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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城中熱衷談政治，但所謂談政治只是某某官員家裏僭建，貪財，收受小便宜等，說長道

短，說是非，揭陰私，埋怨，批評等，整個社會皆在宣洩情緒。積極，有建設性的言論，話題卻

付之闕如，這樣的發展實堪憂慮。

    有些政治上的疑點，卻無人談論關注：誰人有權力及資源去揭發一些官員十數年前的違規事

項？其目的何在？為什麼一些不被民眾歡迎的人物竟能當選議員？誰人在背後種票？做假票？賄

票？要花多少精力及財力才能達到票數効果？為何有些人及團體肆無忌憚「違法」破壞，政府竟

不予取締？政治是醜惡的，背後陰謀很多。處身其間，人不被污染，不犯過，幾稀矣！

    從互爆醜聞中，發覺各人背後皆有見不得光之事。就是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也會被揭發的

醜聞敲碎了。霎時間，彷似世上沒有一個好人；霎時間，整個世界變得醜惡，沒有值得信賴的事

物。再看看各種果報、慘報，便知道理所當然，誰敢說沒做過傷天害理之事？恐怕做了也不自知！

    突然間，人民的要求很像提高了，心目中的官員，領袖，不單要工作能力高，且要清廉，品

行好，關心民眾如「父母官」，更要全身奉獻，終日奔波，為人民謀幸福，不貪財，任勞任怨。

總的來說，不吃人間煙火。似乎要求有點過份，但不要求可以嗎？沒有誠信的官員，如何能為民

効力；充滿煩惱，污染的領導者，如何能為人謀幸福？

    數千年，大眾渴望賢王治世，人民安居樂業，天下太平，人不再需要像原始時代般互相殘殺

，討伐，但歷史中靖平之日子寥寥可數。人必須認命，安住於不穩定，鬥爭，不完美中。

    佛教對賢王治世，人民安居樂業亦有所期待，因此有轉輪聖王之說。轉輪聖王具足威勢，有

四種福報治世：1.大富大貴，天下第一。2.形貌端正，具三十二相。3.身體健康，安穩快樂。4.

壽命長遠。轉輪聖王出現時，天下太平，人民安樂，沒有天災人禍，天下一統。

    典型的轉輪聖王理想世界是彌勒佛出世時，世界昇平，人民奉行十善，人壽八萬四千歲，彌

勒佛繼釋迦佛後，龍華樹下三會說法，度無數人，身、心皆安穩，那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大同的

世界、淨土的世界。所以說，地上有二寶：一者覺者，二者轉輪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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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輪聖王  提舍

      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

是即具足(戒)。」                               維摩經――弟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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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大眾渴仰的世界是仁王治世的轉輪聖王世界，大眾希求的政治家是佛教徒，奉行十

善，無欲無求，身心奉獻。佛徒參政必須受持菩薩戒，以饒益有情為目的。因此，最好的政

治家應是佛徒；好的佛徒，必定是好的政治家，必被選出。

    作為人民，我們是否祈求轉輪聖王出世，仁王治國，坐享太平呢？是否只知要求，爭取

？可有奉行十善，發揚十善？只有自身奉行十善，才能感得輪王治世，佛出世間。這是因果

關係，福報問題，光是嘴巴要求，埋怨，東西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理想的世界不須渴求，只

