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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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菩薩在因地的時候，每天都代替眾生
禮拜十方佛，每天都替眾生求懺悔，作為
他的修持法門。
出謀獻策之

提舍

假如我是梁振英(二)
建設非一朝一夕，可是要破壞卻在一瞬間。如今香港正是如此，沒人願意努力辦事，批評埋
怨卻出奇地多，近年更有破壞者搗亂，甚至滲透進政府機構、議會、傳媒中。誰能有這動機、能
力、組織、資源去作破壞呢？他們最喜歡利用民主人權、仇富、加薪等大眾力量去破壞社會，反
對政府。本來將民生弄好，提昇民主素質，讓黎民百姓身心都安逸，這些惡勢力便無所依附，自
絶於昇平政治中，但這些目標非一朝一夕能達到，因此，這些惡勢力也不能輕視，必須成立一個
部門，專責應對，這個部門該如敵人般隱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揭發他們的陰謀，阻止
他們的破壞，在他們滲透的地方豎立旗幟，更敎育大眾遠離惡勢力，趨吉避凶。還要在他們的根
據地發動和平概念，阻止侵略。必要時，發動人民大眾上街遊行，揭發陰謀。這部門的工作有如
佛教的護法神，護持正教。
要改造社會，恐怕非一朝一夕，或短時間內可實現，我能否於任期內作大改革，需要多方面
的配合，因緣是否具足，自己也沒有信心，縱使多大本領也不一定能短期內達成，對佛教的因緣
觀，我是深刻體會了。因此，我決定制定多方面的指標，讓自己或將來的繼承者可朝著這些目標
努力。這些指標，主要在民生方面，首先，我要制定貧窮線，如何才算貧窮，貧窮也分多級，更
制定不同的措施去救濟或協助他們度過困難。入息中位數，可讓黎民百姓了解他們在社會中的定
位。衣、食、住、行的標準開支指標，個人及家庭的合理生活指數，通賬指數，最低工資；企業
經營指標等這些數字的意義。當然，未符合標準的個人或羣體皆受到幫忙或資助。此外，各行各
業、領域、家庭、為學等設立咨詢機構，去解答市民的疑難，或是幫助他們發展。我不要市民像
野鬼般飄浮不定，無所適從，更不希望他們無助，孤立無援。我要多方面照顧他們，讓他們有所
適從，有所發展，這是基於子民概念――人民是自己的兒子。
二零一七年普選，事在必行，時間表已定好，一切就緒，無奈破壞者要馬上實行，故意刁難
；縱使我願意亦不能實施，因影響很大，且倉卒上馬，必產生很多禍患，社會政治必然混亂，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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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有機可乘，政府威信蕩然。可惡的敵人總喜歡使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局面。因此，我必
須在任期內做好準備，使普選能公平公正進行，敵人的破壞及陰謀，絶對不能掉以輕心，稍
一不慎，將禍患無窮。可恨很多無知市民被慫恿，大叫大嚷，要求立即普選，真不明白何以
為那數年時間如此緊張，大陸政府能讓香港普選，我覺得已很難能可貴，亦是仁政。況且公
開安排了時間表還擔心什麼，難道還可推翻嗎？普選產生的問題可大可小，更有很多難測的
暗湧，因此，我要成立一個小組，小心監察。
我心裏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願望要達成，亦希望落實許下的政綱，更有一種衝動，
事事參與，親力親為，但經過半年時間的體會，我明白這樣是不切實際的，現實的複雜，險
惡比我最初的想像更嚴重，過去十五年與朝代轉換的困境歷久不衰，影響深遠，要紏正談何
容易。其中的紏結，矛盾更非一時可解決，最難忍受的是千夫所指，明槍暗箭襲來，卻要啞
忍，承接那不是我的責任的過失及困境，真的欲哭無淚，不能推搪，逃避，有苦自己知，彷
似整個世界的重擔都壓在自己頭上。當然有想過放棄，回復以前優悠的日子，偶而在報章撰
寫一些自己的抱負，探訪弱勢社羣，就是躱在家裏享受家居生活亦是莫大的幸福，使人嚮往
。但我知道，開始了的再不能回頭，不要再想，努力向前，困境總會消失，未來一定有新境
象，這情況不會持久，向好向壞亦非我能預測，既然走到今天，努力走下去是唯一之道。
心中雖有很多話，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不想不實際地去籌謀了，因已無暇去處理，管他
們罵我違背承諾或是「大話精」。我只要做好以上關鍵性工作已足了。
可是仍有些工作不能假手他人，非我莫屬，亦應在任期內處理好，待接任人能順利開展
工作，對於前人遺下的「手尾」，我深切體會，深受其害，立意不要讓來者承擔。社會上常
咒罵官商勾結，很多高官退休後竟出任大企業顧問一職，領取高薪厚祿，可是其工作卻非他
們所長，的確令人懷疑，但不能阻止他們退休後另找工作，況且他們的豐富經驗亦對社會很
有貢獻。審度他們的經濟環境俱佳，且退休金豐厚，生活無憂，實不需為金錢奔波。為了防
止官商勾結，我決定立法不許首長級官員及一部份高官退職後在大企業工作，如果他們真有
心為社會貢獻，可投身非牟利組織，很多非牟利組織都缺乏人才，能有他們的領導，該有莫
大裨益。可是大企業普遍有基金會，從事慈善工作，可能被他們利用。因此，更要立法不能
讓高官領取薪酬，或者設定一個象徵式或車馬式的上限。高官退休後，應享受人生的晚年，
不需再被金錢奴役，如果立志工作，應多作義務性質，況且踏入晚年亦不會有太多光陰工作
，應多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回饋社會。
能於任內做好這些工作，於願已足，亦無愧於心。我該心無旁騖地努力完成。如仍有餘
暇，再按序及性質去完成更多任務，我應把握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名垂青史。更深信好的行為
必有好的回報。要躱懶，要享受人生，將來機會很多，當下最重要，不能錯失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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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鬼佬比丘
「今早客堂師父出發移民到他國去了，歷

