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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他們在生死大海中載浮載沉，

便知多生多世輪迴中未能利益他們，

怎忍心獨自去修持解脫道！

如不能助他們踏上佛道，決不捨棄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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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佛教的慶功宴上，大排筵席。冠蓋

雲集，一片喜氣洋洋，無限法樂。

    社會服務組組長：感謝大眾的支持，策勵。

過去一年來，我組尚算發展不錯，除承繼前老

人院探訪外，我們還增設了監獄及兒童院探訪，

反應很不錯。他們除了要求大量初機佛書外，

尚提出不少佛學及人生問題，我們皆圓滿作答，

使他們法喜充滿，積極面對人生。展望來年，

需迎接大量需求外，我組正研究如何深化服務

及教義，還打算開發病人探訪服務，開辦老人

康樂中心。因此，對人力及財力的需求很緊張，

藉此，呼吁各同道能大力支持。

    此外，更要多謝會長幕後的領導及多方面

的支援，雖然他作的事情不多，但沒有他的指

導及多次糾正，恐怕我們也做不來。

    福田組組長：感謝在座諸位的支持，過去

一年，我們除秉承積福宗旨，到各寺院道場幫

忙外，更積極為我會籌建一座佛寺，接引社會

大眾，使未信者生信，已信者能深信。也會利

用佛寺廣濶空間作一些康樂的社會服務事業，

現正與社會服務組磋商，合作將服務攪好。此

外，我們更與法義組研究利用本寺開辦佛學院，

培育僧才，並定期為居士大眾作一些修行的課

程。

    在此，我要多謝會長的領導及幫忙，如沒

有他正知正見的指引，我們定走歪了路向，愧

對三寶。

    法義組組長：很感謝福田組的關顧，為我

們提供地方及設施作佛學院之用，使我們有信

心去招聘優良的師資及學生，過去一年，我們

「不眠不休」地為佛學院籌措各項事宜，同時

間我們沒有放慢佛學班的延續及不斷改良工程，

但在宣教及公開講座次數上，較前年遜色，皆

因外間已有很多同道團體作出相同的工作，且

塲地租借較以前困難，才有此現象，這方面我

組會作檢討。

    最後我要感謝會長在法義上的指導及各項

課程制定的幫忙，如果沒有他的領導，法義出

來的效果恐怕不彰及失色吧。

    教護組組長：佛教近年頗為蓬勃，是一可

喜現象，但同時亦帶來很大的隱憂。由於蓬勃，

很多人便利用佛教來歛財，或是出名，將佛法

菩薩淚    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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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投機取巧，使大眾對佛教做成很大的誤

