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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菩薩藏

假如我富有，富有是一種罪過，因仍有貧窮眾生。

假如我安逸，安逸是一種罪過，因眾生仍那麼勞累。

假如我「歡」笑，「歡」笑是一種罪過，因眾生仍有那麼多苦難。

    佛教的流播有三大系即 一.原始的上座部南傳佛教，主要由南面弘傳至東南亞一帶，包

括泰國、緬甸、柬甫寨、斯里蘭卡、老撾等國。二.初、中期大乘的漢傳佛教，主要由北面

弘傳至中國、日本、韓國等地。 三.後期大乘的藏傳佛教，主要由西北面傳入，弘傳至西藏、

青海、蒙古一帶。

    這三大系的弘傳，各有特色，優劣，發展多姿多采，俱源於釋迦佛的教法，嚴格來說，

沒有優劣之分，只有契機契理之別。其發展皆在與各民族的民風調和，釋迦佛真的很慈悲偉

大，他的教法在各民族中都能充分發揮，淋漓盡致。不同民族都有因教而得大成就者，且不

斷發展成長，使能更切合當地民眾。只可惜很多信眾貪新鮮，好奇，適合自己民風的宗派不

去接受，卻趨向於與自身不調和的教派。請特別注意，各教派的成立與發展，與本身的民風

與民情有密切的關係，適合當地大部分人的根器，輕率地選擇別派非明智之舉。

   一.南傳佛教忠於佛陀的生活模色，重原始風範，如赤腳，托缽，應供，樹下坐等。偏重

於出離心，解脫道，嚴持戒律，很注重禪修，包抱各類如四禪，四念住，動中禪，安般念等，

踏實而有効的修行方法。其刻苦，頭陀行的生活方式，與印度的瑜伽行者接近，都是遠離塵

囂，物慾的自了修煉。當然這系的發展跟印度的民風民情極接近。

    南傳佛教經論不多，可看出其注重實修，不太重視思辯，哲理，文化，學統等。教育制

度，學院發展也不足夠。簡言之，側重於自了，很多制度都流於形式化，不太適應變化快速的

現代社會，但也許正是其優點，保存著佛世簡樸及實修的忠實。當然，佛陀的大乘本懷及真

精神畧嫌淡薄。

   二.漢傳佛教有豐富的經論，發展多樣化且趨於圓融，探求哲理性的高度發展。包容性很

大，與中國固有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等激盪融和。對琴棋書畫，文人雅士各方面的學術性

影響很大，可以說佛教已融入生活中，而佛教給人的印象是無爭，優雅，和而不流，隱逸，

不吃人間煙火。這雖與佛法有點偏離，但無疑也是民眾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也是中國儒士與

隱士的民情。

    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思想性特別強，他的圓融性，包容性達於顛峰，甚而迷失了自己，這

對於學術發展極為有利。而判教思想在中國是一很大的貢獻，使後人在研讀浩如煙海的經論

中能有所安立，掌握。其次，中國的清規，叢林制度，更是一大突破，他融和中國的民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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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調和時、空、政治，郤能掌握佛教的教義，精神，可說是了不起及大胆的創造。而吃

