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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遊行轉眼又十年過去了，本來遊行抗議是宣洩對政府不滿，遊行過後，一切該回復正常

，繼續日常生活，政府亦應反省，努力改善施政，事情便完結了。但發展到每年定期舉辦則非正

常，應予警惕。每年一次數以萬計的人上街，除了固有訴求外，更新增項目，反映有些事情政府

束手無策，問題不斷加深；亦反映一些別有用心之士，有計劃、有組織地攪事。當政者無能不堪

；攪事者卻有勇有謀，如果能對換該多好。

    七一遊行，除了發洩心中不滿，狂叫怒罵外，近來更有先往聽音樂會，或是購物，然後加入

遊行隊伍叫囂。有團體在當天舉辦不同的嘉年華、音樂會、購物優惠等，這反映了不同立場、不

同意見人士不斷的角力；亦反映了七一假期變成了娛樂節目，城中日子苦悶，缺乏娛樂。七一的

意義不斷改變。但基層苦困的原意有誰關注呢？深水埗窮困區人士已意志消磨，無力亦無心情往

遊行，來回二十元車費往遊行對他們來說是一個負擔，沿途沒能力購物，乾瞪精美的貨品只會更

難受，沒有同伴且不是遊行隊伍的族羣，格格不入。天水圍往維園車費來回四十多元，二個人消

費加兩餐茶餐廳，基本開支約二百元，就只供車費及兩餐，其餘欠奉。來回車程約三小時，這可

是一個沈重負擔啊！別看香港那麼先進，代價可不輕呢！這些基層人士沒有機會發出呼聲，只有

讓他人代訴，或被利用作其他目的。

    今年的訴求有：特首下台、全民退休保障、免費醫療、最低工時、停止擴建堆填區、一國兩

制，中央不要干擾、全民普選。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似乎什麽都不對勁，要求無窮無盡，何時有

人跑出來呼叫要無償做些什麼，改善些什麼，怪責自己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未盡力，讚賞某

某人如何好，如何有貢獻！香港人變成了怨婦，終日唉聲嘆氣，抱怨，謾罵，不斷試探當權者，

步步進迫，常被隱藏的政治勢力利用而不自知。沒有人積極，實事求是去解決問題，連用心思考

，建議也沒有，遑論行動。而當權者及祖國卻出奇地容忍，可見當中的複雜及隱藏的陰謀。

    作為香港人，我們應該反思，假如輕率的訴求能夠達到，會有什麽後果。假如梁振英下台，

能找到更好的人選嗎？政府威信立即破產，中央亦感到局勢失控，陰謀者更肆意破壞，趁機撈取

利益；假如全民退休保障在現階段實行，經濟勢必擾亂，為將來埋下禍根，無法收拾；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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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

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    

                                          ―――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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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後，通漲加劇，產生漣漪効應，基層獲益不大，最低工時產生的問題將更大，(請注意：

最低工資及工時本是善意，應該實行的，但沒有認清形勢去推行，只會好心作壞事。要知道低

工資、高工時不是工人自願的，亦非僱主無良，而是低技術或年紀大的工人為了增加收入的下

下策。罪魁禍首是高地價政策，使成本不堪負荷及政府卸責，將照顧低收入人士的責任推給社

會商界，而基層人士不設法提昇自己，敷衍躱懶度日)；堆填區若不擴建，垃圾將無處藏身(但

應設法解決對該區的傷害)；全民普選(假民主式)，外國勢力勢必入侵，與中央對抗，破壞社

會，香港被利用作橋頭堡，入侵中國。最後結果是中央在自願或不自願的情況下，只有鐵腕統

治，香港及中國走回頭路，在中港矛盾及國外幸災樂禍下，沒有人會同情香港或施以援手，香

港人再度移民或急於找護照傍身。這也許是將形勢過於放大，但誰敢保證將來的發展？就是目

前的形勢已禍害無窮。

    要解決困局必須共同努力，各守本份，再進而扶助社會、國家、天下，亦即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克勤、克儉、忍辱、勇氣、實事求是。在佛教來說是呵五欲，呵自我，對抗煩