解，尤有甚者，就是教內人士也利用一些阿臾

的手段去爭取信徒，讓一些不懂佛法的人去胡

言亂語，誤導群眾。他們不但沒有去阻止，且

聯成一夥。如果情況惡化下去，佛教興盛只會

帶來更大的禍害。我組過去一年常站出來糾正，

發生多次衝突與爭執，更招來很多敵人，包括

教內教外。來年我們會針對一個教內長老級人

物，對他出位的言行作出勸導、糾正，但這些

早已根深蒂固的現象絕不樂觀。

    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會長，如果沒有

他的堅固支持及接受各方面射來的明、暗箭，

我們真的沒法捱下去。

    財務組組長：過去一年可說是陰暗的一年，

由於各組別發展得不錯，需財自然多，外間佛

教蓬勃，到處籌款聲音不絕於耳，我們要籌錢

真是談何容易，如果落力去籌，常被投訴太貪

錢，太hardsell，不清淨，凡事向錢看，更有

在背後罵我們販賣佛教；回到會上郤被一些組

別埋怨，遲遲批不出錢來，對花費管得過嚴，

小氣等。曾多次請辭郤被會長苦苦挽留。

    這裡要特別感謝會長，我知道他暗地裡拿

了不少錢出來，也聽說他曾低聲下氣，出賣尊

嚴去哀求捐款，我由衷的感謝他的發心。

    會務職員：我很感激會的聘請及各人的努

力，我們不單是會內有數的領薪職員，更是教

內絕少數的領薪職員。綜觀教內對工作者的「刻

薄」傳統，沒法將人才挽留下來，作出貢獻，

縱使有多大的大志，也敵不過生活的壓迫，黯

然離場。我們很感恩能領取生活費用，無後顧

之憂地為佛教賣命。另一方面，在芸芸無償付

出的義工中，我們感到慚愧不安，戰戰競競渡

日。

    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會長，他堅持要我們

領取薪金，並多次強調有愧無愧不在領錢與否，

而在是否用心，正念正知地為佛教奉獻。他更

強調希望有一天能為佛教開出很多職位，讓發

心者安住。就像杜甫的「廣廈千萬間」胸懷。

    總幹事：感謝各位的報告、出席、支持與

發心。在過去的會務中，我經歷了很多，學習

到不少事情。原來一個會的成立與成長，竟是

那麼艱巨，繁複，從中我們得到什麼，付出多

少，收獲如何？錯綜複雜，是得是失，是堅強，

是倒退，無法計算。只可總結：無憾！

    會的目標、方向竟是如此重要，正念正知，

目標一致，和合共存更是成長的要素。在漫

長的前路上，如何面對挑戰，不偏離佛法，踏

實向前邁進，保持不緩不急的步伐；懷著夢想，

郤成熟不虛幻，更要保持尊嚴，衣食無憂，真

不容易。但我深信：福不唐捐，多少努力，就

有多少收成，現在請我們的會長發言，會長的

貢獻，不需再多說了。

    會長：感謝大家。會的存在，只是表面風

光，其間的風雨飄搖，實不足為外人道，沒有

一刻我不在担心，任何時候倒下我都不會驚奇。

能夠存在只能歸功於佛菩薩的加持，我很清楚

絕不會是自己的福德智慧做成。你們的謬讚我

只感到不安。人說沒有苦難不能成長，過份的

保護，缺乏培訓、教導，只會扼殺你們的未來，

我該向你們懺悔。而最痛心的莫過於不能見到

你們和合共存，各懷鬼胎、明爭暗鬥是我最不

願見的事情，不單是對內如此，對外也不應排

斥其他團體。記著，多一分和合，多一分共存。

此外，分秒不離三寶的堅定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們將來順境逆境，都需親近三寶，不管

我在與不在，三寶是你們唯一可依靠處，切記

切記。這些皆是我走過來的忠告。

    一滴眼淚從會長眼睛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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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倆聚首

是歡欣，還是惆悵

是情緣，還是深恨

多生糾纏，累劫恩怨

牽腸掛肚，歇斯底里

既遠且近，欲拒還迎

迷失在患得患失繫縳中

永遠刻骨銘心

明天我將踏上佛道

只要念佛一聲

當越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心亡罪滅，罪亡心滅

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

無牽無掛，逍遙自在

安住在如如不動的空性中

永遠清淨無染

今天相見

明天相離

永不再會

那魔羅

是你？

是我？

魔羅  那羅

    滂沱大雨中，不時傳來打雷的聲音及閃電，他躲在涼亭裡已有一段時間。沒想到今早晨運行山

時，天色還不錯，郤在回程下山時滂沱大雨，要是早走十多分鐘，當不至弄到沒法離開，浪費了那

麼多時間。倒楣的一天，使他想起一生中眾多逆境，彷彿一生中從沒有安樂過，今天看來會是更倒

楣的一天吧！

    待雨勢稍歇時，他跑下山去，只要五分鐘，五分鐘的時間他便可回到那暖暖的茶樓裡茗茶，沒

想到雨勢突然轉大，變得傾盆大雨，將他淋得盡濕。他賭氣慢慢走，讓雨水從頭倒下來，當來到一

座樓宇時，他停下來，氣憤地望著漫天風雨。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轉過身，發覺自己在一所店鋪外，櫥窗的燈光亮照耀著，有一種暖洋洋

的感覺。一尊觀音菩薩像在櫥窗裡正對著他，微微展露笑容。突然間，他感到無限安祥，不再去計

較得失、成敗、苦樂，心中彷彿有無限啟示。他看到觀音像旁有一對聯：「智慧之源、解脫之道。」

使他突然感到驚喜。抬頭看看那招牌「佛哲書舍」，便著魔似的走了進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只見他從店中緩步走出來，微微展露笑容，就像那尊觀音菩薩像。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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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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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完)  