素、念佛的普世大乘精神尤值得稱道。慈善事業方面，佛教一直默默而謙卑地作出貢獻。任

何朝代的災禍、苦難，佛教俱在旁協助。教育、義學、文化，除政府外，佛教是最重要的角色。

但由於佛教謙厚，不執著的性格，這些方面的貢獻，往往不為人察覺，而被評為不理世事，

不事生產。不計名利，不分你我的義工精神，在漢傳佛教有著優良的傳統，源遠流長，世代

相傳，很能體現佛教的大乘精神。

    漢傳佛教的缺點是教育制度不夠強，未能有效地培養人才。學院不足，未能將法義發揮。

踏實的修行方法不夠多，不夠深入，道次第弱。法義發展皆在思想及哲理性層面，未能結合到

修行、應用、普世中去。

    漢傳佛教積弱，原因錯綜複雜，導至信眾信心不足，往外他求。沒察覺到教內教外其他

系統也正風雨飄搖，積弱不一定比漢傳佛教低。對求法的信眾及教內外各系的困境，我都表示

由衷的深切同情。

    三. 獨特的藏傳佛教，涵蓋了三藏十二部的教法，嚴謹的修道次第，虔誠的大禮拜。小

國寡民的西藏，人材輩出，影嚮深遠而廣泛，其優點在那裏？

    當推他的明確修道次第、虔誠的信仰、踏實而謙卑的修行，對佛學切要的掌握及嚴謹的    

教育制度。當然，這些背後都有精嚴的經論支撐。他的特色：因明理論、中觀正見及本尊瑜

伽，更是其他二系所不彰的。

    藏傳佛教偏重於信仰，全情投入，尤其對上師的教言，雖有懷疑也會照行，其虔誠度非

重智的漢傳佛教可比，此亦可證藏傳佛教不太契漢人。藏傳佛教訓練嚴格，教育制度嚴謹，

單五大論的學習已超十年，非一般人能負荷，亦證不適於漢人。

    對佛法的掌握，藏傳佛教也能做到精要簡潔的總持，例如注重菩提心；自他交換；聖道

三要；修心七義；修心八頌等，是佛法中的精粹。

    重神通、効應快、政教合一，某些派系更可娶妻吃肉也是其他二系所沒有的，可視為其

優點，更可視為其缺點，亦是外道騙子喜歡利用藏傳佛教作榥子的原因。

    正因藏人虔誠，培植了藏傳佛教「迷信」的色彩，如轉世，神諭等，當然這些「迷信」

也有他的效用性，如權威的建立，民族的凝聚，教化的方便。也是其他二系所沒有的，也不太

適合藏族以外的民情。

    除了以上多點證成藏傳佛教不太契機漢人外，更有一點是歷史中，修學密宗的人雖多，

得成就者郤少；尤有甚者，出事的人更多。當然，這些都不是藏傳佛教的過失。

    以上是三大系的特色及優劣，而佛教本身相對於教外，他的特色及優劣在那裏呢？

    首先要談的是佛教的法特別猛利，由於契應真理及方便，法義能收立竿見影的效果，很

多人會因一本佛書，甚或一句經偈改變了一生，從此踏上解脫之道。這尤須各教友注意，法為

三寶的核心，一切活動、媒介、善行皆須圍繞法義去助成，否則成了本末倒置，更要對法有

信心，因為他能改變一個人，是最佳的助人法，邁向解脫道。

    其次要談的是佛教乃真慈悲的宗教，這可從歷史中看到，佛教沒有所謂宗教戰爭，殺戮，

他的慈悲且遍及蠢動含靈，給予無限的關懷，幫助，那種普世精神是無遠弗屆的。此外就是

他的出世思想，因為從正見中看破世間的顛倒性，故能放下煩惱、執著。注意出世並不是否

定世間，離郤人間，而是遠離世間的顛倒，踏上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的成佛大道。

    當然，這會做成對世事不「積極」，不重鬥爭，冷淡的「懦弱」性格，且與世間格格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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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甚而對立。是好是壞還需大眾去衡量，是否還有折衷的路？此外，佛教的組織也弱，對

內部不如法的個別分子，未能做到有效的壓制，刑罸也輕，自做成內部權威性不夠。到最後當

惡化到只有由外人收拾殘局時，決非教內及教外之福。

    在家居士在佛教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可惜在家的組織，在家人的功效都被忽略，

沒有作系統性的建立，發揮。各團體教派的合作，互動極弱。這不但有違佛教教旨，且造成

封閉，僵化的局面。最致命的是佛教教育做得不好，不足夠，這都有待加強，如更能兼顧延

續及廣泛性的慈善事業，配上國際性視野，定能使佛教更豐盛，饒益大眾。

    以上是佛教三大系及本身優劣的一點探討。但這裏一再強調並非各系及本身的過失，且當

中更有很很多例外。這只是一些粗略及概括性的分析。如何修學？如何發心？還須週詳的自

我了解及環境評估，善知識的引導。當然，最重要的是放下我執，發起清淨無染的追求。 (全文完)