要實踐，必能達到。

    但這些這些，皆如夢幻泡影，不必執著。佛教最高的境界是看破一切，不取不捨，真能

做到，皇位也不希罕，走去出家，比轉輪聖王更了不起。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托孤

    
    「她十六歲那一年，被母親帶至我面前，母親紅了眼道：我家境困難，必須尋找出路，

我急需找錢，已無暇照顧這女兒，請代我照顧吧！我細看這少女，沉默清靜，猶帶純真儉樸

，卻透著鬱鬱不歡。她母親繼續慫恿道：別看她年紀小，可辦事能力很高，學習很快，一定

能幫助你們。我可沒想什麼，只本著佛家慈悲為懷的精神，將她收容。」老師父望著不遠處

一位女子回憶道。

    女子年紀雖然不大，可圍著她的老少人羣，卻唯唯諾諾，必恭必敬，但見她嘴巴不斷分

配工作，雙手東指西指，幫忙解釋。當見到老師父時，卻安靜下來，深深鞠躬，眾人亦隨著

她靜下來敬禮。老師父微笑還禮，看著她們漸漸遠去。

    「當年她母親離去後，很久才來一次，每次來都向她女兒索錢。」老師父續道：「最初

的日子，她一句話也沒和人交談，亦沒有哭過，不吃不喝，終日躱在房裏，每個見到她的人

都知道她不高興。很多善心人不斷接觸她，向她開解，說佛法因果，要帶她到處去散心，皆

被她斷然拒絕，絶大部份時間默然不語。眾人拿她沒有辦法，更擔心傷害愈深。最後驚動方

丈和尚，走進她房間談了一盞茶時份後離去。從此改變了她一生，整個人活躍開朗，積極進

取，樂於助人，樂於工作，寺內大小事務，在她悉心打理下，變得井然有序，更具規模。最

後，全寺上下全倚賴她照顧，她彷似觀世音菩薩，千手千眼，慈視眾生，救苦救難，沒想到

照顧她反被她照顧。」

    「方丈和尚對她說了什麽話，竟令她完全改變？」一位小孩好奇地問。

    「眾人皆如你般好奇，千方打聽，卻問不出過緣由，我也不知道方丈和尚對她說了些什

麽，我也好奇想知道。」老師父雀躍道：「方丈和尚更悄悄預言她將來會出家，幫忙更多的

人，包括寺外的眾生。拯救無數世人。」

    「那豈不是觀世音菩薩！」一位小孩概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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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普賢菩薩勸發品

    這天，市集中的法華會上圍觀的人特別多

，寶唱法師道：「今天是最後一天唱演，明天

我們將往他鄉去，不知後會何期！」

    「我要再聽法華經，我要再聽法華經。」

一個小孩嚷道：「我很遲才到來聽，前半部沒

有聽到，我可不依啊！」

    「佛曾告普賢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

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為

諸佛護念。二者、植眾德本，即修習大乘法，

行菩薩道。三者、入正定聚，即一真常住，心

得自在到不退地。四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即發菩提心。普賢菩薩於寶威德上王佛國，遙

聞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無量無邊百千萬億

諸菩薩眾共來聽受。」寶唱道。

    「普賢菩薩分三品對象而勸導。」寶通法

師道：「下品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受持

是經典者，除其衰患，令得安隱，使無伺求得

其便者。中品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普賢

菩薩乘六牙大象王，與大菩薩眾俱詣其所而自

現身，供養守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

故。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我

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得見我身，即

得三昧及旋陀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如是等

陀羅尼。上品若後世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四眾

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於三七日

中一心精進，滿三七日已，普賢菩薩當乘六牙

大象，與無量菩薩而自圍繞，以一切眾生所喜

見身，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亦復與

其陀羅尼咒。」

    「普賢神通之力，使菩薩得聞是陀羅力；

普賢威神之力，使閻浮提有受持法華經；行普

賢行之人，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

如說修行，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善根，為諸

如來手摩其頭。」寶唱法師接道：「若但書寫

，是人命終當生忉利天上，八萬四千天女作眾

伎樂而來迎之，若有人受持、讀誦、解其義趣

，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墮惡

趣，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若有受持、讀

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1.是人

則見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為釋迦

牟尼佛手摩其頭，佛衣之所覆。2.不復貪著世

樂，不好外道經書手筆，亦復不喜親近其人及

諸惡者，有正憶念，福德力，不為三毒所惱，

能修普賢之行，不久當詣道場，破諸魔眾，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若有供養、讚嘆之者

，當於今世得現果報。但輕毀者，出其過惡若

實、若不實，皆得惡病，殘缺。是故見受持是

經典者，當起遠迎，當如見佛。說是普賢勸發

品時，恒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得百千萬億陀羅

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諸菩薩見普賢道。

    法華經至此圓滿結束。    

    六道生死，川流不息，苦不堪言。容易對

人生、未來絶望。

    法華經宣示佛壽無量、智慧無限，以方便

力拯救一切眾生。開三顯一，開迹顯本。然最

終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法華經的偉大在帶來希望，雖然經歷漫長

歲月，在絶望中肯定未來必能成佛，彷似黑暗

中見到光明，絶處逢生。法華經遙遠的呼喚，

縈繫無盡希望，但只要真誠發願，一心向道，

法華經的救贖，神通自在，卻近在咫尺。

    法華經經義無盡，護持，勸誡流通無盡。

未來世某時空下定會再續前緣。

    南無法華會上佛菩薩，南無法華會上佛菩

薩，南無法華會上佛菩薩。」

    孤女須曼唱道：「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

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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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新出家的信  寂慧

          