如果在僧團也不能好好持守戒律，那還有什麼

辦法能使你持守清淨的戒律呢？所以自己應該

好好地思維，在遇到這麼好的金剛上師和殊勝

環境的時候，最好杜絕一切非法的行為。

    雖然密宗裡可以享受妙欲，但密法深奧莫

測，現在世間上有不少人錯認為密宗只有雙運

法和降伏法。他們以為在大眾面前依止幾個空

行母才是密宗行者的行為，似乎空行母越多，

密宗的境界就會越高。還有些人把不信仰佛教

的女人也攝受為自己的「空行母」，不管到哪

裡去，也是出雙入對，而於降伏法，他沒有真

正的菩提心，更沒有生圓次第的境界，並且對

那些真正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們發惡心，妄想

用各種降魔法來損害他們。如果這種不良作法

蔚然成風，將會對密宗生極壞的影響。

    能夠如理如法行持密法的人，在當今世界

確實罕見。本來對密法是必須要加以保密，不

能隨便公開，如像印度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如

果大家閱讀過他們的傳記，就會知道他們是像

野獸一樣在寂靜的地方行持雙運和降伏法的，

而不是在眾多人面前行持密法的甚深行為，因

此我們對密法不能顛倒行事。

    如今有些人以密宗為藉口，做出許多非法

的行為，如殺生、偷盜、邪淫等等，但這些實

際上都是毀壞佛教的標誌，同時也違犯了密乘

的根本戒。學密的人不應該這麼做，我們應該

是相合世間而弘揚佛法和行持佛法。真正行持

佛法的人就應該像阿日班欽、蔣揚欽哲旺波等

許多前輩大德那樣，實際上他們修持密宗的生

圓次第的境界已非同凡響，但在外面上他們守

護所有的別解脫戒也非常圓滿，並不像如今我

們看到的這些「密宗師」。

    希望你們好好地修持，不要以密宗為藉口，

把自己惡劣的行為都認為是密宗的修法，然後

自己作雙運、降伏等等，這樣不但於己而且對

佛法也會造成極大的損害。比如真正在密宗裡，

高僧大德根本不會生嫉妒心而對別的高僧大德

作降伏，也不會以貪心邪淫，否則，其結果必

將摧壞自己的心相續。

    很多古德說：「作為大批僧眾的住持人，

必須是一位清淨比丘，若是修持密行的瑜伽士

來主持教法則比較困難。如果同時具有出家人

和在家人二種人福田，那必須由出家人來作住

持。」

    即使內心的證悟高不可攀，但外面的行為

也應如法。對密法必須秘密去行持，並且密宗

裡的法物也不能隨便給別人宣說，尤其對自己

本尊的名號及修法最好保持緘默，可是現在末

法時代的很多密宗行者好像是商人做廣告，唯

恐天下人不知。

    許多人以修持密法為藉口，不斷增長自己

的貪欲心，他們經常尋找一些「空行母」。一

些女人在沒有依止這些上師之前，本來出身貧

寒，但當她變成「空行母」後，她的頸上也就

掛滿了一串串的珊瑚等奇異珠寶。這位上師也

是穿著一件黃色的上衣，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隨身帶著他的「空行母」，彷彿自己是密宗中

最大的一個瑜伽士，但這種惡行所造成的後果

是令世人漸漸不恭敬出家人。他認為自己的修

行境界很高，得意洋洋，但實際上他的這種行

為是非法的，因為密宗裡面的很多行為都是必

須要保密。

    現在非法之徒，將自己的某些密法行為暴

露於人前，這就是屬於魔眾的一種擧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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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密宗行為，那就必須要遠離一切世間