惱魔，自利利他，自拯拯他。

    政府應勇於承擔，認清形勢，困局的產生非單一因素，往往一環扣一環，要解決必須整體

、各方面一起下藥，才能見効。有些困局更牽涉外來因素，非特區政府能左右，這些皆應向民

眾詳細解釋，共同承擔，更可教育國民，讓國民瞭解身處的環境，例如全民退休保障，應列舉

數據，證明困難所在，並長遠規劃，許諾實施期限，或是分階段實施，讓民眾對未來有所憧憬。

    公民亦應遵守責任，環保，節儉，積極，努力，寬大，「愛國愛港」，一點點善行，一點

點貢獻也重視，不會妄自菲薄。

    在這動亂時刻，正是人發揮光輝的時刻，亦是一個大好機會，讓人體驗自我，實踐人生意

義，甚至是奉行菩薩道。

                                       修持

    修持是宗教的核心，如無修持，宗教只是紙上談兵，很多理論沒法實證，人生的改造，生

命的終極圓滿亦無法達到。即使理論如何高超，對解脫，對眾生也無關係。

    彌勒學修持法的特性契合娑婆世界，一般修持法皆高超完美，「不吃人間煙火」，與充滿

煩惱，志性不定，淫怒痴的本土眾生截然不同。唯彌勒法門較近「人性」：彌勒淨土在欲界天

，非高不可攀，亦是「有漏」的世界；五乘共土，品流複雜；不必一定有出離心，不必一定一

心不亂，可免去這些難度極高的要求；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彷似志性不定的本土眾生；具煩

惱身，悲心殷切，充滿悲願的大乘精神。彌勒意譯慈，從如來種性中生，能令一切世間不斷佛

種；與樂，帶給一切眾生喜樂。修習慈心三昧，形身安靜，放大光明。悲華經中，彌勒發願於

刀兵劫中，擁護眾生，並從久遠劫以來，發心不食肉，即無間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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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慈悲，充滿無量心

，亦在憐憫末法眾生修學之艱難，開示這些易行道。

彌勒學的特性及發展  寂慧  (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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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修法，簡易實際，只要奉行十善，持五戒、八齋戒或具足戒便可。《觀彌勒菩薩上生