    恭喜你排除萬難，終於出家了。

    可是時光飛逝，轉瞬已一年，你仍踟躕躊躇，不知何為。本應豪情壯志，荷擔如來，無

奈千般不是，所有想做之事，沒法開展，整個環境改變了，抽象難捉摸，摸不著邊際；一時

身邊的人消失了，孤單一個；一時生活拮据，生活困難；一時難與人相處，棲身無著。別說

鴻圖壯志，就是基本生活也成問題呢！回顧過去，甚至比沒出家時更糟。

    你乾著急，害怕無目標無方向的每一天，但也不能馬虎敷衍，隨便做一些不如法的事，

推搪度日。當初要出家時，勇往直前，立下無數大願，甚麼出生死海、普渡眾生，深入經藏

、遠離塵俗等。傲視獨行，如今見人便躱，顧左右而言他，常自謙新出家，什麼都不懂，等

待教導，等待接濟，現實與理想差距如斯大，你徬徨驚訝，愧對從前的親朋，無面目往回走

，無面見故舊相識；你愧對信施、師長，要將責任諉過。害怕蹉跎，再這樣下去，恐怕將生

命與壯志消磨，墮落沉淪。

    我不知道你的抱負，但請先放下理想，盡份作一個出家人，站穩脚步，從基礎出發，去

實踐理想。每個人皆有一套基本技能，律師、會計師、醫師等都有一套基本常用的技能，作

為宗教師，你也應有一套常備而能利益他人的佛法，隨時隨地拿得出來。因此，我建議你趕

快學會以下事項，無論在何場合皆能安住：

    自利方面，我建議你1.修學戒律，這是長期的功課，甚至耗用畢生去研究，對己能知所

規範，知所行止。2.讀經論，深入經藏，自能做到智慧如海。3.認識各種修道方法，八萬四

千法門能夠瞭解，自能讓自己挑選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法門，終生或是多生修持，更可指導其