八法到寂靜的地方去秘密行持，這就免得遭受

到別人的誹謗，對佛法也不會造成各種危害。

比如以前瑪爾巴譯師依止那諾巴，在最後，那

比如以前瑪爾巴譯師依止那諾巴，在最後，那

諾巴已變成為密咒師，而在外面根本看不出，

為了保密，當時即使是具無比信心的瑪爾巴親

自去朝見，接見的時間也相當短暫，那諾巴對

他說：「你不要依止很長時間。」修持密法就

必須要如此保密。

    如果內心具有清淨密法的境界，那五肉甘

露也可享用，雙運和降伏也能行持，比如誅殺

敵人後就可以超度他。但在外面的形象應該以

別解脫戒的要求去做，必須要受持比丘戒律。

對此蓮花生大士和阿日班欽具有同樣的觀點，

堪布菩提薩埵也曾講過：「在外面應遵守小乘

的戒律，裡面則是密乘的境界。」

    如果具有智慧、福德和方便，那就能享受

世間的一切幻化，實際上這也就是我們心中最

殊勝無比的一種安樂。

    如此善說猶如甘露，哪怕此中的一句一滴

也是能遣除世間的痛苦和疾病。可是對於如此

甚深的教言，有許多業力深重的人郤是不願意

接受，就像是一隻蛤蟆不會去享受甜美的蜂蜜

一樣。

    為了末法時代的受苦眾生，我以慈悲心宣

講了上面的教言，凡是想利益自己的人，對此

都應該精進地修持。       (全文完)

    今天我們搬進這二千呎的房子，美侖美奐，窗明几淨，總稱得上豪華吧，裝修了三個多月，加

上設計、規劃，也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只記得我和妻親力親為，盡善盡美，不眠不休的設計、佈置

，帶來我們不少苦樂參半的日子，如今總算大功告成，我們大清早靜靜的搬進來，不通知任何親朋

好友，不去慶祝，只默默的去享受那成果。搬進來其實一點也不辛苦，因舊有的東西全拋棄掉，這

所房子的大小物件都是全新的。我們整天獃在屋裡，面對屋前一望無際的海景，偶而放些柔和的音

樂，或是播放一些大自然景物的影畫，客廳中那超大型的液晶體屏幕特別清晰亮麗。偶而我們走出

露台，讓輕風吹拂，或看看飛鳥在蔚藍的天空翱翔。那燦爛的落日景象最吸引我們，使我們放下手

上的活動，呆在那裡。傍晚，那燭光晚餐我們吃不了多少，因白天己品嚐了多次不同國藉的美食，

使我們終日肚子飽滿，且奄奄欲睡。我很高興，那一刻就像獨自擁有一切，獨自擁有全世界。

    不知什麼時候我睡著了，矇矓中我做著夢，在一條圍村的空地外掛著七彩繽紛的燈飾，大排筵

席。親切的面孔，親切的笑容，熱熱鬧鬧，大吃大喝。隱約知道他們正在慶祝新居入伙，已整整擾

攘了一整天。空地旁一所新落成的大房子，燈火通明，圪立在破舊的村屋中，顯得格外豪華。屋裡

面也正大排筵席，歡笑聲，交談聲，此起彼落，佳餚美食比屋外更豐盛，彷彿也在慶祝新居入伙。

    我肚子感到很不舒服，輾轉反側，若睡若醒，突然聽到妻在廚房尖叫的聲音。我乍醒過來，連

忙跑到她身旁，看到她驚惶地望著廚房的垃圾桶，只見桶中、桶旁及地上佈滿食物殘渣，千萬隻螞

蟻、蟑螂及一些不知名的昆虫在那裡蠕動。突然，妻嘔吐大作，將肚裡食物，飲料，還有一些不同

顏色的虫噴向廚房地下的虫蟻中，但見牠們柔軟地在那裡滑動，相安在殘食中糾纒，仿似在共舞。

我再也按捺不住，一口一口將肚內未消化的食物及蠕虫吐出來。

新居入伙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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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農曆二月十五日，天陰，且不時下著

