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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當了半年特首，本想有一番大作為，無奈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不知從

何做起，加上多股惡勢力的搗亂，使我惶惶不可終日，一些粗暴的議員，終日謾罵，小題大作，

不單使我厭煩，就是我的團隊亦意興闌珊。另一方面，那些黎民只管無盡要求，更要與我見面對

話，說什麼要我親民，可是只管拐圈子、吐苦水、發洩，話匣子一開，沒完沒了，我如何吃得消

。我的團隊也抱怨光是親民及為政策解畫已浪費了他們大半時間，加上被破壞份子怒罵、搗亂後

，如何再有時間及精力處理政務。再者，我的手下二三十年前的貪小便宜，違規，竟被別有用心

的人查出來，窮追猛打，無人讚賞他們的政績，卻在鷄蛋裏找骨頭，如此下去，誰願出來真心辦

事。我已多次提點團隊，小心個人行為及利益衝突，無奈冷箭不斷射來，使人防不勝防，敵暗我

明，只有乾捱襲擊。我的確低估了現實環境的複雜，亦小看了問題的難度，原來問題一環扣一環

，紏纏難解，例如交通費高昂，本想打壓公共交通公司，降低費用，卻發覺油價竟是全世界最昂

貴；最低工資及各種員工福利等亦令成本大增，很多公司已無利可圖，正待申請加價，要解決無

從做起。

    匆匆半年過去，一事無成，剩下的四年半光陰可預見飛快溜掉，縱使有心効命亦覺時不我予

，連任並不樂觀，過去的豪情壯志已消磨掉。該如何把握這最後機會，在四年半中有一番作為，

揚名立萬。再不敢如當初般奢望將整個香港改變，如今該謙卑踏實，努力做出兩三件政績示人，

還望有機會連任。

    首先，我要保持政治領導者的風度，常帶笑容，處變不驚，笑罵由他，本著誠實，全心全意

為民効命的心意，何必管他毀譽或是將來的成敗得失！此外，我將儘量減少親民活動，專注工作

，這些親民活動不但浪費時間，且令我心念向外馳，不能將專注力集中於工作，我要實實在在的

做出成績來，而不是應酬賣乖。當然，我的團隊亦應跟著我走，拿出成績來，再不要虛偽敷衍，

否則留在家裏享清福算了，何必站出來讓人咒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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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謀獻策之    提舍

   假如我是梁振英(一)

      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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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解決自家大宅僭建問題，拖著這條尾巴可大可小，浪費了我很多時間、精神，