一切從隨喜開始  須蜜那

    信佛後，該如何開始新的人生？該如何簡

要地修行，對待一切事物而直趨佛道？除一些

德目外，更應要一切從隨喜開始。

    隨喜是一個既容易，又艱難的法門。他容

易的地方是不用付出，功効郤大得無可估量，

隨喜功德甚而比作功德的人更大，粗俗點說是

一本萬利；他艱難之處是對治嫉妒心，幾乎每

一個人天生就不喜見他人好，尤其比自己好的

更不能接受。當見到眾生苦而發大悲心去幫忙

容易，但見到眾生環境稍好而要令他們更幸福

快樂則不為。總會想，已經幫了他很多，該是

他自己努力的時刻，與其接濟他，不如接濟自

己。自己不是更苦嗎？如要幫忙到比自己更好

可說絕無僅有，不要說隨喜了。可見菩薩的偉

大處。「眾生未成佛，自己決不成佛」，其悲

心、無我心及隨喜心已臻圓滿。這可見隨喜是

從心出發，只有內在的廣大心及菩提心才能圓

滿隨喜功德，一切外在的事相及美言只是虛假

敷衍，造作有漏。

    隨喜是一個極佳的法門，世間人一般只能

見到不好的事物，郤不能見到好的事物，如果

沒有喜心，這個世界將更灰暗。世間的大悲心

充滿憂蹙、幸災樂禍及自我膨脹。不及這法門

充滿喜悅、祥和、安樂；更不會從心底出發，

轉化這個世界，莊嚴淨土。

    隨喜心很自然發諸於行為而成讚嘆、鼓勵、

勸請。對他人的善行，首先發起隨喜心，繼而

讚嘆，跟著鼓勵，作一些支持或是參予，再勸

請作更多更佳的善行。隨喜如能加一點善行，

相應菩提心而形於外將更圓滿。

    個人方面，不但對自己的工作要有喜悅心，

對公司、同事、上級、下屬也應該有喜悅心，

因為大家都同為社會大眾作出貢獻，同心同德，

是親密的戰友，也要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學習、

成長、成就充滿喜心，將這喜心擴展出去，使

其他人也能隨喜功德。

    在家庭及社會中，更要隨喜所有好事，作

出讚嘆及鼓勵，使好事能延續下去，開花結果，

更勸請作其他好事。因此，見到賣旗要隨喜；

見到服務員表現好要讚嘆，或是寫信讚賞以資

鼓勵；見到家裏人作好事更別忘讚嘆。

    在自己宗教方面，應常時隨喜讚嘆、幫忙，

功德更大。每天要隨喜稱讚如來、請佛住世、

請轉法輪。簡言之，每天都要隨喜，誦普賢十

大願。不時為他人說，隨喜功德的重要、好處，

鼓勵其他人去修行隨喜功德。

    能否作好隨喜，可以無我的標準作考核。

我執、我見愈輕，喜悅心、功德愈大。否則，

多作反省，觀照自己的心念，是否帶有煩惱。

尤其對嫉妒心更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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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雖錯綜複雜，但重善因，得善果，心

存好念做好事自有善報是必然的。相反，做惡

事便有惡報，地藏經裏這些描述極多。以下兩

類因果需留意：

(1)一般因果：可見於地藏菩薩的教化中：「四

天王！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

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

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諍報；若

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

癃殘報；若遇慳吝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

食無度者，說飢渴咽病報；若遇畋獵恣情者，

說驚狂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

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

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鞭撻現受報；若遇網捕

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

盲、聾、瘖瘂報；若遇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

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廻地獄報；

若遇污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

斫傷生者，說輪廻遞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

說禽獸飢餓報；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闕絕

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

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

地受生報。如是等閻浮提眾生，身、口、意業

惡習結果，百千報應，今麤略說。如是等閻浮

提眾生業感差別，地藏菩薩百千方便而教化之。

是諸眾生先受如是等報，後墮地獄，動經劫數，

無有出期。是故，汝等護人護國，無令是諸眾

業迷惑眾生。」四天王聞已，涕淚悲歎，合掌

而退。  —閻浮眾生業感品

    