毛毛雨。一些義工缺席，除一位出家師父外，

只有三位義工參加這次探訪，這所位於西環的

老人院，規模很小，只有長者四十多人。院內

照明不夠，顯得陰暗沈悶，姑娘忙於工作，反

應冷淡，對我們的探訪敷衍了事，而一半長者

皆卧床，需特別照顧。

    我跟著師父直趨入內，向每一位長者握手，

並致以慰問，有些長者擠出感謝的聲音，有些

點頭示意，有些用茫然的眼神望著我們，而最

感動的是有兩位長者淌著淚，感激地望著我們。

    今天不只司儀的狀態差勁，重覆固定的程

序及介紹外，沒法帶起氣氛，連師父的開示也

缺乏感染力。長者聽眾能否聽進也成疑問，姑

娘更是忙得團團轉，沒法停下來聽開示。送給

長者的禮物也不能帶出喜悅。每人「捱」著將

探訪依序作完。

    師父掙扎著將主題開示得盡善盡美：「各

位公公婆婆，我今天要介紹一位極偉大的菩薩

給你們認識，他就是地藏菩薩。地藏菩薩久遠

劫來已修行功深，等同佛位，但他為了苦難的

眾生，不肯成佛，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是也。他發願要到世上

最苦難之處作救贖；他要到最痛苦的眾生中幫

忙，因此沒人敢去的地獄他偏要去，沒人願去

的老、病、死苦處他必作超度。他教導眾生的

法門最簡易：只要一合掌；或是一問訊；或是

一聲地藏菩薩名；見到；聽到；望到；頂禮於

一念間，拿出至心，至誠之心，定能利益無量。

他對眾生所求皆遂：要衣食有衣食；要子女有

子女；要功德有功德；要智慧有智慧。在他的

本生中，他曾多次作過極孝順的人，並多次發

願普度眾生。他的故事，教導，事蹟，功德，

殊勝，可在地藏經中找到，如你們有興趣，我

們的義工可向你們講述。

    你們或許疑惑，地藏菩薩一個人那有那麼

大能力？那有那麼便宜容易得到利益？要知道

地藏菩薩已修行無數劫，功德數之不盡，他更

有方法將功德擴大無數倍，如要盛載，虛空也

容不下呢！藉著這些龐大的功德力，我們所求

的渺少，自能成就。地藏菩薩更有神通感應，

功德巍巍，正念正知，帶領我們踏上成佛的康

莊大道。

    各位公公婆婆，你們今天躺在這裡，可能

覺得愁苦，但只要記念這位大菩薩，必能令你

們安穩無憂，將來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你們

都要緊記這位菩薩啊！」

    這次探訪仍有十位長者皈依，由於絕大部

分需要躺床，因此儀式也很簡樸，但那至誠、

虔敬、法喜、感動並沒有減少。離去前，我們

仍懇切祈願三寶加持，長駐垂照，並留下祝福、

皈依。

義工隨行記    小草

(老人院探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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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膳時間，中環區總是熙來攘往，擁擠不堪。我走到離島線愉景灣碼頭上，擠身於藍空下的維

多利亞港中，享受那陣陣海風，在寧靜的大自然中，心矌神怡。坐在花與樹旁，領帶不時被吹拂到

臉上，輕撫中進入夢鄉。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乍醒過來，不是被任何噪音吵醒，而是被那靜止的寂靜弄醒。四周渺無一

人，寧靜得出奇，海中船隻停洎在各處，默然不動。沒有汽車聲音，沒有人聲，連風聲也沒有，彷

彿世界就凝在那裡。難道我已死掉嗎？但感覺郤那麼真實！還是我掉進另一時空中，或是正在做夢，

或是我的眼睛及耳朵出了毛病，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此刻跑出一些野人或惡棍盜賊怎麼辦，我摸摸袋中的錢包，四處搜索，看看有沒有警察或

保安員的踪跡。從沒有感覺法律及軍隊的重要性。我打量著周圍的環境，那條路往人潮中？那條路

可通往躲藏處？最後小心翼翼地走進那現代化的國際金融中心，裡面也是一個人也沒有，雖然肚子

餓，郤找不到一個售貨員購買食物，我摸摸袋中的金錢，信用咭，八達通咭，一點用處也沒有。我

拿起手提電話，查看股票及地產行情，但多個辦事處響了半天都無人接聽。

    突然想起答應今天去探望住在老人院中的父母，想想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沒去探望他們，母親數