卻仍未解決，本來我的大屋是私人物業，一點點改動是個人事件，毋須弄至如斯煩惱，只要

不涉及安全、侵損他人、圖利等，應有自由作小量改動去迎合家居工作，無奈敵人借題發揮

，咬著不放，我每天在家裏的時間只限於睡眠，其餘皆在外，如何有時間打理家居，更遑論

僭建細節，政務已令我頭昏腦脹，如何記得大宅購入時的細節，我最怕別人提起多年的陳年

舊事，常記錯卻讓人誤會說謊。雖然身為專業測量師，但已很多年沒有鑽營，如何追得上日

新月異的建築條例。況且當年讀書成績根本不佳，也不是這方面的材料，常走課遊玩，靠強

記出貓，千方百計才考得上這牌照，怎能拿來應用呢！我外表雖精明，其實很多小事細節皆

糊塗，大情大性，不拘小節，是我的個性。我真的沒有說謊，隱瞞，只是神推鬼湧，陰差陽

錯才弄至如斯田地，最要命的是手下比我更糊塗差勁，再不能拖延下去。我決定找屋宇署的

人到來，詳細檢視，快速紏正違規事宜，徹底解決事情，也不管美觀實用與否，只要符合標

準，儘速「攪掂」算了，反正我在家裏的時間不多。本來如此簡單的事情，為何弄至此我也

說不上！

    雖說尚餘四年半時間很長，但我知道稍一不慎，時間會為一些小事而悄悄溜掉，如果三

年半時間內無法做到一些實質工作，最後一年將回天乏術，難有作為。因此，只有三年半是

黃金時間，再不敢妄想來一個大改革，該實際一點，全力做些關鍵性，影響深遠，「名垂千

古」的工作，縱使只能做一兩件也是值得的。只要在基本關鍵處打好基礎，日後要進行大改

革，或是其他政務，乃至連任將變得容易。如果這些根本性做得好，其他很多問題，困難將

迎刃而解，或是自動消失。亦即是說做得好，整體將快速回復正軌，事情很快解決，順暢；

否則困難將變本加厲，更多問題隨即產生。因此，決斷、快速正對、實事求是是必須的態度。

    社會的眾多怨言，敵對，皆來自民生問題，基本民生問題不解決，自然產生反抗，破壞

，煩惱無盡，很多虛假問題，意氣之爭亦借故產生。香港弄至如此貧富懸殊，壟斷在一小撮

人手上，不產生暴亂已是萬幸，可見港民是「怯懦」、「順民」，不難治理，但也不能讓此

延續下去。民生在衣、食、住、行，衣服尚算便宜，且可多年應用，不需多管；食品選擇眾

多，價格尚算合理，也可不管；行包括運輸、交通、燃料費用高企，需設法改善，但其形成

由多個原因，如燃油壟斷，地價高昂，薪金高企等，不能解決於一時，且不是迫切性，因此

暫時放下，給其他局長處理；住卻是最關鍵性煩惱之源，高地價是每個繁盛地區必然趨勢，

必須壓止，這問題由來已久，原始人居無定所，慘遭襲擊，唐朝杜甫慨嘆文人沒有棲身之所

，想不到現代化的都市竟變本加厲，產生不人道的劏房、棺材房等。高地價除了先天性外，

更是政府輕鬆的高收入來源，加上地產商的推波助瀾，巧取豪奪，甚至犯法，賄賂，髒手段

去謀利，上下交征利，如何不弄至社會傾斜？我最討厭手下常將「出招」二字掛在口頭，這

意味問題已發生，甚至嚴重，才須出招，是被動性，補救性的修補，應在問題未發生或是剛

發生時立刻對治，而不是千萬人慘遭蹂躪後才出招，且出招的目標是不讓它惡化，而不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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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前的合理水平。我也弄不清是手下無能，還是受到地產商的壓力，乃至官商勾結，做出

這些似是而非的行為。

    要解決住屋問題，應從多方面入手。先將土地劃分，大部份用地劃作民生用途，小部份

用作投資、炒賣。比例大概十與一之比。民生方面當然有港人港地，公屋、居屋，並將價格

限制在港人入息負擔之內，入息負擔即入息中位數、住屋開支比例等。私樓方面可讓其自由

發展，但不能囤積，一定期限內必須發展，否則罰款。投資、炒賣可撥出市區旺地、豪宅、

山頂豪宅、別墅等，外來投資，不應自絶。民生用地則在市區邊緣，新開發區等。

    土地開發有多方面：1.移山填海，但不要在維港內。2.發展新界土地。3.收購深圳土地

。4.發展離島(包括大嶼山)。

    香港土地的發展，有一個不健康現象，就是過度集中在市區小部份區域內：油尖旺及灣

仔、銅鑼灣區，很多人一窩蜂擁到這些區域襯熱鬧，不管店舖及住宅，皆被爭相搶奪，因此

，必須在其他區域發展，使社會均衡。可是，打做一個市區中的市區絶不容易，必須交通方

便，店舖齊備，活動吸引，聚會及社交的經常性地點等，這個可聘請盛志文主持。憑藉他的

經驗，定能創造一番景象。

金剛經中的實相  賢護

    何謂實相？

    實相即真實的事物、狀態、存在。在凡夫

看來是實在的，不變的。

    在佛及證悟者眼中是無常，無我的，不真

實的。故是非相。兩種看法分別很大，甚至相

反。

    「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

說名實相。」

    這是金剛經裏的經文，其核心處是非相，

這是最高的真實，所謂實相者即是非相，能夠

領悟這點，整部金剛經就可明了。整部金剛經

在重複及從不同角度去闡述這核心。因此，不

妨多加思惟，細心觀察，深入了解這核心經義

。待弄通後，其他自能融會貫通。

    真實的事物，即是虛幻，不真實的，所以

如來說名為真實的事物。因看破實相是非相，

才敢說是實相。非相，亦是最真實的實相。

    「是實相者，即是非相」，實相者，實想

也，智慧之想，般若之想，能見諸相非相。如

何才能生這真相――般若之想呢？必須信心清

淨。般若甚深法門，除了要有智慧外，更要有

信，才能擺脫無明，信是清淨的信，證信。出

離心、樂法的信。此信心清淨，從何而來？從

得聞金剛經而來。因此，得聞金剛經，信心清

淨，而生般若智慧，當知是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一切諸相即是非相，世間相皆虛妄不實，

