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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人的夢想  提舍

    看現代的年輕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是什麼模樣？是否太沉默？太沒有夢想？長輩希望他

們乖，不生事，努力讀書，考高分。不要搞政治，社會事務，別對抗，反叛。安安份份，太太平

平過一生。對於長輩的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年輕人的角度，這樣能滿足嗎？世界能止於此

嗎？

    試看現今年輕人的生活，何等沈悶！除了返學返工外，就是上網，看電視，或跟友人做做

Gym，逛逛銅鑼灣。這那裏是人生？問他們人生目標，理想，皆啞口無言。或是答想考某某學位

，某某degree。如果拍拖，不外食飯，行街，睇戲。話題儘是什麼日本菜、韓國菜、台灣小吃，

或是那裏有新開的菜館，那裏最便宜。什麼商塲最大，那裏時裝來貨最快。能去泳池游泳已算活

躍了。別說海灘游泳，郊遊等。

    年輕人的困境不單是生活、工作遇到重重障礙，壓力大，且未來找不到出路，無希望，無前

途，是可憐憫的一代。現代社會講求效率，優質服務，精益求精，無盡需索，體魄心智未穩固的

年輕人，如何吃得消？重要的工作，成果已被上一代霸佔。年輕人只能做著機械式，沉悶的崗位

，且要顧客，顧主至上，需順從，千方百計阿謏。美其名是優質，但年輕人的報酬，身心照顧，

誰來關注呢？只有消極應對，終日遊魂，惡性循環，結果大家受害。高消費的社會，年輕人舉步

維艱，但困家中斗室，最容易與家人磨擦爭吵。外面樓價驚人高企，只有寄居長輩下，不能獨立

自主，結婚唯有推遲，再拖不下，便舉債拉埋，甚而暫居父母家中，加重衝突埋怨，頹廢度日。

    身為長輩，該如何體諒，包容年輕人？不能只看到不愁穿，不愁吃，物資豐富，怪責他們終

日埋首電腦，上網。年輕人的苦悶，煩惱，難道自己沒經過嗎？為何不能理解他們？年輕人不足

之處，恐懼，困惑，乃至年輕人眼中的世界，為何不能感受？年輕人的犯錯，魯莽，為什麼不能

寬恕，教導，及多給機會？最要不得是常拿自己與他們比較，說什麼自己年輕時如何艱苦，捱餓

，奮鬥過來。而年青人如今充滿智識，物資，支持，卻如此不濟，頹廢。卻忘記各時代環境皆有

其優勢，弱勢。不能只看他們的優勢，不看如競爭激烈、物價高企等弱勢。畢竟人生是苦，各各

皆是可憐人，無謂互相攻擊，該扶持互助才對。年青人是國家未來主人翁，如何不濟，皆需悉心

栽培，亦是長輩繼往開來之責。因此，1.要多給機會年青人去發揮，負責。為他們開拓，放權讓

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去運作，必要時，讓他們掉下去，淺嚐失敗滋味。2.提携，不管如何忙碌，總

得抽時間出來與他們一起工作，從中教導，照顧，讓他們修學不同的課程，學習不同的技能。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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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易地而處，不計較得失，自能栽培到人才。當效果不彰時，也不要氣餒，因為「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且因果不爽，能培養出人才，將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如何運用教學方法，尋求最佳培

