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期 2012年4月

1

    特首選舉前夕，各候選人爭論不休，互相攻擊，其間各方勢力出招，互揭瘡疤，當然有抹黑

，陰謀，陷阱，虛張聲勢，乘亂爭取利益，弄得滿城風雨。但選特首如此重要，影響如此大，那

能不重視！如此混亂，充滿人性醜惡，如何不叫人担憂香港的未來？自讚毀他，唯利是圖，大眾

當能看到世間法的污濁，佛法的清淨。世間法本如此，未受佛法薰陶總是那麼可憐，造業受苦，

身不由己沉淪。

    但香港的未來是否會變差呢？經過互相攻擊，設局，各人變得小心了，精明了，對自己的言

行及背後無人處的行為當不敢過份造次。對其他人不敢不關懷，考量。因此，不管誰當特首，香

港的未來必然會好。前兩位特首，在欽點及無競爭下產生，大家在無選擇下，平靜渡過。但這次

在勢均力敵下，各出奇謀，傳媒四出偵查，人民遊行示威，一股強大的民主力量湧現，發揮無與

倫比的功效，將權貴的醜陋抖出來，為貧困被欺凌的人發言。唯一受損害，威脅的是既得利益者

的地產霸權、官商勾結。二零一七年香港將普選行政長官，民主的落實踏上重要的一步，各人對

民主的認識及體驗將大幅躍升。民主既如此重要，我們該作何準備迎接民主的到來呢？

    很遺憾，香港很多終日喊著民主的人竟然對民主不太了解，只懂謾罵。為何人生中的理想他

們不多加鑽研，精益求精，卻將民主扭曲呢？認識民主是迎接民主來臨最重要的開始。

    古時，專制君主及獨裁者，主宰著大眾的命運，沒有是非，沒有公理，人民在水深火熱中，

等待命運的眷顧，在殘酷的現實中，自然嚮往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境界。千萬人的命運，交

託在一人或數人的手上，更受這極少數人的情緒影響是何等不公平，荒謬。眾人之事，該由眾人

去自決，不管對與錯，眾人之事，該由眾人去負責，承担。倒過來，假如千萬人的命運放在自己

手裏，如何承受得起？影響千萬人的民生本與自己無關，卻要費盡思量去籌劃好，如何公平？

    民，就是大眾，主，就是主宰，由人民大眾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是最公平合理的。大眾的事

務，當然需要有一個制度，由大眾去公決，有一些規則，大眾去遵守；當然，也會受到保護，福

利眷顧。決策過程中，相信錯誤難免，但畢竟是眾人的意願。只希望在錯誤中成長，改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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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時的錯誤而否定民主或失去信心，信念。眾人的關係千絲萬縷，利益分配錯綜複雜，每一策略

難以兼顧各方，盡善盡美。因此民主永遠處於尚待改進的狀態，而改進的過程是永遠也不會完成的

。以上帶出了民主的廣度，讓每一個人能夠參予，自決命運。民智較高的地方，大眾較關心身邊的

事物，願意參予。反之，民智較低的地方，大眾較自私，不願參予，就是對自己有關的事務，也不

願費心，只待別人弄好由他們去享用。這從小孩子的習性可以見到。這種放棄民主的權力，只會助

長別有用心者成為專制獨裁者。因此，關心，參予，成長，不斷改善是民主必須的。從而，亦可看

出民主深度的重要：對事情，政制，現實的了解；熱誠參予；體諒別人的困難與需求；具備足夠的

智慧及監察能力去防止陰謀者。這些需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大公無私的領導者，強健的經濟支

