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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貧窮？香港是一個極繁榮，進步，文明的社會，經濟富裕，貯備、盈餘龐大，理應

悠閒享受生活、工作才對，無奈眾多老者、中年失業漢，乃至青少年躑躅街頭，看來悠閒，卻不

是享受生活，而是擔心兩餐一宿，或是遠慮不可知的未來。徬徨無所依，對政府，對大企業乃至

對社福機構皆沒有信心。沒想到社會愈進步，繁榮，危機愈大，社會頓失依怙，滿街都是空洞的

目光，等待接濟，等待指引。

    貧窮等於罪惡。上世紀香港很多罪惡皆是由貧窮引起，因此全民努力搞好經濟。「人為財死

，鳥為食亡」，不論古今中外，為了金錢，為了食，產生多少殺戮，犧牲多少生命，可是貧窮依

然，鬥爭持續；縱使吸取了很多歷史的教訓，情況仍沒有改善，可見對於貧窮的態度，處理皆不

正確，才使歷史不斷重演。每個人應為貧窮重新檢討，重踏人生正路。

    貧窮的為禍，每個人都知道，感受深切。不單日常生活貧乏，甚至被排擠，不被同情，不被

關心，更有可能跨代延續，沒完沒了，近代的貧窮問題更嚴重，原因是貧富懸殊，少數富有者慾

望無窮，不斷貧婪，壓迫，巧取豪奪，壟斷了社會資源，漠視大眾在水深火熱中，一大羣隨從(

包括貪官)為了自身利益，助紂為虐，整個社會只為個人利益運作，敷衍度日，沒有人願意為民

請命，為他人設想，社會如何不問題重重，千瘡百孔？回顧上世紀，社會雖然貧窮，可是平等，

有公義，有價值觀，有民胞物與，互相扶持的情懷，仇恨心不會太重，沒太多埋怨、推卸。從歷

史中可看到，當貧富懸殊，壓迫到走投無路，對未來沒有希望時，便產生革命、暴力，最後兩敗

俱傷。這是歷史的必然性，千萬別讓歷史重演。

    造成貧窮有兩類原因：

一、 社會性：

1.政府壓迫：苛政、重稅等高壓手段；或是過度貯備，不肯拿出來濟民；或是錢財用不得其所，  

            皆會造成貧窮問題。佛教所講的財富為五家所共之惡王即是。「富藏於民」是最理  

            想的德政。

2.集團壟斷：一些財團或集團，利用本身的優勢，不斷擴張，壟斷了社會資源，財富，無限爭 

            奪，不公義，不利民，造成任由宰割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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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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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公義：不公義的社會，上行下効，上下交征利。為了利，造成剝奪，欺壓，弱肉強食。

4.缺乏機會：富裕的社會，德政，開放大量機會，讓民眾發揮才能，賺取財富，或是扶助向海   

            外發展。缺乏機會只會扼殺才能，製造貧窮。

5.外來侵略：外來的財團、財閥，挾著先進科技、知識，侵略貧窮落後的國家，奪取資源，製

            造不公義。觸發股災、金融危機，將大量財富奪走，剩下爛攤子，貧窮。

6.無福報：只顧自家安樂，沒有世界性視野，亦不願承擔責任，賑濟扶助弱勢國家，沒有福報 

          的國家團體，當然貧窮度日。

二、 個人性：

1.缺乏智識技能：技能不夠、知識低，學識不足會帶來貧窮，這是每個國家個人皆知的事實。 

                因此，重視教育，培訓技能是每一個地方著力之處，只是是否恰當，是否合   

                乎當地需要，學以致用才關重要。

2.懶惰：很多好逸惡勞的人，敷衍塞責，馬虎了事；或是虛張聲勢，成効不彰。工作不賣力，

        不對應，自然沒有成効，如何賺得財富！

3.魄力不夠：沒有足夠魄力去承擔工作、責任，乃至扶助他人。只做些因循例行工作，自然無

            法賺取財富。

4.智慧不足：沒有智慧去審時度勢，瞭解形勢，大眾的需求，吃香有前景的行業，自己興趣所

            在等，發揮得不好，自然賺取不到財富。

5.沒有羣體意識：財富從羣眾中來，如果閉門自守，孤獨自得，財富亦會被關在外面。

6.愛心不夠：如果只顧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沒有愛心，如何體察他人需求，如何求得財

