話，如不小心，傷害人也無數，做業也

無數，能不在意嗎？多言的過失更有1.防礙定境的生起2.言多必失。3.言多必影響辦事效率。4.

防礙思考。5.防礙觀察環境。6.虛耗時間精神。

　　最後，如能做到社會安靜，祥和；各人面帶微笑，不浮躁，優閒自在多好。如更能做到凡事

放下，不為絢爛的世間所動，將更符合佛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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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別人的不對、不是，

看不到自己的不對、不是，是顛倒

顛倒愈嚴重，距離正覺愈遠。煩惱痛苦愈多。

     chat chat 滿天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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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功德三品

    這天，講演法華經會上，寶唱續道：「上

來講到佛壽無量，釋迦佛成佛已來，無量無邊

阿僧祇劫，而成佛之道亦是無量阿僧祇劫。心

胸狹隘的凡夫，如何接受得了？因此，無人接

受，寧願沈浸於五慾中，拒絕邁步解脫城。抗

拒此經，甚至因為護持此經而受迫害，亦是意

料中事。唯如此，此經功德特大。接下來要說

，分別功德品、隨喜功德品、及法師功德品三

品。

　　分別功德品中說大會聞佛說壽命劫數長遠

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得大饒益。佛在結

束本門的說法後，對了知佛的真實身久遠實成

的菩薩授記，為十二得益。是時，天雨散華、

及雨眾香、天衣、瓔珞，虛空中天鼓自鳴，妙

聲深遠，諸菩薩以妙音聲，歌無量頌，讚嘆諸

佛。

　　佛告彌勒菩薩，其有眾生聞佛壽命長遠如

是，即有現在四信的功德：1.一念信解――功

德大於八十萬億那由他劫行前五波羅蜜，且不

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解其言趣――能起

如來無上之慧。3.廣聞是經――教人聞；若自

持，若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若以華、

香、瓔珞、幢旛、繒蓋、香油酥燈，供養經卷

，是人功德無量無邊，能生一切種智。4.深心

信解――則為見佛在耆闇崛山，共大菩薩、諸

聲聞眾圍繞說法；又見此娑婆世界瑠璃平坦，

寶樹行列，菩薩眾咸處其中.為深信解相。

　　滅後五品的功德為：1.初隨喜品――如來

滅後，若聞是經而不毀訾，起隨喜心，當知已

為深信解相。2.讀誦經典第二品――何況讀誦

受持之者，斯人則為頂戴如來。3.更加說法第

三品――若佛滅後，聞是經典，有能受持，若

自書、若教人書。

　　是故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

說，若自書、若教人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

塔寺，及造僧坊，供養眾僧。

4.兼行六度――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最勝

，是人功德亦復如是無量無邊，疾至一切種智

。5.正行六度――復能起塔、及造僧坊等，又

為他人種種因緣隨義解說此法華經，復能行六

度，當知是人已趣道塲，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坐道樹下，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

。」

　　「剛才是分別功德品，現在我要說『隨喜

功德品』」寶通朗聲道：「隨喜功德很大。譬

如有人求福，布施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

生眾生娛樂之具、珍寶等八十年，更以佛法訓

導，示教利喜，令得小乘四向四果。功德不如

聞法華經隨喜已，從法會出至餘處，為父母、

宗親、善友知識隨力演說。是諸人等聞已隨喜

，復行轉教。餘人聞已，亦隨喜轉教，如是輾

轉至第五十。隨喜法華經功德，大於前者百千

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

    若有人到僧坊，須臾聽受，死後必乘坐豪

華象車、馬車，生於天宮；若復有人於講法處

坐，更有人來勤令坐聽，若分座令坐，此人必

成為帝釋或梵天或轉輪聖王；若復勸人共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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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那羅

      