撐；民風及價值觀，高度發展互助互利的地區；具包容，少自私自利才能為功。可見只有高度文明

的國家，才能在這種情況下昌盛，也只有這種國家才會產生民主。民主得來不易，亦非一朝一夕，

成長的過程緩慢，才漸具規模，綜觀世上的國家皆如此。

    民主的條件必須有良好的教育，讓公民能獨立思考，辨別形勢，分辨是非，不致被政客利用、

誤導、煽動。此外，經濟也需達致合理的水平，因極端貧困使參予者愚昧無知。接受批評，成立忠

誠的反對派也是極重要的，只有接受批評才會有進步，最重要是權力不至獨裁。忠誠並不意味同意

，更不是口是心非的同意，當政的領導人不是在具體問題上，而是在最終目標上支持政府，這是忠

誠的更有價值的表現形式。民主國家需要忠誠的反對派，而尊重反對是極明智的。領導人只是公僕

，為大眾服務，當然他們亦有豐厚的報酬。對領導人常保持理智的不信任能使領導者警惕、小心，

不致越軌。有助領導者的成長。適當旳任期，當選以後的制約、彈劾、罷免制度，可以防止權力的

濫用。權力一旦被獨裁者擁有，不但引致災難性的結果，更難以取回，民主名存實亡。公民要有適

應改變的能力，民主國家的進步可能太快，公民的適應也許有困難，如何協調接受均需學習，對過

時及舊的事物乃至傳統要有適度的抛棄，才不會窒礙進步。民主需要有現實態度，接受不完美的組

織，差強人意的領導人，不合自己意願的決策、發展。因此，要有妥協精神，忍耐不完美的存在，

假以時日，讓理想一步一步展現，更可考驗、修正自己的想法。妥協、平衡、協調在複雜的人事關

係中是重要的潤滑劑，否則只會帶來暴力，悲劇。民主意味著包容，讓每一個人發展自己。因此，

容忍是必須的：１.容忍不守成規的行為，因那是進步的原動力。２.容忍別人直接反對自己的信念

與原則，讓別人過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不加干涉。3.容忍懷有惡意或出於愚蠢的反對。在權力的使用

上自加限制，克制不使用武力，寬宏大量與弱敵共存是人間高尚的情操。但這種偉大情操絕不容易

且危險。只有大多數公民懷有民主心，高度的修養信念，博愛，從多數壓到少數的德行感染，潛移

默化，假以時日，深深植根於民眾心中，徹底改變整個社會。

    要知道，破舊立新的革命，或是破壞毀滅的選擇，皆是人民大眾的意願，非民主或獨裁者可以

阻止。但是，對民主的灌輸，知識的教育，將有助民眾去辨別是非善惡，尋求無上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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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出家路

    這天，老師父與五位小沙彌、沙彌尼圍坐

在寺院後園的大石上，凝重地商議大事，老師

父道：「出家後，時間過得很快，修持得靠你

們自己，但出家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營生方面，我希望能為你們安排好。

    一般分經懺師及經教師兩個方向，經懺師

以帶領大眾從經懺唱頌為主，經教師則以講經

說法為主，各有利弊優缺點。經懺師較易學習

、受大眾歡迎、得益快，即時見效；經教師雖

然較艱難成材，卻可名成利就，真正統理大眾

，成為大法師，亦是佛法傳承的關鍵，兩種路

向訓練不同，請你們認真考慮作何選擇，因會

影響一生！」

    小沙彌、沙彌尼沒想太久，一致選擇作經

懺師。

    老師父別過頭，偷偷匆忙拭去臉上的淚，

躊躇一會，安定道：「雖然我有些失望，但仍

會傾囊相授，使你們成材。音聲佛事在近代特

別興盛，是佛教的主流，可惜慢慢演變成度亡

，趕經懺，傷害佛教很深。因此我要特別提醒

大家，將來不管發展如何，你們別忘修行，那

是你們的正業：了生死，度眾生。此外，將來

在你們的營生中，緊記兩點：1. 盡心盡力，

一心不亂。2. 不要明碼實價作交易。我不想

多言，你們比我想像聰明，對事情也了解，出

家路該怎樣走總該知道吧！」

    「老師父，你放心，我們決不會令你失望

。」小沙彌大聲安慰道。

    「我們都是有理想，受過教養訓練的人，

你不要擔心。」另一個小沙彌尼附和道。

    「過去多次很多出家人皆如你們般堅決對

我說，可是……」老師父失控地激動道。

    至於這批小沙彌、沙彌尼將來有否令老師

父失望，便無從稽考了。

    自由是實行民主的條件；平等是民主合理性的關鍵；博愛是任何民主存在的前提。人類在無

限的追求中，經歷無數的試煉，付出沉重的代價，最後尋找到近乎理想的民主主義。但是，民主

需要很多條件的助成，包括運氣與機遇，得來不易，且荊棘滿途，路途遙遠。謹願吃盡苦難的眾

生能早日達到理想。

　　   佛教與民主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佛教的布薩制度類似議事制，透過公決，公投去議定事