皆獃過。偶遇到好學者必餽贈叮囑，還跑到書

來已有不少出外去。但可有他鄉來者？」眾小

局去推銷，別人見他老外形狀，總會遷就配合

孩中的女孩問老師父道。

，可是銷路奇差，任他如何努力，甚至費唇舌

「不多，不多。」老師父停下來，思索道

幫忙介紹給讀者，仍是銷不了多少。最後索性

：「往他國者，絡繹於途，他方來者，我只認

讓它放在那裏，書款也不去收。數十年來，他

識一個，人皆稱他鬼佬比丘，這稱呼含有貶意

仍固執著這些叫人氣餒的工作，偶爾做一些翻

，當然不喜歡，常為此跟別人頂嘴。可是鬼佬

譯，倒也快活逍遙。雖然生活艱苦貧窮，但奉

是統稱，所有老外的代名詞，習以為常，並沒

行佛制，過午不食，節約簡樸，也算自在。」

有低貶之意，這些爭拗既無謂亦無日無之。十

「他如此大志，竟肯到這淺水地屈就，且

年如一日，鬼佬比丘如一般學者般，執拗要正

將大半生奉獻，真不可思議！」男孩感嘆道。

名，擇善而固執，而一般大眾習以為常的稱呼

「他開始時沒有想過停留此地，與大羣學

亦難以更改，矛盾之處是鬼佬比丘常謙稱自己

者到北京去，打算在那裏大幹一番。無奈遇上

是蠻夷，中國是文明古國，中國人是文明人。

文化大革命及種種政治因素，不能入境，只有

其實他除了外表是道地的洋人外，他的每一個

暫留香港，伺機進入北京。」老師父回憶道：

細胞沒有不是中國血統的。他比文明更文明，

「可是一榥數十年過去，大陸已經開放，可他

比中國人更中國。何以故？他除了對西洋學養

熱情已減，不願再去。最主要是對大陸的政治

豐富外，更精於中國古文化，四書、五經、老

民情已失去信心，且年紀老邁，無魄力去闖。

子莊子、史記戰國策外，不論古文、文言文、

數十年來，他除了弘揚佛法的本份外，更接濟

尺牘，他皆精通，甚至開課教導中國人，真有

貧困人士，輔助有需要人士。當年越南難民潮

點諷刺丟臉。當然，中國佛教他亦瞭如指掌，

湧到香港，他亦是少數進入難民營提供輔助的

各朝高僧行誼、著作他皆涉獵。因此，我們對

義務工作者。如今仍與散居世界各地的越南人

他既不喜歡，亦畏懼。他常言中國是一個寶藏

保持通信。以他對中國文化，學識深淵博的身

，我們身為中國人，幸福而令人欣羨，他只是

份，當然瞧不起本地的中國人，尤其學識不夠

一個蠻夷，到來汲取文明養份。」

的人，更經常遭他揶揄，常嘲弄擁有大量寶藏
的國人何以如此不珍惜，不長進，為中國文化

「那他在這裏做些什麼？有什麼建樹？」

惋惜，常弄至自己不高興，與別人衝撞，但他

一位男孩好奇問。

的內心只希望提升中國文化，希望他人好，希

「早期香港是佛教一個重要的地方，除了

望我們能繼承炎黃子孫的身份。

各地重要法師駐留，過境外，更是佛典的集中
地。孤本、絶版、重要的經書，皆能在這裏找

但他這些過於熱誠的期望，當然無法叫人

到，因此，很多學者，法師俱來尋寶。」老師

接受。因此皆稱他鬼佬比丘，即生人勿近之意

父得意道：「鬼佬比丘當然不甘後人，他在這

。縱使他多次表白，澄清這些叫法不對，仍受

裏搜羅很多佛典，從新整理、出版，憑著些微

到大眾故意針對。這矛盾持續了數十年，仍持

供養，一點一點印製，拿到各寺院藏經閣去保

續下去，這些固執沒有人會知道維持到什麽時

存，因此很多寺院他都曾住過；很多藏經閣他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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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利益每一個人的地方
是那一位法師吧！」