他人修持各種法門。

    在利他方面，你必須學會1.授三皈五戒，這是對在家人，信眾的責任，帶領社會大眾進

入佛門是很重要的。因此必須學會儀軌，當然對三皈五戒的意義應能懂得演繹。2.唸經，做

早晚課，可帶領每天的功課，不致讓每一天白過。唸心經，可為信眾消災或祈福，讓眾生幸

福。唐玄奘大師遇到危難時，總是唸心經度過苦厄。3.心理輔導，作為宗教師，最大的貢獻

不是金錢，應該在心靈方面，使眾生心有所安。4.說法，佛陀最偉大之處在說法，身為佛子

理應仿傚，對不同對象，身份的人，各有特色，竅門針對，利益勸導。因此，應深入經藏，

從佛法中抽出不同的法去對應。不同的對象，如小孩、老人、年青人、商人、婦孺、富者、

病人、死人，應有所準備，隨時作出恰如其份的說法。此外，應熟習講解心經，因心經膾炙

人口，文字簡短，義理深奧，可作長篇大論或簡略的演繹，適合不同的場合。心經更包括佛

教的基本義理，可說是最好的入門及概論。熟習後可應付不同場合的需要。

    這些出家者的基本功，亦可以是普渡眾生的大願、理想。能恒持將會是充實、忙碌而有

意義的人生。



5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盡此一報身

    一位婆婆抱著小孫子走進店內，向懸掛著

的佛畫參拜。小孫子匆匆拜過後，掙扎著溜到

地上，到處嚷叫跑動。婆婆從口袋裏拿出零錢

，教導小孫子放進捐款箱內，口中唸唸有詞，

為家裏各人祈福。老頭子問婆婆道：「你可有

帶小孫子到佛寺去參拜？」

    「佛寺皆在郊外老遠地方，我那有精力抱

他去呢？」婆婆解釋道：「他父母偶爾也會帶

他去，我定為他們預備零錢往捐獻。不過，我

還是喜歡帶他到這裏來，因離我家較近，沒有

那麼辛苦。他也特別喜歡這裏，可以四處跑動

，這裏比較清靜，不會打擾別人，偶爾亦有客

人逗他玩哩…」

    婆婆不斷訴說著小孫子的日常鎖事，津津

不停。老頭子勉強回應，雖顯得不耐煩，可婆

婆沒察覺。

    一位老年讀者走過來，要求老頭子代找書

本，老頭子如釋重負，跑到遠處找，借故避開

婆婆，老年讀者隨即要求代找另一本書。老頭

子答道：「你找這些書不但冷門，且是多年前

的出版物，已被淘汰，恐怕無法找到。」

    「這個我知道，但是愈古愈有價值，愈古

愈有份量，你們無論如何都要續佛慧命啊！」

老年讀者執意堅持道：「我就是喜歡這裏清靜

，書本內容豐富，再不想到別的地方去，待在

這裏游心法海，不知老之將至，真是人生一大

樂事。有什麼地方能夠如此低消費卻趣意盎然

？有什麼地方能這樣充滿智慧？別怪我賴著不

願離去，就是罵我也要釘在這裏啊！」

    一位教授從外走進，對著老頭子道：「我

那本著作最近銷路如何？你們可有大力介紹？

我那張特大海報，為什麼不貼出來？存貨夠嗎

？讀者反應如何？……」

    「你那本書最近銷路不太好，因為已出版

多時。但整體來說，同類書中，你那本書已屬

暢銷書。你可知道很多佛教書，十年也賣不出

一半呢！」老頭子安慰道。

    「有那些書是暢銷的呢？」教授好奇問。

    「我曾說過佛教書根本沒有暢銷書，你寫

的這本書銷路應感到自豪。」老頭子雀躍道：

「你還會繼續寫嗎？什麽時候出版第二本著作

，好讓我們多賺點呢！」

    「我的第二本著作快完稿了。」教授興奮

道：「但如此低價你們賺得了多少呢！可是我

也不願書價定得太貴。畢竟沒想過從中謀利，

只要有人看，知道是我寫的就足夠了，我到處

演講並推介，你們亦要多努力啊！」

    教授離去後，老頭子自言自語道：「每天

忙進忙出，應付煩瑣的工作外，更要應付不同

的人，滿足他們的要求，可是薪水卻如此低微

，真不公平啊！」

    冷不防一位出家人從背後道：「如此繁忙

的工作，真是一個異數，君不見很多商店皆無

如此景象，遑論一家佛書專門店。你應感到自

豪，更要努力服務眾生，服務聖教。別埋怨，

如此景象必是諸佛菩薩的旨意。你應常懷歡喜

心，敬業樂業，盡此一報身，萬事自有其因緣

的安排。這是一次去除我執，去除自我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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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最偉大之處  寂慧

    佛陀最偉大的地方在那裏？是否他的神通

？雖然神通令人目眩，嚮往，但神通不能改變

命運，副作用也大。那是否他的求道歷程？求

道當然忍辱、精進，為了對人生、現實不滿，

努力尋求解決之道，但只側重自我。那是否他

的自證？佛陀的證悟，驚動天地，震古爍今，

但阿羅漢及其他證悟之人無數，沒有什麽獨特

之處，且嚴格來說，與其他人無關。因此，佛

陀最偉大的地方在說法，向不同的對象說法，

包括男女老幼、貧窮、富有，上至國王，下至

販夫走卒，乃至六道其他眾生，遠近眾生，乃  

至無限時劫後的眾生。而佛陀的說法，導向解

脫、離苦，乃至成佛。直截了當，不節外生枝

，不作無謂的戲論。佛陀最偉大之處，亦是我

們仿傚學習之處。

    佛陀證悟後曾考慮入涅槃，因法義甚深，

眾生不能理解，大梵天請佛住世，請轉法輪才

開展了影響深遠的說法事業。可見說法何等重

要，何等珍貴，何等甚深，很不容易！

    佛陀遊行於恒河兩岸，終其一生，除了日

常生活外，大部份時間都在說法，有指導弟子

的專精修行，有大座講經，有即時隨方隨分的

開示，皆精闢實用，對應眾生的根器，卻產生

立竿見影的効果，去除眾生的苦惱，疑惑，乃

至開悟。三言兩語，甚至可令人遠離塵垢，得

法眼淨(那些已是久修之士)。利益無數人，對

象遍一切處，包括國王、大臣、貴族、長者、

兒童、外道、販夫走卒、農夫、賤民、妓女等

。由初轉法輪，直至入滅前一刻，從不放棄任

何說法度眾的機會。白天說法，月下也在說法

。入滅前，遺教弟子以法為師(注意：律含法

內)。法為佛教的核心，命脈，因此有「法在

佛在」之說。深入經藏，說法度生，薪傳萬代

，是不二的法門。法為尊，法為上，如何繼承

佛陀最偉大之處，亦是我們人生最偉大之處。

    啊！你躺在棺中的人

    光陰在指尖溜掉

    你躑躅街頭

    閒聊度日

    自以為享受人生

    卻是蹉跎

    啊！你躺在棺中的人

    生命就如此過去

    你終日營營

    竟一事無成

    自以為成就大業

    卻是蹉跎

    當知一粥一飯

    得來不易

    如是因，結如是果

    福緣耗盡，該如何？

    下一生

    莫再自欺更欺人

    蹉跎度日

  蹉跎歲月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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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燭殘年  浮浮生