這是可以體會的。但出世間的莊嚴佛土、三十

二相、第一波羅蜜該是『實相』，實在的吧。

然而，金剛經裏一概否定，不管世間法中的微

不足道微塵乃至出世間法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皆是非相。無分凡聖，金剛經裏多番述說

，多處提醒，諸法離相不可得，無可取，無可

說。

    這些都是認知上的理解，與證悟的體驗仍

有一段距離。然而，沒有認知的話，修持將更

遙遠。



4

老人院探訪  小草

       老有所依

    來到老人院，法師對著圍坐的老人家道：

「各位公公婆婆，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過的

人生階段。年老了，自然需要人幫助，需要依

靠，這是每個人都渴望，籌謀的，因此有養兒

防老，積榖防飢之說。老有所依，依靠什麼呢

？不外色身與心靈兩方面，色身在老人院內已

有好的伙食，各方面的照顧，毋須擔心，只有

心靈方面才最重要，亦是根本之道。心靈方面

，需要別人的關懷，需要確立自我，肯定生存

的價值，人生的目標。因此，如何活得有意義

，如何在老年積極開展人生，乃至貢獻社會，

是我們應該努力的。別認為年老便無所作為，

將自我設限，應抱著能做一分，就是一分的貢

獻，能做多少就是多少，不必計較，做就是對

，能奉獻多少就是多少。

    那麼，我們依靠什麼呢？我們能做些什麼

呢？我們如何才活得有意義呢？

    我們能依靠子女嗎？現今年輕人負擔特別

重，他們要養妻活兒，照顧生活、工作，且要

不斷學習各種技能，社會上日新月異的規則，

小心各種合法、不合法的陷阱，才能生存，還

要教導子女成長，謀生，如何做人等，忙得不

亦樂乎！如何有暇照顧我們呢？我確信他們一

定有心，只惜無力！我們能依靠老人院嗎？我

們的起居，日常生活已得到妥善照顧，已令他

們疲於奔命，如何能照顧我們心靈方面呢？這

也不是他們的專才，亦無這方面的相應！我們

能依靠政府嗎？政府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無

從入手，無從交託，無法落實，如何可以依靠

呢？但是他們亦有多方面的政策幫助、照顧老

人家，只是在心靈方面太遙遠了！可以肯定社

會上及個人方面，大家都很關懷年老者，只是

有心無力，障礙重重。

    那麼，什麼是我們可以依靠，應該依靠的

呢？三寶，三寶是我們究竟的皈依處。三寶就

是佛法僧。為何三寶可以依靠呢？因為三寶是

過來人，經歷了生老病死，修行，並找出離苦

得樂之道，更發願普渡每一個受苦之人。他們

的經歷，發心，當然值得我們信賴，依靠，如

果我們不跟著他們的步履，在人生路上走，還

可以跟從什麼呢？

    當我們老弱時，要懸念三寶；當病痛難堪

時，要懸念三寶；當快要離世時，更要懸念三

寶；孤寂時，也要懸念三寶。可以說，無時無

刻，任何環境下，你們都要懸念三寶，三寶是

你們真正皈依處。因此，未皈依者要趕快皈依

，更要積極依循。修持方面，每天該定時做早

晚課，讓每天皆有目標落實，讓每天有意義。

此外，更要隨自己的環境專修，專修最好的方

法應是念佛法門，可以口念，亦可以心念，無

時無刻的念，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可以什麽

念頭都不起的念，亦可以觀想佛的功德而念。

佛誕，齋期等，可以選擇相關的方式修持，如

拜懺、普賢十大願等。

    當你們找到皈依處，人生積極有意義時，

別忘發菩提心，幫忙其他人。首先，你們要關

懷，慰問，照顧其他院友，他們如同你的親人

，朝夕相對，如何能不相親相愛。其次是老人

院內的工作人員，他們每天面對繁忙的工作，

實需要我們在精神上的鼓勵，此外，能力所及

，應好好照料自己，別讓他人為自己操勞，最

好能多幫忙其他人，發揮自己存在的價值。這

些這些，皆是『消極』，不究竟。最積極莫如

努力修行，才是自利利他的最佳方法。或者以

自己所知所學，為他人說，亦會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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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影片

          