一位男高個子走進書店內，敏捷地翻弄各

「可以講經的地方很多，你何必介懷一定

種書籍，不斷搖頭發出「嘖嘖」聲，自言自語

要在那裏講呢？」老頭子不解問。

地肆意批評。最後走到老頭子店員面前搖頭擺
腦唸道：「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

「講經是法布施，至尊至殊勝，不能屈就

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

。」高個子憤憤道：「全香港道場眾多，可有

。中論二十七品，我可以背出來，你相信嗎？」

那幾個地方提倡說法呢？僅餘說法道場不是一
家之言，就是對外抗拒，像我這些涉獵廣泛，

老頭子斜眼打量高個子道：「我不相信，

深入批判之言，他們聞所未聞，充滿戒心，當

第二十四偈你背得出來嗎？」

然不接受。他媽的。」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高個子接口背道：「A

「你怎可以爆粗！」老頭子睜著眼驚訝道。

thing that is not dependently arisen is

「為什麼不可以？我見到佛教界種種現象

not evident. For that reason, a thing

就生氣。全都是些不學無術的人，卻自以為是

that is non-empty is indeed not evident.」

，諸多閉戶自守，蹉跎度日，手握大權及錢財
卻不肯做點事。完全違背宗教的意旨。……」

老頭子正眼望著高個子道：「果然厲害，

高個子激動得不斷咳嗽。

鳩摩羅什的翻譯你全背得出來嗎？」

「你怎可以這樣控制不了自己？」老頭子

「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完全沒有

不以為然道：「你說別人不好，可想過你也不

問題。」
「法華經二十八品你也可背出來？」老頭

對嗎？雙方各走一端，只看到別人的不是……」

子懷疑問。

「別爭論了。無意義的爭執有何用，實際

「鳩摩羅什的法華經只有二十七品，提婆

修行最重要。」一位法師在旁道：「這是一處

達多品是後來加入的。」高個子紏正道。

利益人的地方，每一個進來的人皆受惠，已幫

老頭子刮目相看地望著對方道：「真了不

助了不少人。這位客人卻例外，不單沒有受到

起，你可有出來講經嗎？為何沒有聽聞你這號

利益，還生起莫大煩惱，我們應感到歉疚，請

人物？」

向客人道歉。」

「我是不會出來講經的。」高個子氣憤道

「我們沒有錯，我是堅決不會道歉的。」

：「多年前，某法師跟我約好在他的地方講經

老頭子不服道。

，一切準備就緒，他卻突然要取消，我屢次追

「你不道歉不要緊，那就由我來道歉好了

問他不肯道出原因。是那位法師我不會指名道

。」法師深深一躬道。

姓，他是佛法山下唯一寺院的法師，你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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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佛世前期
宇宙洪荒，自人類出現世上便開始承受無盡的苦楚。為了生存，為了填飽常常飢餓的肚子
，需要殺戮，需要弱肉強食，茹毛飲血，亦有可能慘被生吞，每天掙扎求存。日間，可以眼巴
巴望著獵殺；晚上，亦會被偷襲啃噬。在曠野難逃厄運，在洞穴亦滿佈危機。地震、海嘯、大