兜率天經》中說六事法：稱名、皈依、懺悔、發願、觀想等，亦只是一般的修法，沒有嚴謹苛

刻的要求，只是一般佛弟子常奉行的功課。當然，要契合彌勒菩薩的大願，最好是修慈心三昧

，不吃眾生肉，往生彌勒淨土，見佛聞法，隨彌勒菩薩下生，龍華三會廣度眾生。彌勒修持法

如此殊勝，卻不被重視，發展亦不好。歷來提倡的人不多，以致被埋沒，實是佛教中的一大憾

事。

                                        總結

    彌勒學契合末法眾生，只惜因種種因素，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歪曲利用，實是教

界的一大憾事，亦是眾生的一大憾事，發揚彌勒學刻不容緩，也是佛弟子責無旁貸之事。綜觀

彌勒學在歷史中偏頗的發展，可看出信仰、學術及修持，沒有適當的融合，發展當然不健全。

在少數的人才中，能結合多方面才能開展新機運，如無著、世親、玄奘、太虛等。理想的法門

，亦應如其他法門，或是整個宗教般，要均衡、融和，教觀相美、福慧相修，才能健全，有序

地發展，推廣。

    老師父背負雙手，對著佛寺凝望出神，微風輕輕吹拂著長袍，和暖的陽光照射著銀白的髮

鬢。一位大女孩好奇地問：「老師父，你在想什麼？」

    「這所佛寺經過多年的擴建及重修，顯得特別輝煌，數十年悠忽過去，我們從一磚一瓦克

苦草率營造，到近代交給接班人，讓他們坐享其成，可是他們再不願吃苦，無復上一輩的毅力

。但他們卻愛整齊乾淨，亦不計較花費，將佛寺改得美侖美奐，說不出是功勞還是奢侈，也許

是我的食古不化吧，這千秋萬世的道場，豈可寒酸示人！回想昔日終日籌謀，奔波，彷如一場

夢，當日的辛勞、喜悅，無限懷念，對昔日的荒蕪，簡陋，寧靜，充滿親切感，但莊嚴的佛寺

，豈可讓少數人享用，也許如今熙來攘往，美侖美奐的氣氛，才符合弘法普世、共享的宗旨吧

。我是否太自私、頑固？我很迷茫、矛盾！」

    「功德做了就要放下，若不放下，功德也會成為煩惱，你不是這樣教導我們嗎？」大女孩

繼續安慰老師父道：「你已建造了多間佛寺，應多些為這些佛寺籌謀啊！」

    它們同樣從荒蕪到璀璨，從節儉的第一代傳到奢華的第二代，這些很快過去，之後就是第

三代，第四代……，各別的發展各有因緣，也許舒適安逸，讓後代坐享其成；也許專為死人服

務，終日勞碌法事；也許沽名釣譽，成為眾人熙來攘往的旅遊景點；如果幸運培育出弘法人才

，法傳下去，才真正繼承始創者的艱苦宗旨。千秋萬世的佛寺，就靜待這一刻稀有的光芒，像

時間瀑流中的一瞬，閃耀光和熱，才是真正的千秋萬世。個人的榮辱，開山的碑銘，彷彿要留

點什麽！可惜短暫的人生只落得營營役役，無法掙脫無常的困局。唯有多生多世的夙願，建寺

弘法安僧，才是個人的千秋萬世。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千秋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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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誠攙扶著妻子波娃走進通靈科技中心

大樓道：「這次五分鐘與過世的女兒交談費

用不菲，我希望是最後一次，別再浪費了，

人死如燈滅，何必再掛念呢，這樣對各人都

不好。」

    波娃怨憤地斜瞟丈夫一眼，懇求道：「

女兒那麼年輕便離世，且那麼突然，我真的

很掛念她，千言萬語待傾訴，如果無法見她

一面，作短暫的交談，我將終生抱憾。」

    說罷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連走路也感到

蹣跚，傑誠連忙摻著波娃腰肢道：「你終日

以淚洗面，夜不能眠，再這樣消瘦下去，能

撐多久？女兒已花了我們不少錢，打亂了生

活步調，嚴重影響工作，你還一蹶不振，不

斷做出愚痴的事，如問米、碟仙等，再這樣

下去我們可要垮了。這次通靈是最後一次，

我再不會跟你瘋。」

    他們被帶至一所頗大，寫著通靈室的室

內，除了數張特大的舒適座椅外，就只有一

個不太大的屏幕，坐下不久，屏幕亮起來，

播放著天堂的景象。突然一位少女在屏幕出

現，不斷叫喊：「媽媽！媽…！我很掛念你

。」影像隨即消失，隔了一會，影像不斷跳

動，少女及叫喊聲若斷若續，若近若遠。波

娃撲近屏幕，伸手呼喚女兒。過了一會，訊

號回復正常，傑誠慰扶波娃坐到椅子上，波

娃忍不住淚如泉湧，急促問道：「女兒！你

覺得怎樣？你在那裏？你有掛念我們嗎？我

通靈 浮浮生

      

可以到那裏找你？……」

    「媽媽！你不用擔心，我很好，你看！

我這裏是天堂。」少女打斷媽媽的話，指著

身後的景象道：「雖然有點不習慣，但我一

切安好，這裏有很多天使，每天陪伴我，不

愁衣，不愁食，四季如春，我不想再回來，

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不要讓我掛心啊！」

    屏幕閃了一下，波娃急忙道：「我有千

言萬語要對你說，可是現在什麼也想不起來

，你說一切安好，我不太相信，你不是安慰

我吧。」

    「怎會呢！我生前是個好人，喜歡做善

事，生天是必然的道理，你真的不用擔心我

。」女兒安慰媽媽道：「我看到有些人下地

獄受苦，媽媽，你千萬不要作惡啊！更要勸

導每一個人不要作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

    屏幕不斷閃動，影像顯現干擾現像，女

兒焦急對媽媽道：「這次通靈時間快到了，

媽媽，你不用為我擔心，我比生前舒適，快

樂。最後，我要跟你約好將來相會。但是，

我們相會時，必定要在最好的環境，最佳狀

況下，再不要像現世般充滿苦惱，充滿遺憾

。我要在最好的天氣下，充滿歡樂的大自然

中，更要有眾多充滿愛的人一起，熱熱鬧鬧

，人人歡笑，關懷，沒有爭鬥，呵責。媽…

…。」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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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業與客戶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通常被遺忘，更大程度是不被接受。就是雙方面