天前來電詢問近況，才想起該是時候去探望他們。我跑到街上找計程車，沒想到平時繁忙的街道，

連一部車子也沒有，沒有公共汽車，沒有小巴，沒有貨車，沒有豪華的私家車。獃在那裡，我不知

道如何是好。

    心中害怕，不敢再向前走，我決定走回到離島線碼頭去，那樣會較安全，但仍掩不住心中的害

怕。抬起頭，我看到高聳的國際金融中心矗立那裡，頂處內合，形成一個合掌，一心的手印，將虔

誠表露無遺。想起那出家師父曾多次勸我皈依、受戒，郤沒有理會他，此刻，郤很想找他作皈依、

受戒。並聆聽他常絮絮不休的什麼貪、嗔、痴，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

喜捨；戒、定、慧等···

    突然，我像掉進深淵般不知所措，迷失在一大堆疑問中：生存為了什麼？存在價值如何？人生

的意義何在？我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天旋地轉，我眼睛一黑，倒在地上，耳際響起師父的聲音：無煩惱可斷，無業可作，無戒可守，

無眾生可度，菩薩當於眾生處求。

    當我再睜開眼睛時，赫然發覺身旁有一個很大的路碑，上面寫著：北俱盧洲。

    迷城    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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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靈的告白  寂慧

    這一刻，我澄明了了，無牽無掛，安住定境中。生前的羈絆，憂慮，苦惱，不捨都突然消失了，

回想最後的歲月，就像噩夢一場，那種憂悲苦厄，終日塋繞，度日如年，最難受的是身邊的人，擾

擾攘攘，忙進忙出，說是為我好，卻不去顧我的感受，喜好，使我苦上加苦。

    如今，我仿似飄浮在空中，來去自如，一個意念飛行千百里，遠至海外他鄉，穿牆過戶。我更

清楚看到遠近的人們，營營役役，也見到他們心裡為我悲傷哀痛，難捨難離，更見到埋怨、冷漠、

虛偽造作，而那些喋喋不休，啜泣號哭，不論遠近我皆能清晰聽到，叫我難受，沒法把持。我但願

能靜靜地浮在那裡，安住定境中，等待那無量光。

    一切已成過去，我的心迅速遠離，但每一哭叫自殘，郤忽遠忽近牽扯著，揮斬不去。看到你們

的愚眛執著，我心中不忍，現實的無常變化，我也不能接受，但總比纒綿在那苦況中好。

    我的色身漸趨毀壞，生存是一種苦楚。老邁的身軀掙扎在長長的日子中，行、住、坐、卧無不

是隱痛。你們每多一分苦忍的照顧，使我心內更添一分難受，倔強堅強的我，如何去承受這些沒尊

嚴的日子？我已不堪負荷，靜待那解脫的來臨，沒有悲哀，沒有遺憾，並當坦然接受無常的到來。

    我知道我將遠離你們，日復一日，漸漸消失在記憶中，正如我消失在你們的憶念中。日出、日

落，你們仍需面對崎嶇人生，無暇悲哀，無暇回望。正如我仍需勇往向前，面對未知的命運，無法

再照顧你們，或是噓寒問暖。

    請你們把我忘掉，從你們的思念中抹去，別再思憶煎熬，讓我安然離去。你我緣深義重，他日

他方定必重遇，再續前緣，只望想逢在喜樂中，無怨無悔，不再猜疑，計較，傷害。携手共發菩提

心，自利利他，踏上成佛大道。

    我但願能心開意解，往生善道，最要緊是親近三寶，聽經聞法。我要衷心感激你們為我誦經回

向，舉辦佛事，並為我廣作善行，與大眾結緣。這些正是我需要的，那深重的功德力，三寶的加持

力，使我無苦無懼，去面對沉重的無常。

    他日你們想起我時，請趕快停止憶念，如無法控制，請將那憶念昇華至觀佛、念佛；觀三寶、

念三寶中。在那些觀、念中，我定能感受到你們的親切、祝福。我也定當觀三寶、念三寶，回報你

們的親切、祝福。


	a11
	a22
	a33
	a44
	a55
	a66
	a77
	a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