法華經，轉身得五十人相具足功德，見佛聞法

。信受教誨。以上須臾聽法、分座聽法、勸伴

聽法三種人的功德皆是華報、副果、正果當然

是成佛。勸於一人令往聽法隨喜功德已如此，

何況一心聽說讀誦，而於大眾為人分別，如說

修行。

　　此品以下根下機，最劣最小的行人為中心

而說，說此易修淺業者有無上菩提的大利益，

所聞之佛境相順不相違。苟非夙植德本，深具

善根，何以致此？

　　一念信解之功，初隨喜之德，皆來自聞法

。末法時代，法華成佛之因，完全是聞法下種

。」

　　「以下是佛告常精進菩薩的『法師功德品

』，法師有五種法師，即1.受持2.讀3.誦4.解

說5.書寫。」寶唱接道：「修行法華經的法師

得到六根清淨的功德。眼八百、耳千二、鼻八

百、舌千二、身八百、意千二，共六千功德。

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

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眾生，業

因緣果報生處。以清淨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中一

切內外所有諸聲。以清淨鼻根聞於三千大千世

界上下內外種種諸香，清淨舌根於大眾中有所

演說，出深妙聲，能入其心，皆令歡喜快樂。

諸佛及弟子，常念而守護；或為現身。得清淨

身，如淨琉璃，眾生喜見。三千大千世界眾生

生死，諸佛說法等，一切於中現。以清淨意根

，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

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

　　孤女須曼唱道：「願我於未來，長壽度眾

生；如今日世尊，諸釋中之王，道塲師子吼，

說法無所畏；我等未來世，一切所尊敬，坐於

道塲時，說壽亦如是。」

生命啊！

你何其詭異

時而平淡

猶如白開水

時而激烈

充滿悲歡離合

當感到無甚可戀

放棄時

你卻變得嫵媚誘惑

充滿驚喜

當要重拾情懷

傾注關懷時

你卻變得決絕

宣示當下的現實

過去的虛幻

生命啊！

你如流水從指掌中溜過

握不住，提不起

我只有隨緣

讓流水般流去

流過得與失

流過善與惡

流過生命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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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自幼追隨白娘娘，白娘娘一出，小青那能躲懶冬眠，當破洞而出，說句悄悄話，嚮應凡塵

俗事。

　　自從與白娘娘歸隱後，倒也逍遙自在，無煩無惱，過著閒逸仙家般的生活，可小蛇出世後，但

見白娘娘每天担憂掛礙，日益消瘦，病痛多了，變老了，也不敢，不忍勸告，小蛇只是孫兒，不關

她事，何必攬上身，從前十月懷胎，含莘茹苦帶大女兒，本已脫離苦海，何以如今重蹈苦路！本可

抽身而退，何以再一次自尋煩惱！看著白娘娘終生為情而困，抛下出家大願，我不禁唏噓。難怪法

海和尚大怒，失卻多年道行，水淹金山寺。我如今才明白，對有所期望的人，竟一而再，再而三的

頑固，足以叫人氣炸。

　　小蛇孫子一天一天長大，胖胖的，白白的，很可愛，可白娘娘一天一天消瘦，已失去昔日光采

；小蛇活力充沛，手舞足蹈，可白娘娘開始彎背，拖著步伐；小蛇哭笑響亮，可白娘娘嗓子低沉沙

啞。

　　我已可預見一條一條的小蛇出生，美麗健壯滿屋跑，開心快樂吃飽飽，而白娘娘不再是昔日的

娉婷，她只能寄望小蛇一天一天長大，乾瞪著他們取代自己，完成自己的夢想，千辛萬苦去栽培，

供書教學，完全忘我。也許他日功成身退，無力施展百般武藝；也許被嫌棄，不被記起，消失在歷

史中，再無人提起昔日的轟烈，含莘茹苦。

　　躹躬盡粹，白娘娘為了小兒，為了家人奉獻出去，我小青為了白娘娘只能作見証，在歷史中留

點痕跡。

　　回望周邊，原來都是白娘娘為了下一代，為了作育英才犧牲自我，而將來長大的小蛇，亦會步

白娘娘的後塵。

　　白娘娘，你絕不寂寞。

悄悄話白娘娘　　小青

    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天我也來談我們可愛的寶貝！嬰兒來到這個世界之前，是在媽媽溫暖的