            富？

7.無福報：如果不行善積福，縱有天大本領，亦不會有善因善果的福報。

    從以上各點，可總結要脫離貧窮，首需有福報的主因，次要有自我才能的副緣，再加上為

他人盡心盡力的助緣，自能獲得財富。但要留意：貧窮不一定是壞事，貧窮可使人更堅強，意

志更堅定，減少墮落的機會，其世界更真、善。「安貧樂道」才是最高的境界。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成功的心態

    企業經營要成功，要健全，必須有以下的條件：1.機會：社會瞬息萬變，其間充滿危難、

機會，每一個企業必然面對，如何克服危難，把握機會，正是企業成功與失敗的分野。2.人才

：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因素，芸芸僱員中，大部份皆是敷衍度日，真正推動企業進步的人，寥

寥可數，甚至可能只得一、二人，但這一、二人卻是企業關鍵所在，很多企業在人才離開後便

倒閉，或是慘淡維持。3.資金：資金有如戰爭中的軍隊，資金不足，妨礙企業發展及經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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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充足，可不斷擴張、發展。資金更帶來無比的信心。4.專業：每一個行業皆須有其專業的配

合，專業使企業在社會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亦是企業的根本，核心所在。5.創新：沒有創新

即死亡，每一個企業必須有創新精神，對外發展要有創新，內部營運亦須創新，去改善，精益

求精。創新不但要不斷，且要多。創新是企業活力的所在。6.潮流需要：社會不斷變化，不斷

產生潮流需要，各行業亦有其個別潮流，企業能否因應潮流正是其存在的價值。但注意潮流可

能很快過去，死守過時的潮流可能導致失敗。7.變化適應：社會變化很大，近代尤烈，企業必

須適應變化，適應變好及變壞的變化，才能安然、適然。不論企業，團體或個人，皆有靜止、

求安逸、不想冒險不想變化的傾向，這種傾向是企業進步的障礙。

    人才固然重要，但和諧，團隊精神同樣重要，這人人皆知。和諧，團隊處理不好，能導致

企業崩散。處理團隊需面對不同動機，私心、不穩定的份子，難度極高，亦難捉摸。必須瞭解

各人的優勢、才能，安排在企業內適當的位置，讓其發揮；其次，主事者要表露出熱誠、拼搏

的精神，其他人會跟隨努力。企業內部要營造一種氛圍；親切、歸屬、對應企業目標、積極、

努力等。讓每一個人被影響，積極從事工作。每一個人在企業內的時間及努力比家裏更長，因

此，在工作崗位發揮得好，對個人很重要，甚至影響他對家庭及社會裏的態度。企業的營運，

不單是自身的利弊，影響亦大。

    企業營運，以人為本，人才發揮得好，蒸蒸日上，人才不夠，只有穩步慢慢向上跨進，或

是守成保持。企業經營的模式，主要看主事者的取向，如作風保守，會以廉價聘請僱員，對支

出看得很緊，不會浪費；如作風進取，則不惜重金聘請人才，精挑細選，努力向上，不惜全民

皆兵，放棄安適閒逸，假期，私人時間，務求將業績做到最好。兩種取向，究竟那一種最好？

這沒有定案，進取者，必帶來業績，造福自己，造福各人，甚至擴充，利益更多人，或分紅加

薪，可是壓力可能傷害健康，對僱員亦是重壓，失去工作樂趣。保守者得過且過，妨礙企業進

步，利潤、紅利不會多，甚至有倒閉危機，但壓力不大，可敷衍度日，舒適度過一生。亦有一

種做法就是順其自然，讓各人以自己的形式去工作，當然，進取者令企業進步營利，理應取得

較佳報酬，付出投入相應增多；保守者可坐享其成，只須保持企業的正常運作，輕鬆工作，當

然報酬會較差。這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各人的性向取態，可各適其適，只是協調融和不容易，

每一個家庭的成員皆有此二類人，憑著愛心，付出者不會計較，甚至樂於為其他人工作服務，

坐享其成者亦不會有愧，同樣發揮其保守力量，只要不計較，肯為他人服務，自能和諧歡樂。

如果質疑某人對家庭或團體有什麼貢獻，那是一個警號！企業的升降，順其自然發展，大多數

人願意拼搏，業務會突飛猛進；大多數人願意墨守成規，則停滯不前。消極來說，看因緣如何

；積極來說，應努力不懈，力挽狂瀾，可是不要在意成敗，不要計較得失，要有空性的基礎。

夥伴能幹，可交託倚賴，舒適度日，或做更多其他事務；夥伴不能幹，是自我的更佳表現，應

樂意、無悔地承擔工作，畢竟那是自己的本願。

    這些企業標準，規則，同樣適用於佛行事業。所謂「一理通，百理明」，佛法與世間法實

無二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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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世代