皆是相依相待，互為依存，互為因果的因緣法。企業以客戶為先，提供服務，為對方解決問題

，自能賺取利潤；客戶有需求，有困難，需要企業代籌謀，代解決，應以企業為先去配合。可

惜一般執我，將情況顛倒，造成雙方皆不得益。若雙方皆遵循，定必雙羸，雙方受益。這概念

更應應用到每一種關係上，如勞資、大小企業、敵我等。可見團結、和諧、心存友善等是成功

的必需條件。最要不得而最普遍存在的概念是敵對、甚至消滅對方的想法。

    現分析顧客與店舖的觀念，其餘關係可類推。在顧客的角度，總希望購得價格廉宜，品質

優良的貨品。當達到目標後，更想更便宜、更優良的貨品，可說無盡需索，無限要求，可是對

商戶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卻不心存感恩，且不斷侵佔、要求。如市面快餐店提供價廉物美的食

品，顧客享受之餘，更帶走紙巾、牙籤、調味料、開水等。甚至有店舖倒閉，再無優質服務，

他們仍不知後悔，怪責其他，總不會反省自己的不是。若是另有其他快餐店重開補上，他們享

受之餘，仍會故態復萌，不斷侵損，這現象猶如不肖子孫對待仁慈的父母般。如果店舖即時倒

閉，需割價清貨，總見到搶購人潮，還要求再減價，或覷盡機會，在最後時機以最低價購買，

沒有人拿出同情心來，以原價購買。要拯救店舖免倒閉，或是以低廉價格購物，相信絶大部份

人會選擇後者。當店舖倒閉，無力償還工資時，必被責罵無良，員工悲慘。沒人同情僱主，裝

修費、器具、雜物泡湯，存貨更要找地方安放，無法銷售，或是需要補償租金，更要補償薪金

給僱員。收支不平衡，度日如年，賒借度日，慘不忍睹，千夫所指，還要為爛攤子費心。僱員

損失可能是一兩月薪金，已慘至喊救命，僱主損失卻可能是終生，卻無處喊叫。

    在企業的角度，必須賺取最大利潤，讓裏面的僱員領取高薪，最重要是股東、高層能領取

高利潤。可是當目標達到後，貪婪心往往跟著而來，人也變了，要求更大的利潤，不惜巧取豪

奪，壓抑僱員薪酬，將顧客的服務及品質降低，最後失去企業良心，遺害社會，種下惡業也不

自知。這由於動機錯誤，分不清以客為先還是以利為先。如以利為先，當不會長久，且種下禍

根；如以客為先，將能長久經營、自利利他。

    在宗教上，信徒的角度認為宗教是為善的，必須提供無償的服務，且要不斷滿足信徒需求

，任何時間皆應打開大門，讓遇到困難的信徒進來安心。有些道場的角度卻認為自己提供的是

世上最好的東西，應高高在上，信徒必須俯首到來，恭敬奉獻。因此，收取捐獻是應該的，信

徒到來當義工是理所當然的。

    不管企業或宗教場所，對立、矛盾、衝突，永遠存在，囿於各人心中皆有一個強烈的自我

。何時才有以客為先，以服務為先，以對方為尊的覺醒呢？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仇商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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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出家主意已決，但該如何去走呢？二