(2)宗教因果：心靈修行方面的因果特別重，

尤要注意小心，善巧對待，得功德獲福很多。

如輕毀獲罪也很可怕：

    「復次，普廣！未來世中，若有惡人及惡

神、惡鬼，見有善男子、善女人歸敬、供養、

讚歎、瞻禮地藏菩薩形象，或妄生譏毁、謗無

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齒笑，或背面非，或勸人

共非，或一人非，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譏毀

者，如是之人，賢劫千佛滅度，譏毀之報尚在

阿鼻地獄受極重罪，過是劫已方受餓鬼，又經

千刧復受畜生，又經千劫方得人身，縱受人身，

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多被惡業來結其心，

不久之間，復墮惡道。是故，普廣！譏毀他人

供養，尚獲此報，何況別生惡見毀滅？」

―如來讚嘆品

    地藏經裏有很重的因果觀，作惡得罪的可

怖描述，尤其地獄，很多人都懷疑是否實有。

    「無毒答曰：『實有地獄。』聖女問曰：

『我今云何得到獄所？』無毒答曰：『若非

威神即須業力，非此二事終不能到。』」

―忉利天宮神通品

    世間中，有富有，自有貧窮；有長自有短；

有歡樂自有苦楚；有天堂自有地獄。在屠房、

邊地等人世間已能見到地獄的雛型。「實有地

獄」一點也不奇。

    地藏菩薩開示了我們世間的艱難，似乎帶

來了負面的訊息。但他同時教示我們極簡單、

極有効、極全面的修行方法，卻往往被忽視，

如何立願修持地藏法門，正是此文的目的。

      地藏經法要  (…續)  賢護

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

    長老生於斯里蘭卡南部一個村莊，十二歲出家，廿六歲

考獲哲學及巴利文經典研究文憑，後獲得印度大學頒發印度

哲學碩士學位。1953年到馬來西亞弘法，1962年創立大馬佛

教弘法會（BMS）， 被譽為馬來西亞南傳佛教之父。著作有

「佛教徒的信仰」、「如何無憂無懼過生活」等。曾有幸兩

度被邀來港作弘法講座。

佛教消息
達摩難陀長老圓寂

     (未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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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者一直都爭議究竟先自度再度他人，