子宮裡生活（生長）了十個月，當他（她）瓜熟蒂落來到人間，這個環境大不同了！在子宮裡靠臍

帶吸取養份，出了娘胎，成一個獨立個體，肚子餓了，想吃，就哭；尿片濕了，難受，也哭！餵飽

了，換尿片了，有時也"莫明其妙"的哇哇大叫！

悄悄話分享　　小菡

幼幼園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明天是童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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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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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新手爸爸媽媽們，告訴您們，嬰兒哭鬧、有千百種原因，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哭叫，只因

他們不會用言語表達，我們無法立刻瞭解他們的訴求，此時，我們就得學"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

先察看他（她）身上有無飛蟲、螞蟻之類，若有，先除去，若無，抱起來，擁在懷裡，輕輕拍他（

她）背部或臀部……也許他（她）怕寂寞，也許他（她）只想親情的慰藉！

　　各位朋友，我們的六親眷屬與我們的緣是多麼的深!尤其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大多是過去世恩

深義重的，今世再聚，恩人相逢，舊夢重溫，多麼歡欣！各位朋友，多多擁抱您們的寧馨兒吧！幼

兒心理學家說:常被擁抱的嬰兒，因較少受驚嚇，情緒安定，心理較健康，性情會較溫和，將來學

習會專注，長大後事業成就較高，人際關係也較好！

　　各位朋友，珍惜今生親情，延續過去世的善緣，過去世若有些許瓜葛積怨，也會因今世的善意

互動，而煙消雲散，轉惡緣為善緣！

　　各位朋友，您們認為如何呢，可否提出您的想法與大家分享呢！謝謝！

孩子　優多羅

 同事

    孩子！別瞪著我唱歌，每次我慶高彩烈，高歌一曲又一曲，你只會在旁掀動嘴兒，手舞足蹈。

　　趕快去認字，認識多些生字，將來可和爸媽一起唱卡拉ok，一起唱歌，唱兒歌、心愛的歌曲、

搖籃曲、唱佛曲。

　　孩子！別瞪著媽媽做家務，雖然家務輕鬆愉悅，但也辛勞，你只會在旁好奇觀摩，從不明個中

樂趣。

　　趕快來幫忙吧！你可踏著舞步勞動，更可手動啍歌，與媽媽「同事」家務，會是一種樂趣呢。

趕快來幫忙吧!做完一起到公園去走走，曬曬太陽。

　　孩子！早點睡罷。天正黑，一天很快過去，明天將是風和日麗，生意泱然。讓我們重新開始，

建設新的一天。

　　趕快合上雙眼，將不快，煩惱合起，進入美夢之鄉，明天和爸爸一起起來，吃早點，一起出門

上班，上學去。

　　孩子！別老是望著我，含情脈脈；別老是跟著我，亦步亦趨。能一起行住坐卧，是莫大的樂趣

，莫大的幸福。

　　但，外面有更多更多的媽媽，更多更多的孩子，讓我們去親近，讓我們去關心。假使有一天，

你能對外面的媽媽如對我般，你將不會孤寂，不會令我担憂。縱使你對我的親愛減少，我也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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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愧對諸子