十九年的前半生皆有侍從悉心安排，生活每一

細節不用操心，世間憂苦皆摒諸宮外，宮內卻

刻意打做成人間天堂，終日享樂，消磨人生意

志，如何面對宮外陌生的世界？如何生活？如

何認識這個世界？如何修道？如何解救萬民？

誰可依怙？他感到徬徨。如果留在宮內，將順

理成章成為國王，眾多大臣輔助，他定能統治

好國家，繼而征服世界，推行仁政，天下太平

，造福萬民，這不是每一個英雄豪傑夢寐以求

之事嗎？為什麼要冒生命危險去追求渺茫的理

想呢？可是，當他想起耕牛艱辛地犂田，呻吟

淌淚的一幕，及小蟲小鳥被啄食時的掙扎，彷

似見到、聽到世間萬物哭訴著生命的苦況。縱

使一統天下，施行仁政，亦只能解除萬民一時

的苦楚，但能令他們長久離苦得樂嗎？能去除

他們的生老病死嗎？尚有千千萬萬無央數蠢動

含靈，六道眾生，能忍心不顧嗎？二十九年蹉

跎歲月，人生已去了一半，難道仍只顧終日無

聊享樂，虛度寶貴的人生嗎？前半生懦弱順從

，枉費了精壯智慧的身軀，難道大好人生只為

享樂嗎？未來的歲月還有多少光陰？倘若無常

到來，豈不終生抱憾！

    但也不應衝動地立即跑去出家，應該好好

計劃，將所有事安頓好，不要讓人產生煩惱。

首先衣服財產什麽身外物皆可放棄，這些都不

重要，只有眾生的生老病死才值得關心，父王

、妻妾生活無憂，物質上不用擔心，只是父王

年紀開始老邁，正面對老病死的困擾，該趕快

找出解脫之道，以盡孝心。此外，列強虎視眈

眈，國人只知享樂，更被昇平盛世消磨意志，

已失去危機感，失去逆境求存的動力，亦使他

不安，放不下。

    一天，魔羅突然在他身後出現，要他放棄

出家念頭，聲言可為他解脫生老病死苦。太子

只見到耕牛呻吟的景象，搖搖頭。魔羅更答應

將皇宮打造成人間天堂，宮裏各人如置身極樂

世界，迦毘羅衞國將統領天下。太子腦海中卻

是小蟲小鳥弱肉強食的血肉掙扎，不禁猛力搖

頭。魔羅告訴太子修道者的人生四期：一、梵

行期，即廿歲前的學習期。二、家住期，即五

十歲前的結婚生子，孝養父母師長、濟貧等。

三、林棲期，離家到森林居住修行，單身或讓

妻子陪伴。四、遊行期，托缽乞食遊行，讓佈

施者得功德。這刻太子該是家住期，應盡份生

活，待年長時才出家修道。突然外面傳來喜訊

，妻子耶輸陀羅剛誕下麟兒，羣臣宮女抱著幼

嬰進來，不斷道喜，並要求太子為嬰兒取名，

太子望著繈褓中的幼嬰，正默默凝望著他，新

生命該如何照顧？如何栽培？如何使他名揚天

下，創造新天地？為人父者，該責無旁貸。可

是，四城出遊的景象在他腦海映現，年輕的出

家修道者裹著潔白的布衣，正優雅地對著他微

笑。太子不假思索地對眾人道：「就取名羅睺

羅吧，即障道之意。」

    既然立意出家，還顧慮什麼，等待什麽？

再這樣下去，恐怕出不成家呢，兒子羅睺羅將

來長大亦可繼承王位，當更無掛慮。當天晚上

，太子喚醒侍從車匿，吩咐備馬在城外等候，

自己在宮內作最後的環顧。這晚宮庭特別寧靜

，微弱的燈光格外柔和，妻子耶輸陀羅環抱著

幼兒羅睺羅熟睡，嘴角泛著笑意，溫馨甜蜜，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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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兒輪廓清晰，五官端正，比平常漂亮可人。