無數苦痛

無數長夜

終於見到了光明

光照十方

和熙遍覆不見天日的每處角落

世間有了眼目

有了道德

有解脫之道

無我精神

人類累積多少福德智慧

才能感得人身

感得佛陀下生

殺戮可以停止

爭鬥可以止息

人可以相親相愛

禮讓犧牲

和諧至於大同

生命誠可貴

人生變得有意義

藍毗尼，誕生之地，出離之地

迦毘羅衞國，降生之處，吉祥之處

淨飯王，一國之君

摩耶夫人，一國之后

悉達多，一國之太子

釋迦佛，於公元前五百多年

從兜率天下，降生印度

母后四十多歲

夢六牙白象而感身孕

回娘家時

於無憂樹下誕太子

天上，無數天人終日歌舞歡欣

人間，萬民愉悅慶昇平

仙人阿私陀

觀天象察命理

至皇宮

求見大王及聖子

果見輪王之相

驚具三十二

必繼承王位

以仁政治國

統理天下

旋流淚嗟嘆

王子定出家修道

成三界天人師

拯萬民於苦海

無奈仙人老邁體衰

不能得值佛世

讓機會空過

繼續沈淪

淨飯王亦鬱鬱不歡

矛盾於個人家國

及千秋萬世救贖中

母后摩耶七天後離世升天

姨母摩訶波闍波提繼承撫養大業

後嫁與淨飯王為妻

成悉達多之繼母

釋尊外頌 那羅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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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生涯   寂慧

    自出家後，時光飛逝，轉眼過了多個年頭。除了生活環境稍有改變外，一切與前分別不大

。難道出家與在家真的沒有分別嗎？

    出家不能有所不同，否則不用千辛萬苦，放棄一切跑去出家。出家首重出離心，出離生死

之心，不單要自己出離，更要帶領大眾出離，可說任重道遠。要出離，必須摒棄一切障礙，執

著，痴纏。因此，生活要簡樸，物慾要低，不能為生活營役，為衣、食、住、行奔波，否則如

何有閒暇去了生死，度眾生。從前種種已成過去，不應執著不放，親戚朋友，乃至家人都要遠

離，才不致被糾纏，影響出世大業。過去的習慣，愛樂，喜惡亦應平等看待，不喜不瞋，更不

應在世俗事務上留下尾巴，責任，承諾，如拖欠債務，供樓，飼養寵物，種植花草，認義子、

義母等，從一個世俗的家轉到另一個家。

    能夠出離最好，不然，亦要做到遠離，遠離世間事務，才能做到清淨無染，不致與出家生

活背道而馳，出家人能修行證果最理想，否則亦要有出離心，但出離心難發，難行。若做不到

出離心，亦應專心弘法，統理大眾。身為宗教師，大眾皆有所期待。因此，必須終生修學，多

方面提昇自己，達到專業水準，才能有効統理大眾。修行方面，需懂得基本的坐禪，調身、調

息。天台宗的小止觀很全面，正統的方式，值得深入研究；念佛法門普被三根，有觀想念佛、

持名念佛或念佛功德及法身等，亦有高聲念、金剛念、默念等方法；此外，更要熟悉各種戒條

，在家戒、出家戒等，戒律的開、遮、持、犯亦要通達，俾能指導信眾遵守做人準則，授三皈

、持戒儀軌的繁、簡方式也能懂得因時因地作不同的方便；佛教的道理、經論的內義，能夠深

入淺出，釋除眾生疑慮最好，否則簡略的生命觀、宇宙觀、輪迴、因果、四聖諦、八正道、六

波羅蜜等基本義理，必須清楚；能說一些故事或將日常生活、社會事務引證到教理中，對弘法

更有裨益；鼓勵、帶領信眾修持十善，參與社會事務、濟厄扶貧，從利他中自利；帶領大眾拜

懺、共修等積資淨障，需常薰修。普賢十大願是積資淨障的最好方式之一，亦是最好的共修課

程，應常鼓勵，帶領大眾共同修習。

    在統理大眾弘法之際，請注意保持距離，別與信眾太親近，或產生感情，不妨冷酷一點，

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亦無妨。少說話多做事，不作無謂的交談，應酬敷衍也無意義。行為說話必