    某天，一位大男孩跑到坐在大石上的老師父前問：「老師父！我在後山的舍利塔銘中看到『愧

對諸子』四字，是什麼意思呢？」

　　「泉原法師出家後，發心終生照顧孤兒。」老師父微睜雙眼道：「他照顧及助養的孤兒，當有

數百人。最後十年也不知道從那裏來很多錢，照顧人數恐怕有數千名，遍布海內外。可他常說世上

孤兒多不勝數，他只能照顧極少數；而照顧得好，能在身心上安泰的更少之又少，最遺憾是沒法全

帶他們踏進佛門，因此常長嗟短嘆。觀其一生，除嗟嘆外，就是勞勞碌碌，為諸子服務。除噓寒問

暖外，更為他們找安樂窩，受教育，找娛樂。他最大的願望是為他們開示佛法，認為那最能幫助他

們，可是諸子最不願意聽他這些，總找借口逃避遠離。泉原法師仿似生而為諸子勞碌，生而為他們

開示佛法，終生就只有這些，完全沒有自己。」

　　「那他該栽培了很多人才，培養了很多龍象吧！」一位大女孩插嘴問。

　　「很遺憾！他下了極大的苦心，可得來的回報卻極小。表面上他養育過千名孤皃，受高深教育

的也不少，可是沒人成材。泉原法師的標準是培育出來的人要無我，不論身家如何寒微，只要肯為

他人，肯為大眾服務便是成材。否則，社會地位多高，錢財如何多也是失敗的。因此他常悲哀地嘆

自己一事無成，而他終生就為這簡單目標奮鬥。

　　他認為孤兒是世間最不幸的人，終生遺憾，影響深遠，甚至為社會種下禍根，永不超生。故特

別關注他們，常認為沒照顧好是他的錯。任何一個孤兒犯錯他都走出來承担責任，哀求他人給予機

會改過。雖也感動一些孤兒，可大部分利用他的慈悲，爭取利益。那些孤兒，個個絕頂聰明，明牙

利齒，都懂得哄人。對世間虛偽技倆，即學即曉，但泉原法師的佛法開示，卻一句也聽不進耳。最

可怕的是有些利用他的溺愛及對佛法的鍾愛，謀取利益，甚至出家，移民等皆利用他的影響力，達

成目標。與他關係愈密切的孤兒愈飛皇騰達。曾有人勸告他不要再吃虧為諸子，並揭發很多背後的

陰謀，不光采事，可他轉過頭總被諸子哄得忘記一切。也許這是他的宿命吧！」

　　「這些孤兒真可惡。」

　　「恩將仇報，必有惡果。」

　　「我們決不仿効他們。」

　　眾小孩七嘴八舌嚷罵。

　　「最後，他抱著遺憾而終，臨終時發願再來度化孤兒，交託舍利塔銘寫上『愧對諸子』四字。」

老師父最後道：「至於如此是泉原法師寵壞諸子，還是教導無方，還是諸子不堪，便無從稽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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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忘恩負義