殖方式，才是長輩們需關心之處。

    至於年青人，是否等待結婚，生仔，買樓。這是人生追求嗎？從前的夢想，理想在那裏？那

份天馬行空，未受污染的童真在那裏？可有想過為理想奮鬥？縱使不能追求理想，也該建立適合

自己的事業吧！擺脫控制，擺脫沈淪，才是年青人的本質。第二是學習，不學習便沒有進步，如

一潭死水，不單年青人需要學習，就是老年人也要學習。終生學習，人才會進步，向上，才能追

趕變化萬千的世界。第三找同伴，凡事不能靠一人之力，緣起世界是眾緣和合成就的，因此，能

找到愈多同願，同行者，愈能成就大事。第四不計較，肯吃虧，吃苦必定有可觀的回報，這是因

果的必然關係。況且，能得壯健人身，處於人生黃金之年，不好好利用此身，吃苦多做事，多為

大眾服務，難道要老弱婦孺招呼自己嗎？第五多向外發展，除了香港外，世界是很大的，同願同

行之人到處皆是，應多到國外考察合作，擴濶眼界，更要利用香港這個自由港優勢，到處見識。

除國外，大陸更是無限空間，讓我們發揮。第六是依佛法修學，這絕不會有悔。不單要終生學習

，且生生世世不離不棄，這已是盡人皆知，不需多言。

    只要有夢想，人生才有希望，才有意義。不單年青人有年青的夢想，就是老年人也該有老年

的夢想，婦孺有婦孺的夢想。各各有夢想，才不枉此生。

 

                                                                           

    

    一尊巨大佛像剛剛運到燈明寺後園中，待

偏殿整理好後才正式安放。老師父趁此機會領

著多個小孩虔誠跪拜。但見老師父專心一意，

面對佛像，不斷緩緩下拜，晨風吹著飄逸的僧

袍，和熙的朝陽，光照著蒼桑的白髮及長鬍子

，彷彿進入另一種忘我境界。

    可是後面的小孩已顯得不耐煩。其中一個

小孩匆忙拜下，趕快站起，往往別人伏拜時，

他卻站起，別人站起時他卻伏拜，眼睛不斷四

處打量；另一個小孩乾脆伏在那裏不動，口中

跟著眾人念佛；另一個小孩雖然規矩地跟著拜

，但口中卻細聲地說些無聊話，或是罵人，或

是怨學校功課太多，或是說些頂撞話，或是發

些只有他才明白的語言；兩個小孩更在後面互

相玩耍爭奪。

    過了一會，大女孩實在忍不住，喝止眾小

孩，老師父被吵鬧聲從定中帶回現實，聽見小

孩問：「我們可否不拜？」「不行！」

    「但他們這樣不專心，有用嗎？」大女孩

問。

    「小孩子總是這樣子，長大後自會受惠。

」老師父答。

    「有需要縱容這些頑皮小孩嗎？」大女孩

不服續道。

    「唉！這該是報應吧！」老師父嘆息道：

「我小時候比他們更頑皮，拜佛念經什麼都做

得不好，常常把我的師父氣個半死，天天挨打

罵。師父總是說：你這個孤兒，本性難改，不

單不用心拜佛，老是望著枱上的供品，急著要

吃，爛泥就是爛泥。因此，今天我甘心受這些

氣，好好贖罪。我最大的遺憾是出家時，師父

已不在人世。

    小孩子本性善良，未經歷人生，要他們刻

苦修行，或是規矩做人，恐怕是要求太高了。

只要自小薰習，總會有一天醒悟，改過遷善，

從新做人。

    像我一般。」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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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寶唱對著圍繞的聽眾唱演法華經道：「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多久啊！」一個小孩急不及待嚷道：「十年？百年？還是千年？……」

    「何止呢！」寶唱道：「十倍，百倍，千倍，萬倍，億萬年的歲月，數字也算不清楚啊！」

    「那有那麼長的歲月？人們如何渡過億萬年？」小孩不肯接受道。

    「億萬年算不了什麼，不只此呢！」寶通不耐煩，從後聲如洪鐘道：「數字不能形容，只能

舉例，譬如將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墨。過千國土才放下一點墨，如微塵大小，又過千國土再下一點

，如是將所有墨下完，可知國土之多。而千國土盡抹為塵，顯塵數之多，一塵一劫之劫數，時間

多得不得了，這就叫作塵點劫。」

    「有一尊佛，名大通智勝如來，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寶唱拉

回正題道：「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以偈讚佛，勸請世尊轉於法輪，諸梵天王見佛光明，頭

面禮佛，以天華供養，稱讚佛已，繼請轉法輪。」

    與此同時，孤女須曼輕輕唱道：「世雄無等倫，百福自莊嚴，得無上智慧，願為世間說。」

    「時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求佛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爾時，轉輪聖王所中