項；審議犯戒、對錯、彈劾等，佛教更進一步可以讓人告解、出罪。雙方面都有民主精神，以大

眾為依歸。以大眾的力量去感化惡行；徹底的和平主義；包容異己，共存共榮；忍受不完美的存

在，忍受長年累月，契而不捨的追求，改善；對反對、攻擊，能修忍辱；強烈的信念；博愛精神

；平等客觀的眼光。最重要一點是雙方都有無我精神，任何去除自我的方式，皆接近完美。

　　   在人類無限的追求中，何以對更優勝的古老佛教智慧忽略？何以外求，對身旁垂手可得

的寶藏輕視？難道真如佛教所言：沒有福報，要求取寶藏，乃至智慧，是不可得的。若如是，我

們當趕快積功累德，開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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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如來神力品/囑累品

 這天，唱演法華經會上，寶唱結要道：

「信受法華經功德無量無邊，每一佛子應護持

流通。對本化，從地涌出上行菩薩等以如來神

力品付囑流通；對迹化，他方菩薩則以囑累品

付囑流通。

    爾時，千世界微塵等菩薩摩訶薩從地涌出

者，誓言於佛滅後廣說此經，亦自欲得是真淨

大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而供養之。」

    「啊！如來有大神力，你們見到嗎？」寶

通昂首望著天空道：「如來現大神力十種：1. 

出廣長舌――上至梵天，表示真實語。2. 一切

毛孔，放於無量無數色光，徧照十方世界，表

示佛智廣大。3.謦欬――潤喉發聲，咳嗽，表

示要說大事。4. 彈指，表示隨喜，警覺別人

。5. 地動――地皆六種震動，表示天地感動

。6. 普見大會――其中眾生，以佛神力故，

皆見此娑婆世界無量無邊百千萬億眾寶樹下師

子座上諸佛，無量菩薩及四眾等。7. 空中唱

聲――諸天於虛空中高聲唱言：有國名娑婆，

是中有佛名釋迦牟尼，今為諸菩薩說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汝等當深

心隨喜，亦當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8. 咸

皆歸命――彼諸眾生聞虛空中聲已，合掌向娑

婆世界，作如是言：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釋

迦牟尼佛！9. 遙散諸物――以種種華、香、

瓔珞、旛蓋及諸嚴身之具，珍寶妙物，皆共遙

散娑婆世界。10. 十方通同――十方世界通達

無礙，如一佛土。」

    「對了，諸佛神力，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

議，若以是神力，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祗

劫，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此是付囑四種儀

式的第一種稱歎付囑。」寶唱接口道：「第二

種結要付囑：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

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秘要之藏，如來

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第三種勸

獎付囑(起塔供養)：於如來滅後，應一心受持

、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若經卷所住

之處，皆應起塔供養。第四種釋付囑(四處道

場)：當知是處即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於法輪，諸佛於此

而般涅槃。」

    「如日月光明，能於諸幽冥，斯人行世間

，能滅眾生闇。」孤女須曼唱道：「於我滅度

後，應受持斯經，是人於佛道，決定無有疑。」

    法華會上，佛付囑無量本化菩薩後，尚有

很多來自他方世界的迹化菩薩，等待囑付護持

。佛以右手三摩無量菩薩頂言：我於無量百千

萬億阿僧祗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當受持、讀誦、廣

宣此法，令一切眾生普聞。」寶唱進一步解釋

道：「佛以三種付囑菩提之法――法華經。以

上三摩頂為正付囑。第二種付囑――釋付囑：

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慳吝，亦無所畏。這是衣

、座、室三軌。第三誡付囑：於未來世，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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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善女子信如來智慧者，當為演說此法