    一位身穿運動裝的青年人，背著行囊，攀山越嶺，穿過叢林，來到大嶼山的一所佛寺前

停下來，偌大的佛寺破落清靜，很久仍沒有人走出來，顯得特別冷清，青年人推開大門走到

大雄寶殿內，見到一位老年出家人對著巨大的佛像虔誠誦經。不多久，誦經完畢，青年人心

安定下來，悠閒地隨老年出家人參觀，然後走到禪堂中，仿傚出家人坐禪，爐中點燃一根香

，香燒完後，青年人從禪坐中站起來，舒伸兩手，滿足地跟著老年出家人轉到客堂，慢慢品

嚐奉上的香茶。

    老師父與眾小孩圍坐觀看影碟，陳舊的影碟畫面開始不穩定，色澤亦開始褪變，背景音

樂是典雅的古箏，一音一音地慢慢彈出禪意。旁白開始時，介紹青年人從繁華的鬧市走到人

跡罕至的深山避靜，然後老年出家人懷著「有朋自遠方來」的心態接待，熱誠閇示佛法。旁

白繼而數說著宗教界的困境，各宗教雖有眾多產業，惜無人打理，無人繼承，出家人難見，

沒有人願意去出家，基督教及天主教亦如是，神職人員後繼無力，同樣遇上困境。旁白預言

數十年後各宗教將式微，瀕臨滅亡。更抨擊各宗教固步自封，遠離民眾，遺世棄言。

    「宗教本應清淨無染，遠離繁喧，才好修道，否則與世俗同流，如何超脫？」一位大女

孩概嘆道。

    「可是宗教脫離民眾，必定被遺棄，亦無以為繼，最後定會滅亡。既要清高，也要生存

，真難兩全其美！」一位大男孩道。

    「沒想到短短數十年光景，佛教竟展現大變天。」老師父感慨道：「當年瀕臨滅亡的危

機一掃而空，很多人跑去出家；佛學社，寺院，道場紛紛成立；佛教活動充斥，到處有人談

論人生、宗教、輪迴、因果，傳媒不時報導佛教消息，追蹤名人，明星學佛，乃至出家的過

程。甚至有人利用佛教去出名，求利。在可見的將來，可預見更多人出來巧立名目，謀財害

法身慧命，當中甚至有出家人，或是正信的道場。隨著社會繁榮更變本加厲。沒想到從困難

中掙扎數十年的佛教，卻要面對諷剌的興盛危機。」

    影片即將結束，大女孩突然驚呼道：「啊！影片中的青年人為什麼那麼酷似老師父？」

    老師父默言微笑，繼續觀看影片。大男孩接口道：「對！那確是老師父，當年有感佛教

式微，決心出家，發心中興佛教，利益人天。」

    「我們何時再拍攝另一齣影片，好讓佛教再變天，驅除所有牛鬼蛇神！」大女孩自言自

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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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經之營之

          

    兩位婦人在書店內爭抝，其中瘦婦人道：「我們中心辦的活動最多，各方面的活動都有

，可說老幼咸宜。拜佛，學術性展覽等，一應俱全，參加的人數亦最多，冠絶全港，堪稱得

上改變別人一生。當然，我們也做得很辛苦，功德最大，每年年報都有詳盡仔細的報導及統

計數字。」

    「光在表面做功夫，在數字上堆砌有何用，參加的人能受益多少？最要緊是質量，這些

走馬看花式的活動，嚴格來說只能當作康樂活動。」另一位胖婦人不服氣道：「我們中心雖

然活動不多，可每一項活動皆有名人主持，每一個參加的人都很禮貌安靜，不會吵嚷趁墟般

。場面當然莊嚴攝心，每一種佈置都是精心設計，花費不菲，有如諸佛淨土，這才真正是改

變他人一生的地方。」

    老頭子店員安撫她們道：「這些年來各道場積極活動，各出奇謀，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