還是該先度他人再度自己？有說自己未做好如

何去幫人，正如不懂泳而去救人，只有齊遇溺，

該先自度，學好後才有方法教人，否則只是以

盲導盲。有說見眾生在苦難中不理會而耽於自

度，於心何忍，縱使不能幫忙，也可陪伴左右，

與眾生一起哀樂。如地藏菩薩的「眾生度盡，

方證菩提」或㮙嚴經中的「如一眾生未成佛，

終不於此取泥洹」。

    兩者誰對誰錯？其實兩者都對，大家不同

的發心，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對象，自有不同

的反應，不同的作法。在成佛的漫長路上，總

有浮沈，曲折的掙扎，也有倒退，墮落的時刻。

其間必經過無數次的失望，退而先自度；也有

無數次的振奮，鼓舞，轉而先度他。經歷輾轉

的反覆，最後體會那戲論的不實而達一真法界。

    因此，不必掛礙先自度還是先度他，在成

佛的路上，兩者皆是我們的實踐階段。由此，

我們可體會法華經的一佛乘是何等高妙，聲聞

緣覺乘只是一佛乘中的過渡階段，只是化城，

仍需回小向大。

    從眾生的關係網中，我們可見到這世界的

人和事是息息相關的，關係密切。要快樂，必

須身旁的人快樂，自己才能快樂；要解脫也是

如此，此世上沒有獨善或自我解脫這回事。要

就是一起向上，或是一起墮落，看如何取捨。

    謹記一點，成佛非個人之事，沒有不度眾

生的佛，沒有不利益無邊眾生而能成佛。因此，

沒有自我解脫這回事。要先自度或先度他只是

做法上不同而已。利益眾生，發菩提心是首要

及前導，是因，自利是必然的果，毋須担心自

我。應從利他中去自利，直達無我境界。

自度與度他  提舍

    「汝等孤魂眾，我今施汝供……」

    那天見到她正從荃灣精舍下來，面上一片

茫然，在路上踟躕，問她要到那裏去，躊躇一

會後，答說要上芙蓉山，隨即喋喋訴說著最近

如何如何忙碌，到那些道場幫忙，還有那些師

父曾經是她的服務對象，總是東匆匆，西忙忙，

今天親近這師父，明天親近那師父，問她為何

不安定下來，總算她厚道，一再強調幫忙完畢

便轉到別的有需要地方去，就像雲遊僧，也像

鳥不留痕。

    問她最近做些什麼功課，她馬上答說參話

頭，再不是念咒，也放棄了念佛。是否可惜呢？

多年的修練，白白放棄。她答沒有感應，或許

法門不當機，如今層次高了，從前的努力，就

當是摸索階段吧。

    這天見到她，正是深夜時份，繁華路上，

從身旁擦過，頭髮已剃掉，一身出家人裝扮，

拖著一個行李箱，低頭沉思，蹣跚走著。問她

往那裏去，竟答說「無所從來，無所從去」。

埋怨出家後，沒法找到一所學校好好修學佛法

，連基本的道理也不懂。問她師父在那裏，郤

說不在香港，終年在世界各地被邀弘法，馬不

停蹄；那香港本身的道場呢？郤有人滿之患，

且是非多，不宜久留。

    問她最近話頭參得怎麼樣？答說已不再參

了，由於新出家，一切從新開始，更由基本功

夫做起，在行、住、坐、卧中培養覺性，待師

父回來後再請示甚深修法。

    從前對那些灌頂法會，喇嘛教人念多少遍

咒，傳法等總不以為然。自從多次遇到她後，

覺得這些教導總是個落腳點，對這些徘徊的人，

畢竟是好事。

    千百年來，僧俗四眾到處流浪，活像孤魂

野鬼，聞者心酸。祈願佛菩薩、大德能為指引，

安頓，重新踏上成佛之道。

    「汝等孤魂眾，我今施汝供……」

孤魂野鬼  寂慧



          自我教言       

   『自我教言』不只是入門的導引，更是久修行者的一面好鏡子，去反省及自我教言，為佛學
及修行態度的明確指引，去除很多謬誤及修道上的倒見。書內一再強調聞思的重要性，正是建立
『正見』的要素。

作者 : 晉美彭措法王   
譯者 : 索達吉堪布       ( 連載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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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欲強烈的人，就像餓狗一樣。大家知道，餓狗白天晚上都是在為了自己的飲食而到處奔

跑。那些不知足少欲的人就是如此，其內心始終存有一個貪心。或希求異性朋友、或名聲、

或財富等等，分別念層出不窮。追求而未得到時，心裏異常苦悶痛苦，得到後心裏也是一點

不滿足，猶如在火上澆油，貪欲的火焰反而愈加盛燃。也像夢中求水，喝了又喝不管喝多少

也非常乾渴。若能將自己的貪心斷掉，則沒有如此劇烈的痛苦，所以我們應該精進於斷除自

己的貪心。

    要斷除自己的煩惱，就需要長時間地依止上師聞法，僅只聽一、二天的法，就不會得到

明顯的利益。

    有些人喜歡坐在山洞或樹下，這時鬼神就已經盯上他了，有些鬼神專門對此種人造違緣，

以後極有可能會精神失常，這非常危險。雖然在佛經裏說要依止寂靜的地方，但前提必須首

先依止上師相當長時間，斷除一切疑惑，比如對寧瑪巴的所有教典精通以後，才可依止寂靜

的地方掩關修持。否則，對教理一竅不通，對上師也沒有虔誠的恭敬心，如此一個人在寂靜

的地方修持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甚至還會有生命的危險。

    我們再對此問題深入探討，一個修行人要到寂靜處修持，需要具足相當多的條件和要求。

第一，他必須要恭敬上師，恆常修上師瑜伽，若能一心一意地祈禱上師，就不會有任何鬼神

的違緣；然後，對大悲心也必須要修持，如果相續中真正生起大慈大悲的菩提心，那鬼神也

不會加害。我們不管是修斷法還是修其他的任何法，依止上師都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不要一開始就住在山洞等無人寂靜的地方，首先應該依止具有法相的上師，

認真聽聞佛法，最好不要離開聞思修。我這裏意思並非讓大家聞思一生而不要修行，但一輩

子都在盲修瞎鍊而不聞思，這也是一種邪道。    

    釋迦牟尼佛在經典中指出，聽聞一堂課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由此有些人可能會想：善