華經，使得聞知，為令其人得佛慧故。若有眾

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深法中示教利喜。汝

等若能如是，則為已報諸佛之恩。」

    「這是佛教導於末世弘護法華經的方法。

」寶通接口道：「此不單行道，更是報佛恩之

良機，最佳做法。我們欠佛太多，無能為報，

如只供養香花水果，實不及此行法，稍報佛恩

，真報佛恩。」

    「時諸菩薩皆大歡喜，徧滿其身，益加恭

敬，曲躬低頭，合掌向佛，俱發聲言：如世尊

敕，當具奉行！唯然世尊！願不有慮！」寶唱

續道：「諸菩薩以身口意三業領受付囑。曲躬

低頭是身業領受；俱發聲言是口業領受；皆大

歡喜是意業領受。

    至此，法華經已說完，釋迦佛令十方來諸

分身佛各還本土，多寶佛塔還可如故。各佛菩

薩、聲聞眾及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

說，皆大歡喜。

    各位聽眾，請你們明天繼續來，以後尚有

稟命流通六品。從藥王品到妙莊嚴王品五品是

化他流通，而勸發品一品為自行流通，同樣重

要有趣，尤其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更是家傳戶曉。

　　明天見。」

    書店內，一位漢子突然大聲嚷道：「為何這裏會有這本書？可知道這類神化的書害人不淺嗎？」

    老頭子店員及一位出家人將目光投向漢子手中的書，不知如何回應。漢子續道：「如果在食肆

吃了不潔的食物，可控告商店；但在書店買到荼毒心靈的書，竟能安然無恙，真不合情理。你們可

知道嗎？因看過不好的書而墮落，影響人生，乃至自殺的例子，不是沒有啊，為何掉以輕心！」

    「這本書不屬於這裏的，不知道什麼人偷偷放在這裏。」出家人解釋道：「你在這裏可以放心

購書，因為這裏的書都篩選過，沒有毒害心靈的元素，只有爭議的論點。儘管怎樣暢銷，如果內容

損害讀者，皆不能在此銷售。

    不好的書，當然沒法進來，就是份量不夠的書，亦會受到推搪，不能放在顯眼的地方及充足的

存貨。反之，好的書不但被優厚對待，容易看到，且存貨充足，甚至有額外折扣，或是分期付款，

務求法義能廣傳。真的做到法乳佛恩。」

    「何以如此優待，看來這裏的人不懂做生意吧！能生存嗎？」漢子不解地問。

    「如果你能看到佛法如何改變人的一生，乃至多生多世，你便明白他們何以這樣作，亦明白那

些看似不合理的作法是很自然的。能否生存及活得豐盛，更是佛法不可思議之處。」出家人興致勃

勃道。

    「我看我們應該申請ISO認證，讓人們更有信心。」老頭子得意道。

    「佛法何須別人認證？我不是說過自然而然嗎？」出家人不滿道。

    「既然能夠生存，且充滿不可思議，大概可把公司上市吧？」老頭子側著頭幻想道。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ISO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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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歲月 浮浮生