火、狂風、怒水、疫疾，橫掃整個大地，覆蓋世間每一個角落，逃不掉，躱不了。血肉之軀，
如何抵受得了天災人禍，每天面對强敵怨憎會，親愛的別離，千般不捨，萬般不願意，乾瞪硬
撐，僥倖直到老死，長夜漫漫……
初民跪仰對天，就是不解，無語問蒼天。
歲月是這樣地單調漫長，景色亦大同小異。
從懼怕到敬畏，從敬畏到讚頌，祈求，讚嘆，對石頭、樹木、山、河、大地、日、月。最
後是造物主、天神、大梵天。
祭祀，是降服於大自然的威懾，藉牲畜、物品，乃至人命去祈求大自然不再怒虐。日月星
辰，天空大地，事水、事火，再將其人格化成諸神，不斷祈禱，讚頌，祭祀。怯懦，愚痴的人
類，慢慢進化繁榮，於諸物種中，出類拔萃。耕種，畜牧，在繁榮富庶中，分工合作。羣體互
助互利，智慧增長，再不用挨飢餓。建造房子，遮風擋雨，抵抗襲擊，人類有了安全棲身之所。
力爭上游，人類進化為萬物之靈，出類拔萃，統御整個世界。人，是優越，貴重的。最後
，為了爭取更多利益，為了自我的尊貴，互相攻擊，殘殺，勝者為王，再細分不同階級，互相
統治，對壘。人，開始追求不死，延續，探索生命，宇宙。尋求自我、解脫，經歷了無數世代
的苦楚。人，要掌控命運，繼續尋求。無數的先驅者、實踐者、理想主義者，用生命、鮮血、
眼淚，在茫茫生命之流中奮鬥，前仆後繼，無眠不休，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實驗，嘗試從迷
茫中找出人生終極意義，一次又一次地，不甘於寂寞，不甘於被奴役，背地裏是不甘於宿命。
除了應對大自然，尋求超脫，更要找尋真理，不死之道。有奉行瑜伽，集中意志，在靈性
中不斷提升，到達無我的境地；有厲力苦行，克制情慾，克制身心的無盡需索，征服自我；有
回歸大我、神我、梵我，天人合一，梵我一如，梵即我，我即梵，達至圓融和合之境；有徹底
放棄，道德虛無者，認為沒有因果，沒有罪福報應；有認為無善無惡；無善惡報，無今世，無
後世，無父，無母，無天理，人必須通過命運安排，歷八百四十萬大劫，然後自然解脫，不能
憑藉自我努力，修行亦無意義。有認為萬有不外是四種元素組成，人死後還歸四種元素，一切
生命都是物質性結構，所以人不是從父母來，善惡智愚一樣，死後就解體，地大還歸地，水還
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敗壞，諸根歸空，因此道德，修行皆無意義；有認為無因無緣
，染著或清淨，一切皆是命定。當然，還有享樂主義；道德主義；輪迴思想，業報思想，每一
個範疇，每一個可能性，每一種思想都有人提出來，嘗試實踐。可是，最普遍最理性的哲學理
論統歸於一神或多神論。有感於自我的渺小及多舛，經歷了無數世代的怯懦，人，願臣服於創
造主之下，通過祭祀讚頌，回歸天父，更帶領其他人進入天國。可是，司祭者在權力，利益下
受不住誘惑，腐敗，墮落。人類再度沈淪。自由主義的革新思想家抬頭，不能滿足於崇拜自然
現象的樸素宗教，亦不服膺於操控升天之路的祭祀者，從新秩序的誕生，自求多福，從輪迴業
報思想中搜尋現世人間樂，未來天上樂及解脫樂。經過無數苦難及無盡探索的長夜，人類開始
接近真理，最終等待到佛陀降生，拯萬民於水火，世間從此有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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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