有目的，利益他人為首要。經常警惕自己不要太喜好順境或排斥逆境，亦不要擁有太多資產、

財物，當然雜物更應儘量減少，能夠自由自在，了無牽掛才安樂清淨。以不自私，無我作座右

銘，常常提醒、鞭策自己。

    出家人縱未能學修有成，要警察自己的行為，注意行住坐卧威儀，讓人感受到宗教的力量

，不要讓自己所作所為給宗教帶來負面影響。就是什麽也不作，只要在威儀、外相上保持攝服

力，令大眾生起慕道向善之心，已是功德無量。

    「退而求其次」，弘法為家務的出家人生涯是基本的，亦是重要的。能夠不斷薰修，假以

時日，必定能累積福德智慧，遠塵離垢，真正統理大眾。

    作為四眾弟子的優婆塞、優婆夷，同樣適用這些標準、方式，同樣可發出離心、遠離心、

弘法、度生等。當然，亦可如經中所述的證得預流果、一來果或不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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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經中之王

    一位打扮入時的年青女子走進書店內向老

頭子詢問華嚴經，老頭子取出數個版本後道：

「華嚴經乃經中之王，是一本大經，不看是人

生一大損失，這裏有讀誦版，閱讀版，袖珍版

，你喜歡那一種？」

    「華嚴經說什麼？」年青女子精靈的雙眼

望著老頭子問。

    「………

    華嚴經敍述重重無盡的華藏世界，一花一

世界，一世界有無數花，那世界比我們的宇宙

更廣闊無邊。……」老頭子吞吐道。

    「那麼大的一部經就講這些嗎？可有佛教

義理嗎？」年青女子直視老頭子問。

    「………

    佛成道後，嘆道：奇哉！奇哉！一切眾生

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在義理方面，華嚴經敍述佛的開悟境界及佛

的世界觀。博大精深，一般凡夫俗子，恐難理

解聖者境界。但古德的註疏很多，有助我們理

解，你可選購這些古今中外的註解。」老頭子

走到書架前，挑出註解書，逃避年青女子的追

問。

    「這套書比原文更長，且文字晦澀，如何

消化得了；那套書講的境界比原書更虛無飄渺

，表面上很有體系，層次分明，可是過度細分

，對於大脈絡反而掌握不到；還有這些學者的

解釋，只是文字遊戲，紙上談兵，跟宗教完全

兩回事；這些更糟，借經為名，大談他的個人

私事，個人膚淺心得，拐圈子。」年青女子快

速檢視各書本後結論道。

    「華嚴經太大，義理太廣太深，才有這個

困難，你不如選購這本楞嚴經吧，它也是經中

之王，且價錢便宜。」老頭子轉換策略道。

    「楞嚴經說什麼？」年青女子很感興趣，

拿起書本問。

    「………

    楞嚴經義理豐富，範圍包括世界的形成，

修行的境界，修行遇到的障礙；心的所在；如

來藏妙真如性等，可說是一本佛教百科全書。

不看是人生一大損失。」老頭子搜索枯腸，艱

苦解釋道。

    「楞嚴經主要講什麼？它的主旨在述說什

麼？」年青女子不耐煩地質問道。

    「………

    這裏有很多註解書，有近代的，有古德的

，有精闢的，有詳細的。你可一起選購回去，

詳細研究。經的義理太深，必須從多方面理解

經義。因此，必須選購多種註釋書，才能綜合

分析，深入經藏。」老頭子將話題及注意力引

向挑出來的書本道。

    「古德的書我沒法看得懂；近人解釋的書

，亦無法答覆我的問題。佛說法總有一以貫之

之道吧！總有他要講的道理吧！不一定是深奧

難明吧！」年青女子失望道。

    「你不如選購這本法華經吧，這亦是經中

之王，義理較單純簡約，可是意境深遠。」老

頭子挑出不同的版本道。

    「法華經說什麼？」年青女子充滿期望問。

    「………

    法華經述說永恒的佛陀，以種種不同方便

教化眾生，作永遠的救贖。讓黑暗的世界充滿

光明，苦難的世界充滿希望，以不同的直說、

譬喻說、宿世因緣說使上中下三根悟入一乘實

相理。

    這部經的註釋書不少，尤其日本人的文獻

學，對這部經的義理挖掘得深入淺出，必定對

你有幫助。你一定要買些回去。」

    「為什麼我仍是看不懂，究竟是義理太深

，還是註疏不好，或是我太愚痴，不能解經義

。」年青女子快速看過老頭子選出來的書後失

望道，垂著頭走出店外。

    留下老頭子更失望地收拾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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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如何奮鬥，努力，叱吒風雲，統領天下。最後，我們都是輸家。