      制懺

    我來到這所寺院的藏經閣進行維修，看到

一個年老法師靜靜地坐在那裏看經，時而站在

窗前觀看外面風景，時而經行吟咏，偶而對我

微笑。我奇怪何以他不向我傳教，相對數天，

不曾交談。最後，我走到他面前道：「人生是

否命定？我看到很多人被業力折磨，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我們是否應該認命？」

    老法師呆了一會，苦苦思索道：「從因果

關係上，所作之善惡，必有果報，逃不了，似

乎是定命。但因果業網千絲萬縷，變化多端，

相互影響，業力確可轉化，減輕，乃至消除。

至少，在心識上可賦與不同的意義，別具效果

，『轉逆境為道用』、『逆增上緣』是佛教殊

勝之道。如果能平等觀照順逆，不起分別心，

更是佛教空的根本哲理。」

    我不太懂他講些什麼，且無興趣深究，趕

緊轉換話題道：「老法師，佛教已走進死胡同

，跟大眾、生活脫節了。你能想到一種修行方

式：老少咸宜、上中下根皆能接引、可以並修

、康樂性、可運動體質、除障修福、對治特定

的逆緣、利生〈天災、人禍〉，且有不思議的

力量嗎？」

    老法師呆了一會，苦苦思索，跑到書架前

不斷搜索翻查。我趁機走開繼續自己的維修工

作。當天離去前，見他仍專心忙於翻查思索。

    第二天我到來，他笑迎著道：「我想通了

，確有如此法門……」

    為了防止他糾纏下去，我故意刁難道：「

可有法門深、淺皆能，有系統地、精要地、實

效地，萬用俱備的修持呢？」

    老法師呆了一會，苦苦思索，跑到書架前

不斷搜索翻查。我趁機走開，繼續自己的維修

工作。當天離去前，見他仍專心忙於翻查思索

，連飯也沒有吃。

    第二天我到來，他笑迎著道：「我想通了

，確有如此法門……」

    為了防止他糾纏下去，我故意刁難道：「

可有法門適應中國人的禮儀，綜合各派的大成

，甚至融合儒家、道家呢？」

    老法師呆了一會，苦苦思索，跑到書架前

不斷搜索翻查。我趁機走開，繼續自己的維修

工作。當天離去前，見他仍專心忙於翻查思索

，連飯也沒有吃。

    第二天我到來，他笑迎著道：「我想通了

，確有如此法門……」

    為了防止他糾纏下去，我故意刁難道：「

可有法門獨修共修皆宜，包羅萬有，涵蓋一切

，包括我過去數天的要求呢？」

    老法師呆了一會，苦苦思索，跑到書架前

不斷搜索翻查。我趁機走開，繼續自己的維修

工作。當天離去前，見他仍專心忙於翻查思索

，連飯也沒有吃，亦沒有留意我的離去。

    第二天我沒有再來，因維修工作已完成。

對老法師亦慢慢遺忘。

    再到這寺院，已是一年後的事情，因為工

作需要，我再度踏入寺門。甫進山門，我聽到

雄偉、莊嚴、整齊的唱頌聲。大殿上集合僧俗

四眾，頂戴法服，此起彼落，時而雅雀無聲；

時而合唱讚頌、祈請；時而禮拜；時而共誦經

卷；時而哀求；時而落淚、懺悔。

    我被那景象，音聲震攝住，大殿上擠滿了

人，瀰漫著肅穆，沈重的宗教情懷，誦經聲俱

發自眾人心底，嚮往、歡欣、祈求；跟著是慚

愧、悔疚、哀求，甚至下淚；最後是雅雀無聲

的禪坐。

    法會完畢，我看到老法師從前面走過來，

人比一年前瘦了，可精神飽滿，面帶笑容，向

我深深一躹道：「非常感謝你的指引，讓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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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漢傳佛教的精髓於一爐。可以預見拜懺法門將主導