八萬億人，亦求出家。」孤女須曼仍繼續輕唱，沒影響寶唱的唱演：「過二萬劫後，說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經八千劫。即入靜室，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劫。

    此中沙彌信受，即頓悟菩薩，為上根；聲聞信解，即漸悟菩薩，為中根；餘眾因疑啟悟，為

下根。

    佛以無限方便力，無盡大慈大悲，普利所有眾生，彰開三顯一的妙喻。為不同根器以法說，

譬說及因緣說三周說法。

    十六菩薩沙彌，亦於八萬四千劫常樂說妙法蓮華經，各化六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眾生。今

皆成佛，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其中有阿閦佛、阿彌陀佛、而第十六即釋迦牟尼佛。」

    「如來深知眾生之性，志樂小法，深著五欲，故說於涅槃。」寶通興致道：「我現在為你們

說一個化城的故事：有多眾人欲過險難惡道至珍寶處，中途懈退，對導師言：我等疲極怖畏，不

能復進，前路且遠，今欲退還。導師但覺可愍，云何捨大珍寶而欲退還？於是化作一城，共眾人

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可中止於此大城中，隨意所作。若再前去寶所，亦可得去。時疲極

之眾，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導師待眾止息，無復疲倦，即滅化城，坦告

眾人言：寶處在近，化城是我所變現，為止息耳。」

    「是啊！如來亦如是，今為汝等作大導師，知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

，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於一佛

乘分別說三。」寶唱感嘆道：「三千塵點劫的因緣，以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輾轉播種，

若成熟，則以譬喻教化，臨解脫時則以法說。種、熟、脫三益，度化無量眾生。」

    正於此時，孤女須曼唱頌頂上的迴向文：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

道。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化城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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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阿彌陀佛淨土  優多羅