星比丘通達三藏，像他那樣的聽聞已相當不錯，像他那樣的精通我們也是不可能，但善星比丘

最後還是墮入了三惡趣。其中的原因是，像提婆達多或善星比丘這樣造五無間罪或是對上師

生邪見的人，雖然他們已聽聞了佛法，但他們的罪業已把聽聞的功德摧毀了。比如，念觀音

心咒的功德雖然非常大，但如果念咒之人殺了母親，那此罪業已經勝伏其善根。希望大家不

要造五無間罪，這樣天天聞法，以後一定會往生極樂世界。

    現在有些寧瑪巴及其他派別的弟子，認為不必努力聞思而熱衷於修行，以為整天閉起眼

睛坐在那裏這才是究竟的修法，對此種說法我不太以為然。有些人說不需要聞思，就像普賢

如來一樣修就可以成就了，但這種人也太不自量力，也不琢磨一下，自己是否是普賢如來那

樣的根基！希望大家一定要再三地聞法，經常聞思輪廻的痛苦、祈禱上師、對眾生生起大悲

心、修自他交換的菩提心，這就是最殊勝的一種修行。

    在無邊無際難以忍受的輪廻痛苦大海中，雖然暫時呈現了少許安樂，但這些安樂實際上

都在引誘迷惑我們的心，就像是妖女的微笑不能相信。在本師傳中，釋迦牟尼佛在往世曾是

一位商主，他到了一個羅剎洲，彼洲上的許多妖女就使用各種伎倆和欲妙來引誘他，那些妖

女暫時顯得快樂殊麗，但其本性郤都是痛苦和誘惑欺騙。

    這些暫時的快樂不僅是痛苦的本性，而且也在剎那剎那地變化，猶如閃電，這就是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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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 ...待續)

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財產，明天還是否還繼續存在呢？如今身體健康強壯，將來是否仍然無病

快樂，如是等等，這一切都是難以預料的，所以，可謂「諸法如閃電」。人們貪著世間法，

如何享受也不會滿足，猶如小孩貪吃甜美的糖果，再三地咀嚼也是嚐不夠。然而，世間上所

有的法不管再美妙，也都不存在任何的可靠性。比如，梵天的財富在世間上屬於最為上等精粹，

但這些財物以及他們所享受的妙欲也不會永恆，不值得信賴，也是沒有任何實義。

    世間上的這些法不管如何千姿百態地顯現，其實都是空性，我們怎麼會對之生起貪心呢？

有如是的貪心，便會有如是痛苦的因。所以巴楚仁波切說：「當生貪心的時候，立刻就要捨

棄它。」《佛子行》中也講，引起貪心的這個事物，必須馬上捨棄。

    對於一棵芭蕉樹，當我們以理智逐漸分析它時，就會發現它裏面為空心，沒有一絲一毫

的精華實義。如是我們深入細緻地觀察輪廻中的一切諸法，也會發現它們如同是芭蕉樹，所

以在整個輪廻中都不存在一個可靠的法。

    通過這樣的觀察，得到定解時，自然就不會對善妙的事物生起貪心，對低劣粗鄙的事物

也不會產生厭惡之心，對一切法就不會產生粗大的分別念和執著；相反，我們會去希求無變

的大樂，即原始的自然本智。

    暫時的輪廻並沒有任何東西值得追求，真正值得我們希求的是永恆不變的殊勝智慧。因

此，我們一生當中所做的各種瑣事，全都是徒勞無義，比如我們搞建築、做生意等世間法就

是毫無意義，口中言說各種不如法的語言也沒有任何意義，然後心裏面產生的煩惱分別念－

貪瞋等心也全都是痛苦的因。對於這些身口意的一切世間瑣事，我們應該全部捨棄，從此以

後，身體應該作頂禮、轉繞等善法，口應該念誦經咒，心中應該生起清淨心、大悲心，觀修

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

    釋迦牟尼佛在經中指出：若身體做各種世間的事業、口中講各種非語（不如法的語言）、

心生起各種分別念，這些都有極大過患。為此，我們應當時時憶念大悲尊者釋迦牟尼佛的金剛

語，發願從今以後，一定要好好護持自己的心，斷惡行善。最好在即生就能斷除一切分別念，

安住於大圓滿的境界中，即使沒有得到如是境界，至少也應將自己的分別念經常融入於大悲

與信心之中。

    無風吹動的燈火端直又明亮，若遠離分別念，那我們的心就如無風的燈火，如是在清淨

的心當中安住，幸福又快樂，若不遠離分別念，那自己的心始終不會清淨，因此我們的心應當

儘量安住下來，不要尋伺、也不要跟隨外境，這樣所有的功德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猶如澄