著中國佛教的修持，源遠流長，度人無數。以下是我

制懺的宗要及過程，請你多多指導：

    制懺的主要目的是借助禮教、贊歎、懺悔以安定

妄心；然後從誦經、坐禪兩方面正觀實相，通過這樣

週而復始的修行，才能達到證悟。但能夠成為一種修

行法門，完全在於智慧的觀照，因而有理懺及觀罪性

空的深度要求。罪性本空從三方面可體悟：1.一切諸

法本來空寂。2.心畢竟空寂。3.罪性本空。

    理懺必須經過事懺的助成，才能容易證悟。事懺

主要1.集諸經所說，制成懺悔罪過的儀則。2.依五悔

法門〈禮拜、懺悔、勸請、隨喜、迴向〉將罪業懺清

，清除一切障礙，以便修習止觀的行法。過往生中的

罪障，多不勝數，要懺除，一點也不容易，因此懺法

必須借助佛力，經咒力來達成目的。但真正的力量來

自懺悔者的知罪、發露、發願、迴向，最後由智慧的

觀空而達到罪業的清除。

    懺法主要包括禮佛、懺悔、誦經、坐禪。而誦經

、坐禪是懺法實踐中至為重要的，其他行儀只是為了

更好地助成。因此，我制懺的程序從一心奉請南無釋

迦牟尼佛等開始，繼而贊歎三寶，一心敬禮釋迦牟尼

佛等，接著六根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發願，然

後旋繞行道、誦經、坐禪、實相正觀。只要懺罪清淨

、成就三眛，自能發慧解脫。這一年來，我集合諸僧

，刪改而成多種懺本，讓各人選擇，更希望能深入民

間，普及大眾。」

    沒想到我隨口說說，竟使老法師如此認真思考，

工作。面對有所期待的老法師，我不得不說幾句充撐

的內行話：「你已作得不錯了，但希望每次禮懺前，

皆能向大眾解說懺法的意義、觀想方法、禮懺方法，

而不是照本宣科；其次，布置應該莊嚴、清淨，使人

們生起虔誠心；而奉請三寶、贊歎三寶等，可以用現

代佛教音樂表達；對各人的發願，應多加鼓勵、助成。」

    雖然為中國佛教奉獻了那麼多，可是我連老法師

的名字竟然不知道。

念彼觀音力  那羅

長夜裏

盡是苦惱眾生

輪迴眾生

生老病死眾生

無時無刻不聽到

呼號，求救

見到捫摸的手

求援待握的扯救

一切災難化為塵

一切災難化為音

煩惱

念彼觀音力

即施救度

災難

念彼觀音力

即施救度

苦痛

念彼觀音力

即施救度

悲泣

念彼觀音力

即施救度

哭叫

念彼觀音力

即施救度

普門示現三十三身

憑悲願之力

無窮無盡

啊！

娑婆世界的施無畏者

別忘那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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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在家裏，工作間，社會上遇到的儘是利害關係，各人為了私利，為了自己的順意，不

自覺地傷害他人。貪、瞋、痴，忘恩負義，無盡要求，無盡需索。一天廿四小時中，六根感染善

、淨的時間有多少？反之，耳濡目染皆是不善，試問如此長期薰習，那有不中毒受害？那會不相

牽入火炕。因此，佛教很強調好的環境，如淨土；好的法侶，善知識，可以互相提攜，扶持向道

。對於世間的惡習，不善，應有遠離心；對於道業，應有樂法之心。這種心態本應自然生起，只

是無始以來的薰習，恐不易擺脫，當努力培養遠離及樂法之心，正是修行之道。

    時時刻刻保持善念，經久薰習，自會成一習性，世界亦會跟著改變，這是念力的力量，心念

能改變外境，一念善的生起，間接或直接影響行為，繼而在因果法則下，影響外在的環境，外在

的人事，亦會受感染而將影響力擴散開去。可見善念何等重要。

    在順境中保持善念不難，但在逆境中能保持善念則不容易。因此在逆境中不斷要提醒自己，

保持善念。菩提心；轉逆境為道用；無我思想有助於善念的保持。但當遇到惡的人，懷疑有陰謀

時，如何對待呢？首先仍要保持善念，可能是自己看錯，對方不一定那麼惡；繼而想他為環境所

迫，才淪落至此；再想他可能是煩惱起，控制不了自己，作業做惡，可怕的果報正在前面等著折

磨他，可悲可憫。縱使看錯人，但心內仍保持清淨平和，總比終日疑神疑鬼，測度懷疑他人好。

念頭要善，行為要合理，做事要量力而為，以智慧洞察事情的真象，以佛法、戒律衡量事情應為

或應不為。當身無長物，長養出離心後，還怕什麼吃虧，被人欺負呢？

    不論順逆，常保持善念，清淨心，猶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對外境的影響常戒備，保護六根

不被污染。習久成性，自能像佛眼般觀眾生皆善，皆是佛；觀穢土為淨土。

    《華嚴經淨行品》是修持善念最好的方法。從起床、吃飯、工作乃至上廁所皆保持善念，菩

提心，發願使眾生向善向解脫，每天廿四小時無時無刻不當願眾生體解大道。如此密集，全心全

意，為眾生，那有空隙讓煩惱生起，讓貪瞋痴慢疑見作作作祟，修持善念那有不成就。

修行集  寂慧

     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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