    那天你說：不知道能否往生阿彌陀佛淨土？

    啊！莫作是說！連想也不要想！

    最初是你選的，認為是最好，最易，最簡

的法門。只要願意，必能往生，任何人，包括

犯重罪之人，皆可帶業往生。如此好的法門，

要往那裏找！如今你竟猶疑，違背初心，究是

受何衝擊？

    是否不喜歡那環境？難道「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仍不夠

吸引；那「七寶池。八功德水，池中蓮花大如

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

色白光，微妙香潔」能不嚮往嗎？而「種種奇

妙雜色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

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

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彼佛

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

，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

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這些不是你希求嗎

？至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壽命無量無

邊阿僧祇劫，」不是你常祈願嗎？「彼佛國土

，無三惡道。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

有一生補處」。更是你的夢寐。

    是否單調孤獨？難道「常有無量聲聞弟子

，一切皆是大阿羅漢」及「無量菩薩弟子，一

切皆是一生所繫，見足種種微妙功德」不夠熱

鬧嗎？那「受用大乘法樂，日夜六時親近供養

無量壽佛，遊歷十方供養諸佛，於諸佛所聞法

受記」不夠吸引嗎？至於「得與如是諸上善人

俱會一處，受用如是無量功德，眾所莊嚴清淨

佛土，大乘法樂常無退轉，無量行願念念增進

，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會單調沈悶嗎？

    是否沒有信心？難道「若有人已發願今發

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

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

生若今生若當生」不足以令起信嗎？那「諸有

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

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不夠

容易嗎？至於「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

惡，見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

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

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

。……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

之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

念頃，即得往生。」不是簡單，容易，殊勝嗎

？「佛力不可思議」已能叫你再無疑惑。

    我知你仍有很多煩惱，顛倒惱亂。當知是

六識被六塵所染，因此，要好好保護你的六根

，不要胡思亂想，莫再猶疑。正如此，你更要

放下一切，專心一意，往生阿彌陀佛淨土。

    你仍有留戀嗎？對五濁惡世，穢土，你仍

有留戀嗎？淨土的殊勝，不能吸引你去嗎？可

知道他日你仍需倒駕，拯溺這裏的眾生。別再

回望，早點他往，早點回來，去償未了之願！

    不知道能否往生阿彌陀佛淨土？

    啊！莫作是說！連想也不要想！

節日到了  寂慧

    節日到了，但見他們忙進忙出，辛辛苦苦籌

備慶祝，為食的，招待的…，一窩蜂地忙得不亦

樂乎，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但如此辛苦值得嗎？節日如此珍重，難道其

他日子不該珍重嗎？為什麼不是天天節日，天天

好日呢？與其那麼耗費籌謀，何不減輕分量，珍

惜其他日子，平均對待，不是更舒適愉快嗎？如

果喜歡大排筵席，平時也可招待親朋好友。乃至

孤獨鰥寡，同樣歡樂熱鬧。

    當然知道那是為了追尋快樂，不惜千方百計

滿足自己，滿足身邊的親人。但可有想到「一切

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地接待一切

人，那不是更快樂嗎？雖然一時做不到，但

能心存此善念已是功德無量。

    快樂是什麼？快樂不是激情，放縱，偏

執。快樂是平淡，適可而止，清淨。

    快樂是無我，快樂是無「所謂快樂」，

才不會有那求不得苦。

    如不理解，乾脆什麼都不去想，專心為

他人好，為他人快樂便可以了。只要他人快

樂，自己自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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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這偈句每一佛徒必念過，但正如佛的其他教誨，我們只白念

，從沒放在心上，遑論付之實踐。對教外人來說，布施之道更難被接受。布施能使人富有，這矛

盾的做法，顛倒、我執的眾生，如何能信受呢？

    一家企業，經營之始必先有資金的投資，繼有舒適的環境，使當中的員工及顧客皆可安逸愉

悅。再支出可觀的薪金，讓員工無憂地工作。還有開業贈品、特別折扣、優惠抽獎等一連串活動

去吸引顧客，廣結善緣。這些都是布施之道，布施自有回報，於是生意興旺，人氣旺盛。但仍有

倒閉，做不住的情況產生。這要問當初的布施是否無私；是否充滿雜質，煩惱；是否長久？別奢

望稍作布施便可長久不斷得到回報，也要問有否關心顧客的需求，有沒有提供優質，貼身服務。

還是只顧打他們口袋的主意。開業之始，總是充滿希望，歡樂，臉上帶有笑容，對人親切和藹，

自有好的回報。但久了開始厭倦，熱情不再，於是生意下降。

    當生意不好時，便想到減價，存貨過多時，又想到減價，週年慶祝，又減價；春季、夏季、

秋季、冬季都可要借口減價。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布施之道。可惜生意做起後卻忘記這些布施之

道。忘記為他人設想，關顧顧客這些原則，成功之道。

    客戶是重要的元素，儘管怎樣不好，仍是我們目標所在，最好能抱持優質服務態度，甚而教

導他們，合理如法。否則儘管做得多好，如何完善，如無機會為客戶效勞，一切將毫無意義。客

戶是服務對象，非敵對象，因此無時無刻不在為他們解決困難，無時無刻不在設法使他們向好，

向善，這是關鍵所在，其他措施皆在成就此舉，就是自己吃虧，如能利益，改善他們，仍是值得

去做。很多時，我們都見到減價及友善的服務俱得到很大的回報。但企業家儘管聰明才智，總看

不到，或是虛偽敷衍，這如何能使企業興旺？

    佛教，佛寺以布施為首。指導眾生，用智慧去面對人生，如此優質服務，當然富有長存，歷

久不衰。精明的企業家，該從中好好學習，取經。那麼，企業的壯大長久，當不成問題。

    然而，不依佛教的方式而成功的企業家，比比皆是，將作何解釋？很多企業家為了成功，日

夜苦幹，已失去工作的意義及樂趣，甚至不擇手段去爭取利潤，犯下很大的罪業，如果揭露出來

，幾乎無一沒有不可告人的罪行，愈大的企業愈醜惡。因此，不要羡慕他們，苦報在前面等著呢

！與其爭取虛榮無必要的成功，卻要面對將來恐怖的苦報，還是作一個輕鬆自在的窮人好。況且

，如像那些有福報的企業家，依法生活也不會窮到那裏去。

    每一個人的錢財富貴，都是過去世為善積福帶來的。就像將錢財存在銀行裏，這世努力工作

或是不擇手段，有如從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如果過度提取，明天或來生便沒剩下多少可取。但