清的水才能顯現月亮的影子，若一搖動，就現不出任何影像。

    這也是為我們宣講一個禪定的修法：自心的分別念，就像是小猴子蹦蹦跳跳，當我們抓

住它的時候，必須要以一根正念的繩子來捆住它，否則它一剎那也不會老實安分。因此我們

對自己的心應時時刻刻地進行觀察。

    如一大國王，在同外境的敵人作戰時，面對著敵人的千軍萬馬，雖然也有失敗的時候，

但天天失敗也不太可能。若事先預知將會失敗，他可能更加小心翼翼周密策劃安排。而心中的

煩惱能毁壞所有的眾生，此敵軍更為凶猛，它遠遠超過外界的敵人。如果我們真正能依靠殊

勝的對治力，與煩惱的敵軍作戰，那最終一定會取得徹底的勝利。可是對煩惱作戰的人，在

這個世界上又有幾個？

    我們往往不願意與煩惱大敵爭鋒。不去對治時，心的力量顯得相當可怕，但若真正去對

它作戰，那自己的心很容易被調伏，貪心瞋心自然會投降。所以希望大家通過觀察自心，把

心轉到善法方面來，若不依靠對治，以煩惱染污了自己的相續，那將會毁掉自己已有的全部

修行善緣，將來定會感受無量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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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常來到這快餐店晚膳，見到公共車司機、長者及一些流浪漢

正閒聊，在這快餐店前空地中顯得格外無拘朿，閒聊者也可肆意高談

濶論。

    傍晚六時多，一個六十多歲的胖女人推著輪椅中的老人到來，與

多個正在吃飯的人打招呼。快餐店裏一個女人走出來說：「朱麗姐，

今天是否照舊兩餸一湯？」

    隨即向輪椅中的老人點頭，喚一聲「羅伯」後，幫忙將輪椅推近枱

前。老人從喉頭發出兩聲「呵呵」後，環視周圍的人，並稍作點頭打

招呼，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老板娘，今天請加多一點飯及湯」朱麗姐說：「吃飽一點，今

天晚上後不能吃東西了，明天早上我要做眼手術。」

    「好的」老板娘答，隨即安慰道：「這手術算不了什麼，日後少

點哭，別弄壞眼睛。」

    老板娘走回店內。朱麗姐坐在老人身旁，從手袋中拿出一張發黃

的照片看，面露笑容，跟著遞給隣桌的巴士司機。

    「這男的是羅伯，女的是你，你們當年拿舞蹈冠軍，對嗎？」巴

士司機笑著說：「我夠鐘開車了，再見。」

    巴士司機走後，朱麗姐將照片遞給我，照片中一對男女體態輕盈，

翩翩起舞，女的穿著白色無袖裙，裙腳因轉動而飄起，單腳站著，另

一隻腳向後高踢，露出透明的高跟鞋。一手伸長，與男的同一姿態握

著。男的鼻樑高尖，頭髮鬈曲、烏黑閃亮，真的風流倜儻。

    「這次舞蹈比賽後，羅伯便向你求婚！」我道：「之後你們便過

著神仙般的生活，對嗎？」

    朱麗姐面露得意的微笑。我反過照片，上面寫著「海枯石爛」，

「這是當日的書法嘉賓題字，對嗎？」

    老板娘將飯餸從快餐店端出，放到他們面前，我繼續將食物吃完，

接聽一個電話。

    接聽電話時，我被朱麗姐粗暴的怒罵聲嚇了一跳：「你為什麼不

吃？我明天要做眼手術，你還給我臉色看。」

    她從袋中拿出紙巾，揩拭眼淚：「我冇眼睇啦，自己都唔掂，還

要照顧你，今次給你害死了。」

    我見到羅伯鐵青著臉，睜著緊張的雙眼，頭髮稀疏灰白，全身微

微抖動，口中發出「呵呵」微弱的聲音。

    老板娘呆呆站在遠處，其他食客停下來，望著他倆，我手中的電

話也不知何時掛斷。

    「你不是說過要照顧我一生嗎？為什麼要我無了期服侍你？」

    朱麗姐邊飲泣，邊推著輪椅離開，羅伯全身仍在輕微抖動，口中

發出「呵呵」的聲音。

    自那天後，我再沒有見到他們出現。

                                          （此乃真實個案改編，快餐店仍不時有顧客在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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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枯石爛  浮生

誰可相依

患得患失於

那天涯海角的追尋

昔日那山盟海誓

曾帶來刻骨銘心

絕對擁有

愛是無涯

為的是歌頌那永恒

眠乾睡濕

共生活於那無私奉獻中

時光凝聚

不願成長

昔日那噓寒絮叨

曾帶來朝夕相對

絕對擁有

愛是無涯

為的是歌頌那永恒

七寶池中

蓮花化生於

那無量壽淨土中

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

昔日那至心發願

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出微妙音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

為歌頌那千古不易的永恒

海枯石爛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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