    不管你如何刁鑽，長袖善舞，賺盡天下財富。最後，我們都是輸家。

    不管你如何鬥爭，機關算盡，陷人於計謀中。最後，我們都是輸家。

    何不放眼看世界，放遠目光，放下不計較，與人相親相愛，珍惜每一刻，珍惜因緣。盡力

奉獻自己，燃燒自我，為世界，為眾生發出光和熱。

    問為何？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輸家，一無所有。

    最後，我們都是輸家。

人於天地間(四) 提舍

    綜觀人類歷史，無時無刻不在鬥爭戰亂中度過。那一個朝代，那一個盛世沒有戰亂？沒有

違反天意的殺戮？沒有慘絕人寰的爭奪呢？從茹毛飲血的初民，雖活在恐懼中，仍沒有同情心

地互相殘殺，為的只是多吃一點！繼而同族聚居，爭土各據，為了片土，為了習慣，羣相毆殺

。人類歷史中，每次大遷徙，大移民，皆看到鵲巢鳩佔，恐怖的迫害，甚至破壞滅絕。而為了

財富、利益、美女、權力，鬥爭更無日無之。為了不同種族、膚色、習俗而互相仇視，開戰，

亦是平常事。為了家庭、親人而放棄正義，只知唯親縱容，也處處可見。為了不同文化、見解

，甚至趨於至善的宗教也可釀成戰爭、災難，完全與基本主張背道而馳。人類充滿了恐懼，不

安，只有不斷擴張，侵略去尋求安全感。

    千萬年的勞累，人類多麽渴求和平，心靈的平靜。可是剛強眾生難調難伏，一面叫苦，另

一面卻不斷造業，不懂得互助互愛，亦不會反省，禮讓，不肯吃虧；縱使面對生老病死的煎熬

，仍不忘瞋恨鬥爭。當吃苦後悔後，卻只知埋怨，轉過頭來忘掉所有教訓，繼續鬥爭迫害，難

怪經中常說人生是苦。

    今天能苟安，活在閒暇舒適中，應心存感恩，心存善念，摒棄一切惡思想，縱使他人不對

，亦應同情憐憫，設法幫助他們重入正軌。人類是一體的，應共同面對困難，別在破船中互踐

。

    無數慘痛的戰爭中，仍有人安然度過，不受傷害；但和平的世代中，亦有人受害，乃至喪

失生命。人類沒有一天不在鬥爭中度過，甚至沒有一刻不在鬥爭中度過。人於天地間，何其無

助，面對困難，何其孤立，遠慮近憂，無間斷地來襲，無法招架。唯一的救贖是依循因果法則

，行善積福，去惡揚善，雖處風雨中仍能安寧，逢凶化吉。但在安寧中需感恩，努力扶助處於

困境的眾生。只有所有眾生處於安寧，才是真正的安寧。

我們都是輸家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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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佛學班

   佛學班剛剛完結，一大羣人聚集在燈明寺外，熱烈討論課程內的哲學問題，人生問題，久久

不肯離去。老師父對著面紅耳赤，滔滔不絕爭論的年青人，不禁莞爾微笑。但更關心數位孤獨

徘徊的人，散站在陰暗的角落，鬱鬱對著夜空，思索著人生問題，時而嘆息，時而面露喜色。

    老師父笑對身旁的小孩道：「每次佛學班課程總會引起激烈爭辯，不但課堂內如此，外面

完結後仍耿耿於懷，不肯離去，這啟蒙現象反映出大眾關注人生問題、反思生命、人生意義，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憑著這些課程，讓人提昇向上，找到人生目標，輾轉互相提攜。另一個現

象就是一些內歛，智慧的追求者，孤獨追尋思索，心中滿佈疑團、恐懼，面對茫茫人生，浩瀚

生命之流，幸運者找到出路，擺脫煩惱的羈絆，甚至成為生命的導師；不幸者被煩惱擊敗，從

此消失。但這兩種現象的基礎都是好的，人生變得有意義。我喜見每次佛學班皆如此，強烈的

程度反映出課程擊中了生命的問題，聽眾的智慧追求。」

    突然一個小孩問：「老師父你有上過佛學班嗎？」

    「我當然有上過，那一位佛門龍象，那一個中堅份子沒有經過這階段呢？佛學班好比佛門

中的少林寺，打做人才，使人成大器。」老師父望著遠處爭論的年青人自言自語道：「我年青

時亦與人激烈爭辯，不但與人吵架，還差點打架呢！我亦曾孤獨地仰對夜空，不眠不休地思索

人生問題。因此，他們所思所感受我是瞭解的。」

    「那麼，你一定是大器了。」一位小孩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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