浮浮生

我從睡夢中醒過來，躺在床上不想動，一

指數四百九十；笑口常開指數四十，輕微低壓

如既往，每天都為要做些什麽而煩惱。整個世

。今天下午將有人到來為你舒筋治療，明天若

界無所事事，什麽社會問題都解決了，就是只

不好轉便需服藥，謝謝你對身體的關心。

有一個深層次問題困擾了大眾很多年，就是做

最後提醒你：你的體重剛到二百磅，尚有

些什麼，有什麽工作。每天的空缺報告馬上被

五十磅便超越警戒線，有空請到健身室做運動

數以萬計的應徵者填上，每天示威抗議要政府

。你的歲數剛好二萬歲，請到醫療室作健康檢

開發職位，民眾快要閒得瘋了。民眾深明因果

查及注射。謝謝讓我們効勞。」
我輕按一下遙控機，10D畫面播映著佛陀

，每天無所事事只會消福，終導致將來墮落，

在靈山會上說法，無數天、人、眾生，圍繞聽

且是生命的大浪費。
我躺在床上，檢起身旁的遙控機按了一下

法，我頓覺心情開朗，不久進入夢鄉。在夢中

，屏幕上顯示今天的日期：地球紀元五十六年

仍聽到佛陀的法音，通過風吹，流水，飛鳥，

、宇宙紀元六千年、賢劫紀元八年，今天職位

演說空、無我義。

空缺：零。看來今天又要整天躺在床上了，外

我乍醒過來，被屏幕裏示威抗議的聲音弄

面四季如春，無風無雨，地平如鏡，遍地黃金

醒，睡夢中，我身體壓著遙控機，轉到當天的

，種滿金銀珠寶樹，到處皆有清泉及美食供人

新聞去，大批肥頭圓面的平民在市政廳外抗議

享用，世界是如此圓滿，日日年年不變，使人

非牟利團體攏斷了福業，操控了資訊，使其他

感到厭膩，不想出外了。我用遙控機按下了食

人沒有機會行善積福，十善表內空格愈來愈多

物及飲品，正想送出去，發覺肚子不太餓，忙

。另一邊廂，一羣胖子笑吟吟地抗議某大德出

按下時間掣，待兩小時後自有人將美食送上，

現，政府附從勾結，一般平民苦無機會親近或

可預見殷勤服務，聲聲道謝，能讓他們工作積

供養。這些示威抗議新聞比前多了，政府若不

福。我隨意按鍵，每一個台都有服務提供，都

再正視，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真猜測不到有什

樂意効勞，不論衣食住行、家居、維修，只要

麼危機出現！

按鍵，不久即有人到來，細心妥貼服務，可是

我按下遙控機，選擇「淨土」項，屏幕上

我已沒有什麼需要。本想按鍵學一些技能、知

出現地球紀元、公元二千年的畫面，那世界到

識，但學會了有什麽用呢，不能學以致用，苦

處高山起伏，風吹雨打，地震海嘯瀕繁，更加

無機會發揮，學來幹嗎？本想按鍵學些怡情養

上火山爆發，死人無數。可是這些災害遠遠不

性的琴棋書畫，無奈心浮氣燥，提不起勁來，

及人禍，但見人人互相殺戮，竟為了一些毫無

躺在床上輾轉。最後還是按鍵觀看一些佛教講

實質作用的黃金犧牲性命，甚至傷害珍貴的情

座，教人如何平復心性，才稍覺好些。

義。人壽苦短，可是沒有人珍惜光陰，虛耗蹉

突然屏幕傳來一把溫柔的女聲道：「先生

跎度日，躱懶敷衍，自欺欺人。人壽短以外，

，你心情欠佳。憂鬱指數達九十，輕微超標；

病痛特多，老人舉步維艱，那裏的人消瘦矮小

燥狂指數一百二十，已達不可輕視地步；幻覺

，面露蒼黃之色，笑容罕見，更不可思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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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 摩崖 石窟