如果拿來布施積福，則將來必富且貴。最可惜的是很多富豪將其福報淘盡，卻突然離世，遺下巨

富，不能帶走享用，更讓後人爭個你死我活，增加自己及後人的罪業。來生不但沒有錢財享用，

還要為今生作的業受報，可悲可嘆。

    企業家應常懷感恩心，才能茁大長久。要融合到人羣社會中，與社會共生息，乃至整個世界

中，企業將耐久安全。否則，小小危機或風浪，將使企業無以為繼。成功的企業家，無時無刻不

想到報恩，為自己賴以起家的行業培養人才，整頓行業使更完善，自然成為行業中的翹楚，龍頭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布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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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很多企業家願意捐出巨款作慈善用途，卻吝於對自己行業的後進提携。企業家繼而想

到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對國家社會作一分承担，這亦是報恩之舉，亦是企業融進社會之舉。但

最實在的回饋及報恩是減價或提供優惠，附加價值等給原來的顧客，畢竟那是最直接，最大的支

持者，如能做到這點，其他對手及競爭者將無法相提並論，奠定本身不可動搖的地位。

    布施之道，在企業可發揮很大的威力。最終得益人將是企業主，布施者，那是必然的。畢竟

「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

種福與做業  寂慧

    「在佛門中，要發達很容易。」何以故？

佛教對積福，行善有一套很完善的理論，因此

要富貴，健康，智慧，該向佛法中求。佛門中

很多人並不富貴是因為富貴對很多人來說是災

難，不但使人驕傲，且慾念不斷擴大，使人做

更重的罪，失去修道的熱誠等。

    佛門中種福，功德很大，因有很多附加價

值，且目標高遠。例如禮敬諸佛，由於諸佛福

德圓滿，自然有很大的回報，用言語稱讚如來

，可種無量福。供養修道者，請轉法輪等，皆

功德無量無邊，兼令智慧增長。就是什麼也不

做，只要見到他人為善，一念隨喜，也有很大

功德。當作了少少善事，能夠普皆迴向，必能

將功德擴大無數倍。如果善行導向解脫，乃至

成佛，功德更非其他善行可以比擬。善行除了

利益可見可及的眾生外，更可利益見不到的無

數眾生。身為佛弟子，已多少代表佛教，只要

規行舉步，使別人生歡喜心，也有很大功德。

所以說佛門中種福，功德特大。

    但在佛門中做罪，罪過亦是很大的。因此

不能不戰戰競競，小心從事。有很多佛徒本著

一番熱誠，強迫他人信佛，使人起反感，抗拒

，遠離佛道，過失很大；有些不管他人是否適

合，強迫他人追隨自己的師父，最後不歡而散

，也是罪過一宗；珍惜法物，法寶，如大藏經

等，隱秘收藏，束諸高閣，卻不肯拿出來利他

，也是不當行為；在道塲中佔霸，或留戀高位

，不事生產改進，也不肯讓賢，無異與正法背

道而馳，阻礙他人建功德；妒忌道友，時加破

壞中傷亦是常見現象；分別心重，親疏有別，

同道及俗人不能平等對待，甚而伐異；說是非

，自讚毀他，犯重戒也不自知；謀求私利，破

壞佛教形象，不如法從事佛教事業，如近期販

賣寺院，非法從事骨灰龕等。這些罪過比一般

罪過重，受的苦果也大。

    由於因果是如此重，因此有些佛徒難免害

怕，甚麼也不敢做，不肯冒險犯過。另一類佛

徒看見聖教淍零，本著悲心，寧冒下地獄之險

，也要站出來努力弘法。但因果如此重，應該

小心從事，時時反省。更應常常懺悔自己無意

犯下的過失，祈請三寶加持，別再犯過。廣容

諫友，尋找善知識指導自己，最重要是深入經

藏，依法而行。

    種福與做業，在佛教來說，都是既深且廣

。小心謹慎是首要注意之處，去除我執，貪瞋

痴煩惱是根本之道，能如此必能避免犯過，亦

是修行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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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  那羅