    已九十九歲了，死亡當不會遙遠，現在什麽也不重要。

    剛傳來噩耗，大兒子今早在醫院病歿，本不應該難過，他也七十多歲了，死亡是自然現

象。但無奈心中仍是很難受，每想起白頭人送黑頭人更錐痛。我強控著情緒，不去左思右想

，以免傷害健康。保持愉悅的心情，不作任何影響身體的行為很重要，這樣才能延長壽命，

度過一百歲。

    突然覺得很冷，最近間歇性突然覺得冷，且驚慄，但不知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不好的現

象。常感覺站在高處，無人扶持，朋友愈來愈少，身旁皆是年青後輩，到來的人總是報告，

問決定。

    相識大多已離世，有些離去前已驚動，有些離去也不知道，只是偶然發覺，漸漸連後輩

也悄悄離去。偶然感到孤獨，很想找人傾談，很想詢問如何作決定。無奈所遇之人對我皆很

敬畏，唯唯諾諾，很害怕他們帶來訃聞，很冷。

    已九十九歲了，死亡當不會遙遠，現在什麼也不重要。

    曾孫小孩少不更事，常問我：你年紀那麼大，一生中可有殺過人嗎？

    很累，剛小睡醒過來不久，何以如此疲倦？最近間歇性地感到疲累，似乎是不好的現象

，最怕是一睡不起，無法度過一百歲。

    我可有殺過人？上世紀我經歷了反日戰爭，國共內戰，大飢荒，文化大革命，死人無數

，殺人算得了什麼？死算得了什麼？如何正常生活，讓家人正常生活才最重要。因此，帶領

過百人偷渡去香港，追求富裕、安定、自由，是我一生中最叱咤之事。百多人中，包括了我

義兄的嫂子及幼兒，攀山涉水，捱飢忍凍，逃避香港公安，猶如三國時代的關雲長，亦如出

埃及記的以色列建國。當時兩首世紀之歌鼓舞著我們，帶來無窮力量，一首是雄壯的Exodus

，第二首是充滿憧憬的Over the Rainbow。偷渡逃亡中，有血有淚，有義亦有反叛；有捨己

為人的偉大之舉，亦有自私，唯利是圖的無恥之人。不過，都俱往矣，消失在歲月中，再無

是非、恩怨的感覺。最後，這些將不復記起，就像從沒有發生過。

    已九十九歲了，死亡當不會遙遠，現在什麽也不重要。

    曾孫女很可愛，常問我一生可有刻骨銘心及憾事。

    一陣陰風吹來，室內空間密封，不知風從何來？陰風是否寓意死亡迫近，我要努力保護

自己，一定要活過一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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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中三段婚姻正是刻骨銘心事，亦是人生中最遺憾之事。第一度婚姻年少氣盛，雙

方海誓山盟，常將情愛宣諸於口，無盡承諾，無限關懷，信口雌黃，世界變得渺小。一個經

濟風暴襲來，貧賤夫妻百事哀，不歡而散。可說是因誤解而結合，瞭解而分開。經過一番風

雨，對人生，對愛情，可說有深刻體會。第二段婚姻是平淡深刻的，充滿和諧，甘味，無奈

幸福苦短，愛伴因病去世，留下無盡遺憾。本沒有打算找伴侶過餘生，卻在神推鬼擁下開始

第三度婚姻，再沒有激情，沒有期待，只是找一個伴，共度孤寂的日子，尚算和諧愉悅。可

是最後經歷老，病，死，先我而去，最終仍是孤單一個，兒孫不是對我不好，只是他們有自

己的世界，自己的煩惱，自己的忙碌，如何忍心增加他們的負擔，況且大家總有一重無形的

隔閡。沒想過自己的一生會如此，亦不是自己的意願，雖不激烈，也不平淡，不管接受與否

，已成過去。曾有一小孩得知我年逾九十九，好奇問如果能再活一次，我會否重演過去的人

生，我不禁啞然，過去的喜怒哀樂，是否值得留戀？這無奈紏結的人生，是否值得重演？另

一次人生，會有很大差別嗎？難道輪迴就是如此，一次又一次，一生又一生，無盡的重演？

那有何意義，纏繞不清，揮之不去，無意義的爭執，多生多世的折磨，不感到勞累嗎？想起

也感到心寒！聞說佛家常強調輪迴過患，且有方法脫離，我真要深入探討，早日擺脫。

    陰風吹來，昨夜我夢見與一羣親友歡宴。乍醒過來，才驚覺他們早已過世，這不是好的

徵兆，現在什麼也不重要，我一定要活過一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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