佛法難聞，如此珍貴殊勝的佛法竟沒有人問津

那羅

，或是智慧不足，無法接受，不像我們，什麽
深淺佛法，各式各類，只要按鍵，便可輕易接

斜陽夕照

觸找到。那裏最為人樂道的唐朝玄奘大師到印

古道 摩崖 石窟

度取經最不可思議，找尋佛法要那麼艱辛，甚

膜拜再膜拜

至冒生命之險，確難以令人置信。前陣子我們

枯寂的佛像

這裏有一部份學者考證這個神話是虛構出來的

歲月的留痕

，作用是勸當時的人珍惜佛法。對我們來說，

膜拜再膜拜

地球紀元公元二千年是一處淨土。最近已有人

昔日的光華

每天發願，要求生彼國，穿越時空，我也正考

肩摩轂擊

慮應否到該處，可以行菩薩道，奉行六度四攝
、四無量心，可以服務大眾，可以工作，可以

古道，通往隱藏之秘道

修行，可以不斷諸漏。啊！想起這些這些，直

通向涅槃之路

叫人雀躍不已，多個晚上，我想著那個淨土難

摩崖，彫塑了往聖先賢

眠。對於滿腹經論的這個世界，我真的有點厭

照遍了大地

倦，如何去行，修證六波羅蜜才是真實的修學

石窟，貯藏了稀珍秘寶

，而不是紙上談兵。

庇蔭千世萬代

突然屏幕出現一個聲音：「彌勒佛出世已
進入倒數，請各位一心祈請。」

空山 寂靜

啊！正正是這個訊息，才能使我支撐度過

寂靜 空山

，亦是我人生的唯一支持，如果不是這個訊息

斜陽夕照

，我不知生存為了什麽，亦不知人生的意義何

古道 摩崖 石窟

在！但我應該往娑婆淨土，還是留在這裏待彌
勒佛下生好呢？這兩個選擇一直困擾我，使我
寢食難安。
突然屏幕出現一句話：心淨國土淨。
這個我知道，但談何容易！佛法清談與實
踐，畢竟有大段距離。淨土與現實之間亦隔以
鴻溝。最後，我發覺我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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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的悲哀

寂慧

「當義工是一種奉獻，當義工是很大的愛心，當義工是一種反貪瞋痴的純潔行為，當義工
是偉大的。
因此，義工應被另眼相看，應受尊重，甚至有特權。」
這是一般的概念。無償，受尊敬的義工會被開除嗎？道理上是不會的。可是現實上，義工
亦會被開除，原因是：
「有些義工辦事能力低，根本做不來；尤有甚者，揀擇工作，使安排工作有困難，且妨礙
進度，甚至要費神照顧。」
「有些義工很固執，只會從自己角度辦事，不顧團隊精神，不顧全大局。有些更要作指揮
，領導者；或是炫耀自己在別處的成就本領，固執地要其他人聽從。」
「你需要人幫忙時，有些義工專玩失踪；你不需幫忙時，他們卻整天磨在那裏。」
「有些義工到來只是找人聊天，無心工作。更有些說長道短，搬弄是非，使天下大亂。」
遇到這些情況，是否要開除？無人幫忙雖辛苦，可是身心愉悅，但遇到「破壞者」的義工
，可煩惱不絶呢！
一般來說，辦事能力高，「正常」點的人都會跑去工作，賺取可觀的酬勞，無償當義工，
如何會賣命？會持久呢？因此，檢便宜找義工實難可恃。
有些人是人生的失敗者，不能投入社會，不能融合人間，或是鬥爭的失敗者，被排擠出來
。可是，他們不一定不喜歡工作，不一定不喜歡與人相處，只是興趣狹窄，不善交際，或是固
執，要求高，才弄至與人合不來。在這情況下，當義工是一條無可選擇下的出路，可以避免家
人責怪，亦可向社會，向自己交代，藉著義工工作轉移自己與他人的視線。他們跟其他人一樣
，希望多賺點錢，希望與人合得來，無奈性格與社會合不來，經過多次的工作嘗試失敗，才找
到義工工作作為避風港，嚴格來說是義工的工作幫助他們，而不是他們貢獻自己。同樣情況，
有些人曾搞多次生意都不成功，便借故做些弘法、義務工作，甚至搞道場，當領導，無限熱心
、落力，暗中透露為教忘我，才弄至個人生活，工作，生意處理不好，陷於困境。帶來其他教
友的讚嘆、勸喻，甚至出手幫助。如果他處有機會，他們準頭也不回地離去。
這能怪責他們嗎？
當陷於人生困境應予以同情、關懷、幫助。讓他們重拾自信，重新啟動人生。各道場應檢
視這些義工，給予幫忙，給予培訓，給予機會。更要讓他們知道為教界工作是無比的光榮，不
應輕視，不應敷衍塞責，不管大小輕重事務，皆應認真盡力，才不枉人生，不枉機會，亦能轉
逆境為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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