恒河

你有多少沙數

阿廋多，那由他？

如果沙是七寶

    盡作供養

如果沙是世界

    一沙一世界

如果沙是時間

    歲月如流

已接近永恒

想像之外

時空之外

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

恒河

你孕育萬物

孕育靈性

洗滌罪惡

洗滌心靈

出生，需經你洗禮

慶喜，需經你祝福

死亡，需經你清淨

你過濾萬眾的業運

以甘露淳化煩惱

化作聖水，接受朝拜

定醒晨昏

聆聽那清唱，獨唱

接受歌頌

恒河

只因他遊行於兩岸

拯救無量眾生

你才廣為人知

乃至你內裏每一粒沙

已是無量世界

無量捨身故事

只因他無故而笑

引出無數世代的

生、住、異、滅

深廣的菩薩道

及

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

飄  那羅

自捨棄世間一刻

但見你高張雙手

飄入黑暗的宇宙

啊！

你一去何其速

渺渺茫茫

如何覓你，尋你

輕輕飄遠，漸遠漸遠

退入無垠的太虛

無盡的未來

可有千萬未交待

等待拉回

請抓緊

回到這裏，回到昔日的筵席

自捨棄世間一刻

你以每秒三十萬公里飛逝

扭曲了面容，扭曲了身段

再見不到你的笑靨，聽不到你的狂歌

飄離青山，綠水

再沒有喧鬧，爭奪

啊！你要飄往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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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頭子店員在佛哲書舍內拿著一些書本從架子上掉來掉往，口中自言自語，不斷埋怨。冷不防從

書架後走出一個年青的出家人來，差點撞個正著，但聽年青出家人笑道：「你不要埋怨這工作沒有意

義，沈悶。見聞佛法是每個佛徒極渴望之事，你在這裏每天能見到眾多的佛像，看到那麼多法寶，聽

播放佛曲，講座等，難道不喜歡嗎？可知道得聞佛名，或是經名已是莫大的恩寵，更何況置身於三寶

海中！

    在這裏能弘法利生，為他人說，完全做到經典提及的十法行。就是什麼也不作，坐在這裏，也能

利益無量眾生，或是參予其他佛教活動，乃至自己主辦活動，真可說是積功累德，何悶之有？

    每天總有很多人來叫你捐款，作善事，你也經常叫人捐款作善事。有那一份工作能如此呢？你竟

說無意義！」

    不知道這出家人何時走進來。加上差點撞著，老頭子已顯得有點手足無措。雖然年青出家人温文

儒雅，但也被搶白得瞠目結舌，稍安定後，老頭子不服氣道：「這裏工作時間不好，要見朋友很困難。」

    「你在這裏已能結識很多朋友，有內地的、國外的、醫生、律師、教授、學者、修行人等，還要

什麼朋友呢？」

    「這裏工作，見不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發生什麼事也不知道！」

    「這裏諸上善人共聚一處，更有些是未來的龍象。每個人都喜歡閱讀，外面世界那一個名人偉人

不是喜歡閱讀之人呢？管他外面如何，這裏最能培育人才。」

    「這裏天昏地暗，外面充滿危機，殺到過來也不知什麼事呢！」

    「不管多凶險，三寶之地最吉祥，你可有上班下班時至心合掌向佛嗎？」

    「……」老頭子突然找到攻擊點，雀躍道：「這裏薪金很低，我的積蓄也不多，如何度日？」

    「你的薪金夠吃得飽嗎？夠穿得暖嗎？可有比較過外面的工種是否比別人低？如果你能跟著佛法

的道理廣行布施，何愁不會發達！就是無病無痛，解脫生死也可以呢！」

    「對！對！這裏真好！我在這裏有如山寨王，沒有皇管，顧客也要看我的面色，常常卑躬屈膝，

多謝我們。恐怕沒有一家店如我們般，常常顛倒被人恭維巴結！這個世界就是那麼顛倒！」老頭子正

說得興高釆烈，忽然有所領悟道：「但我們的對話不也顛倒嗎？」

    老頭子轉過頭來對年青師父說，發覺已失去師父的踪影。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世上最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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