太子貪戀地凝視，這刻一別，恐怕再無機會再

睹此景象。過去種種，妻子對自己克盡婦道，

任勞任怨，可自己卻冷漠不仁，心不在焉，這

生實有虧欠，按理應留在宮內，有所補償，盡

己之責。父王雖在別室熟睡，卻不敢作臨別窺

探，恐怕驚醒父王，不許離去。太子走出大殿

，但見眾宮女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歡樂喜慶

歌舞後，各人疲累不堪，衣冠不整，手腳橫伸

，口淌涎沫，來不及整理及回寢室，倒頭便睡

，平日端莊儒雅之姿不再，沒想到美貌背後竟

如此不堪，真不敢想像從前如何與之相處。太

子再無留戀，急步走出宮外，車匿惺忪地拉著

愛馬犍陟等候，賴著不動，以懇求的目光望著

太子。太子一躍上馬，踰城而出，車匿只有不

情願地跟著後面，走到河邊，太子下馬稍息，

盤算著不可知的未來，茫茫前路，不知何去何

從。

    來到河邊，太子稍作休息，車匿盡最後的

努力規勸太子改變初衷，又恐折回宮內受到大

王重罸。犍陟低聲嘶鳴，露出極端傷心的樣子

。太子輕撫多年相伴的愛馬，雖然捨不得，但

為了作永遠的救贖，他必須暫時放下，割愛辭

親，此刻一別，再無會面之期，自知虧欠極多

，不知何時能夠回報。犍陟彷彿明白形勢，不

斷悲啾。平日駿朗的馬匹，霎時變得忸怩猥瑣

，車匿徬徨不知所措，忍不住跪下苦勸太子回

宮。太子強忍悲痛，除下頭上寶冠，拿出剪刀

將髮剪去，一起交予車匿回去覆命，以示決心

。車匿只有傷痛地拖著犍陟回宮覆命，可憐

茫茫苦海

你就這樣離去

讓眾生沉溺

無視掙扎呻吟

啊！請說不，說不

撒手塵寰

你就這樣離去

讓親眷無依

無視傷痛徬徨

啊！請說不，說不

眾生眾生    無量眾生

親眷親眷    無量親眷

死生生死    輪迴呼號

顛倒顛倒    造業受報

忍受無端苦楚

不捨眾生

共生死，共泅泳

迷失於長河中

融自我於眾生中

最後    自我亦消失於眾生中

 不捨眾生  那羅 

犍陟亦於不久傷痛而歿。太子告別了前半生的

皇宮享樂生涯，踏進苦行的森林，開展極端的

下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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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店內，一位西裝畢挺的中年人對著一位出家人道：「很可惜，印度人不注重歷史，因此

，佛陀時代的各項事件，乃至佛陀的一生皆有很多疑點，無法澄清。在教義及一些行為上，甚

至產生矛盾及疑惑，必須從歷史的考證上下功夫。」

    「閣下果然有見地，但這些次要的東西是否不需花太多精神，應集中於了義呢！」師父充

滿興緻道。

    「能夠了解當時的實況，對做人處事有啟發作用，亦防止隨著時間過去，實況及教義會被

歪曲。這些考證亦有助法義的確立。法義在不同時空有不同的演繹，亦有不同的偏重，因此，

歷史考證可給法義適當的定位。佛教法義最核心之處就是空性，這是不共世間的，亦是凡聖之

別，生死解脫之鑰。因此，體證空性是每一位佛子的嚮往，其他只是助成而已。」中年人滔滔

不絕道。

    「居士果然不同凡響，對佛教確有透徹的理解，如果能為佛教釐清一些問題，彷如撥開迷

霧，對佛教的發展肯定大有幫助。」師父渴望道。

    「要為佛教釐清懸案，撥開迷霧，確是有意義兼有趣的工作，但並不容易。這個人除了上

述的認識外，更需對文獻、語言學等精通，才能融合各科，還原佛教的真面目。這些恐非我個

人能力所及，待我考取博士學位後才考慮吧！」中年人有點洩氣道。

    「如此艱巨龐大的工作，豈是一人的能力所及，當集合一班人，各盡所長，展開研究，然

後滙合融通，訂定結果。」師父充滿期望問：「居士在那所大學修學？可否從中集合人才，開

展工作？」

    「我是世界大學的研究員，五所大學佛學會的顧問兼導師，香港國際佛學研究會的發起人

，中國考古發掘會的指導員，西藏伏藏師及伏藏法研究員。」中年人自我介紹道：「我已忙得

不可開交，不打算再接任何job，兩年內我需專心研究，考取博士學位後，才有暇兼顧其他。」

    「那不是白講嗎！不管如何天花龍鳯，個人如何了不起，可對佛教對眾生有幫助嗎？」老

頭子在旁忍不住道：「佛教基本道理講淡泊，講放下，你能放下名利嗎？你能學位也不要嗎？」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撥開迷霧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 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海灣餐廳對面)
電話： (853) 2822-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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