現象，確是佛教之福，你們功勞很大。信眾有限，信施不多，各道場的艱苦經營，有目共睹

，希望你們繼續努力，為眾生効命。」

    「不管如何艱苦，我們決不會販賣如來，不會作任何買賣，不會如世俗般讓骯髒的金錢

污染。」瘦婦人理直氣壯道。

    「利是萬惡之源，金錢是利的頭號助手，碰不得，碰不得。」胖婦人附和道。

    「每個道場皆努力經營，雖然很多有聲有色，但寂寂無聞，毫無起色的亦不在少數。各

人皆知道必須有魄力的住持去經營，不但因應自己的資源及規模，更要迎合大眾的口味。每

年勞心勞力，規劃不同的活動，去吸引信眾，才能保持一席位，才能算得上是一個道場。但

各人俱知道這些努力背後，必需有足夠的金錢去支撐，否則只能光說，無法成事。很多不死

不活的道場皆因經費不足，賺錢能力不夠才弄至如斯田地。因此，可以說沒有一個道場不在

這方面鑽營，就是嘴巴說得如何偉大，心內卻是千般謀算，只要細心觀察，它們的活動，宣

傳，字裏行間，都忍不住透露出來。」

    「你們開宗明義收取書款，讀者付費購買書本閱讀，公平交易，沒有什麼不妥，我支持

你們。」一位年輕出家人在旁插嘴道：「我最看不起那些心裏專打別人口袋主意的虛偽人。

普門品中觀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而示現何身。就是婆羅門婦女身或童男童女身或人非人身皆

會示現，更何況示現商主身！因此，不要隨便批評他人，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對眾生有利

的任何事，我們皆應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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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效果  寂慧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影響深遠，千世萬代

，承受著他的法音，撐持著暇滿人生，邁向成

佛之道。佛陀當年的說法，立竿見影，即時去

除眾生痛苦，乃至解脫，最為人欣羨的是佛陀

三言兩語，竟令聽者證阿羅漢果。

    何以不同的人說法，同樣的內容，卻不能

產生利益，効果卻差別很大？何以佛陀的開示

，即時使人解脫，後人重複開示，卻毫無作用？

    佛法雖然存在世間二千多年，任人取用，

對治煩惱，可未被廣泛應用，殊多可惜！可見

從認識佛法至達到成就的距離相當遙遠，其間

的修持也是崎嶇難行。

    以下的原因，或可解釋這些現象，最重要

是找出原因後，如何克服，改善這些障礙，使

眾生趨向解脫：

1.說法者的能力――說法者能否深解經義，影

響他的闡釋。說法者的外觀，辯才，平時的表

現，可信賴度，觀察能力，對他說法的能力影

響很大，這足以說明不同的人說同樣的話，接

受程度可以差距很大。

2.契機――某些法對某些人有効用，可是對其

他人都不能產生作用。例如喜歡煩瑣的人偏向

學習唯識，不太接受抽象的中觀。時機也是一

個重要因素，例如當某人快樂享受人生時，向

他說話，未必接受。相反當他苦惱時，向他說

人身難得同樣聽不進耳。

3.適時――潮流時興什麼，反映當時當地的文

化、環境、習慣，亦是最適合當時的時尚。說

法能否契合潮流、時間也很重要。

4.精要――說法可能千言萬語，或旁及多重意

思，但需對向目標，言中有物，切忌離題萬丈

，或是只為自己的表現，忘記聽法者的需要及

說法的大目標。能精簡扼要，深入淺出打進聽

法者心內至為重要。

5.畫龍點睛――說法內容可能令人似懂非懂，

似得非得，尤其長篇或架構龐大的議題。因此

，需點出背後及隱藏的意思，如有需要，更要

不厭其煩地重複。例如五蘊論，在解釋後很容

易迷失在五蘊的不同內容，而忘卻隱藏的意義

在分析生命的物質及心靈結構，帶出因緣和合

的生命無常，苦，空性。

6.聽法者的根器――佛陀時代的弟子很多都是

利根猛器，更有很多皆是精勤修行人，有一定

的高深程度，最低限度已是心向法之人。因此

佛陀三言兩語即時契入，是心靈相通的表現，

後代眾生多耽著世間，障重慧輕，難以相應，

縱使佛陀示現，亦難以企及前賢。這是修學程

度的高低之分，心向法的虔敬之別，尚有福報

多寡帶來的順逆。能見佛聞法，出家一心向道

，不知是多少世修來的福緣，能有如此深厚的

福報，當然容易助成道業。

表面上看，佛陀說法使人即時解脫，但其實有

賴多種原因才能促成。佛陀觀機逗教，固然產

生効應，但聽法者的程度，時機福緣，亦是重

要的因素。可知道佛世時亦有很多不聽從佛陀

教誨的弟子？甚至背叛佛陀，乃至謀害佛陀，

可見眾生千差萬別，就是最殊勝的佛法，仍有

很多人讓其失之交臂。要解脫，要成佛，看來

真的不容易。但是，一勞永逸，離苦得樂的境

界，難道不值得我們痛下功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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