    這天，一位新職員第一天到佛哲書舍上班

，正招呼店內一位出家人顧客，雀躍道：「我

很高興能在這裏工作，服務出家人及很多有識

之士，自己也在佛學上提昇不少，真的法喜充

滿。我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我的人生。我定躹

躬盡粹，服務諸上善人。更會利用這個殊勝的

地方，賺取我的生活費用；結交教界精英；發

揮我所學；賑濟困苦人家；在心靈上輔導有心

結的人。全方位出發，普度眾生。這裏是我的

歸宿，我生為佛哲書舍人，死為佛哲書舍鬼

。」

　　「夠了，夠了。」老頭子店員在旁忍不住

插嘴道：「你不需『擦鞋』，這裏眾人平等，

各各有不同崗位，為大眾服務，無人有興趣聽

這些虛偽的說話。只要能忠誠服務大眾，自能

長存，否則縱使賄賂所有人，亦難立足，因那

是三寶佛法的旨意。

　　這些阿諛虛偽的話我聽夠了，從這裏啟業

第一天，我便聽到讚嘆的聲音，說什麼『弘法

利生』、『利益人天』、『法乳深恩』等；更

有說立誓無限量護持，絕不退心，可是背後卻

說我們目的為做生意，為賺錢，為私利。說我

們的所為不合佛法；販賣如來。亦有瞭解其中

艱難，預言短期內定關門告終。

　　有些很想認識佛法的人，跑來光顧，卻說

成勉強購買，以作支持，甚至要求減價以作回

報；有些幫忙購買過多存貨，減輕我們的積存

，原來平時已常送贈物品他人，且對該種貨品

特別喜愛，乾脆做個順水人情，更可打壓售價

；有些要我們印經流通，原來需要機構去承担

，或是經費不足，可利用這裏籌措及要求我們

捐獻；有些利用我們為他們的師父或地方捐錢

；也有到來只為了取贈書；更有很多不為人知

的陰謀。總結一句，就是各懷鬼胎。」

　　「嚴格來說，那是需求的交易，沒有誰欠

誰，亦沒有什麼功德可言。」出家人插嘴道：

「但所產生的効果卻非同小可，也不能說沒有

功德，主要看各人的發心。如果主要目的是弘

法利生，雖然收取金錢，因是為了生活，為了

延續功業。也是應該的，無損發心。否則雖不

收取報酬，只是玩票性質，可有可無，敷衍了

事，如何產生效果，沒有效果如何產生功德？

不但錯失機會，更愧對三寶，愧對自己。

　　你的投訴都對，你的苦況我同情，但五濁

惡世那一件事，那一處不如是叫人失望氣餒？

世間事業尚需克服此等障礙，更何況佛法？如

果看不開掛罜，如何承担佛法？如果沒有空性

、菩提心支撐，那裏會是殊勝的佛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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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當於眾生處求」，成佛必須走進大眾中，行六度。

　　做生意也如此：開店要找人流暢旺的地方，生產產品要迎合廣大民眾的需求，搞政治運動更

要煽動民眾。一切以人為本，沒有人，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死寂，可見人是何等重要，儘管人

如何不堪，仍是所有的原動力，有些保險推銷員，經過鼓舞後，到街上去，看到擁擠的人群迎面

而來，仿如看到很多金錢，機會沖過來，讓自己撿拾。弘揚佛法也該如此，往人叢中去，雖然眾

生難度，但得人身也是累積了不少福緣，畢竟眾生皆具佛性，只要能掌握其性向，定能轉其心。

　　人，也可以很不堪，枉走世間一趟，甚至傷害他人，帶來無窮禍患。但人亦可以有很大建樹

，為世人謀幸福，改變整個世界。是神是魔，端看他的際遇，善知識的提攜，自己的發心。因此

，能作眾生的善知識，指引方向很重要，縱使不能令其有大作為，但善知識在旁的影嚮下，亦不

會為禍社會，使其人生下墮。

　　作為菩薩或企業主，應對人的特性多了解，才能發揮功効。人與其他眾生不同的地方有1.憶

念勝――執持不忘，正好用作念佛，知識的記憶，兼辦理多方面、整合的工作。2.梵行勝――人

有極強的道德觀念，使其堅持是非，不為諸根五慾驅使，犯惡墮落。3.勇猛勝――人為了理想、

目標，可以精進求道，發奮向上，不眠不休，甚至至死不渝。4.智慧勝――人的腦筋特別發達，

除了能發明、創新、建造文化，不斷提升外，最重要是有佛性的智慧，潛能，可以快速成佛，比

起各道眾生，人最接近成佛，別忘釋迦佛也是由人道成佛。

　　企業主亦可利用人的特性發揮員工的才能，為企業効力，更可觀察人的特性，去尋找機會。

　　人身難得，能得人身必積聚了不少福德資糧，必有一定的善根，可以提升，乃至成佛。「天

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皆可發揮他的才能，只要有善知識帶引，有機會發揮，就是卧床不起，

仍可專心念佛，為眾生念佛，迴向，也是功德不可思議。故密宗有「眾生如意寶」一詞。企業主

亦如是，能為眾生尋求需要，服務；能為職員著想關顧，培訓，生意自然愈做愈好。

　　「菩薩當於眾生處求」。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菩薩當於眾生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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