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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的爭執  提舍

    每次見到國與國間領土的爭執，心裏總是很難過。何以千百年來人與人間爭奪不已？何以不

能打破疆界，讓人自由往來？諷刺的是爭奪的往往是荒僻的地方，或孤島。平時罕見人跡，卻為

此謾罵不休，甚至兵戎相見，或犧牲寶貴的人命，只為爭奪一些荒蕪之地。更糟糕的是如有珍貴

的資源，石油等，爭奪更為激烈，傷害更大。甚至引來多國聲言擁有主權，使情況倍加繁雜惡劣

。彼此皆聲言自己的祖宗曾統治該地，曾在當地生活，活動，但歷史上各民族交替的統治，難以

定奪誰屬，而過去種族的區分，也引起爭抝。

    由此我們更看出佛陀的偉大，他不擁有任何東西，珍貴的物品儘讓給別人，自己用的是不值

錢或別人廢棄的東西。在世間，他沒有浪費任何資源，亦不會因他的存在引至其他人過多的負荷

。由他建立的僧團雖然人數龐大，但日中一食，穿糞掃衣，住塚間，可說最環保，最不侵損其他

人的大集團。如果世上人人皆如此，必可自由往來，無爭執度日。

    風餐雨露，遊行各地，從事教化，為大眾謀幸福，這才是真正的強者。

    可是，領土的爭執該如何解決？這該由多方面來決定：1.考訂歷史，根據過往的統治期。2.

種族的比例。3.歷史性，活動與各國關係等。4.地理環境，於各國間的位置。5.文化，該地的傳

統文化，民族特色等。從多方面去考訂，由聯合國及其他無私的第三者去仲裁。從此將問題解決

，別讓爭執，爭鬥持續。至於很多荒島或偏僻的地方，根本沒有人願意去住，就是有其他資源，

亦需花費很大才能開發，非想像中一本萬利，最佳莫如交給聯合國，所得利益用作謀求各國福利

，而聯合國應將世上所有荒島，偏僻之地，以低價購進，將來有需要時去開發，投資，發展。目

標在防止領土的爭執，及為將來的發展與各國福利定下基礎。

    儘管有更好的提議，更佳的方案，但大家都知道，各國只會為己的私利著想，稍有損失亦不

願為，就是沒有損失，亦會為一些情意結不肯讓步。爭執恐怕不會停止，從佛教的立塲看，這都

是因果業力的問題，只有智慧，慈悲心，才能消弭這些宿業。從此可看出因果的恐怖，大家皆看

出不對之處，卻無能為力地陷於爭執中，乃至送掉性命；友人變仇人；謀利變損利；互相爭戰；

發動經濟戰爭，兩敗俱傷。往往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因此，需堅定不能作出任何傷害他人之舉

，忍耐懺悔祈求業力消弭。冷靜處事，防止禍害漫延，將未能一時解決之爭執拖延，待時機成熟

或智者出現，問題自會安然解決，關鍵是別讓問題惡化。

菩薩藏
若生菩提心，即使不行懺悔，亦得自淨，如日出而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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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強調無我，無我所，認為那是煩惱的根源，從這些爭執，我們可引證佛的道理如何高妙

。既然佛的道理如此高妙，為何我們不應用佛的解決方法去對治，解決爭執呢？那才是最根本，

最目的之處啊！

 

                                                                           

    

    

    這天，當老師父盤坐在大石上，與數小孩

談論之際，但見一對年輕男女拖著一個小孩走

過。當該對男女看到老師父時，歉疚地望著老

師父，不斷彎腰，必恭必敬地打招呼，倖悻然

拖著小孩匆匆離去。

    「為什麼這對夫婦神情那麼奇怪？」大女

孩好奇問。

    「他們不是夫婦……」老師父欲語還休，

續道：「男的是孤兒，如你們般，自小絕頂聰

明，過目不忘，記憶力超強，我們對他皆寄以

厚望，希望他將來能出家，講經說法，弘法利

生，對他的四事及裁培，投放了大量資源。沒

料到他長大後，竟向名利塲中打滾，當敵不過

外面世界爾虞我詐後，掉過頭來利用圈內善信

的單純，巧取豪奪，括去很多金錢物業。最叫

人氣憤的是他強調看破一切，將來必定出家，

好好修行。最近更與多名女子亂搞關係，傷透

人心。」

    大女孩見老師父眼泛淚光，趕忙安慰道：

「雖然他那麼不堪，但仍有其他孤兒，總有叫

你自豪吧！」

    「俗語說爛泥上不了。」老師父帶點氣憤

道：「其中有些口甜舌滑，眼高手低，只會說

些討人歡喜的話，辦事虎頭蛇尾，勞碌一生；

有些只管向上爬，自私謀利，說什麼上天欠了

他們，要連本帶利取回；有些退出江湖，不知

躲到那裏去，從前對他們的教導、期待，早已

拋上雲霄；有些雖然出了家，卻與俗人無異，

終日勞勞碌碌，為生活，為另外的家，永無止

境，奔波一生；有些無所事事，躲懶度日，說

什麼看破名利塲，不願與俗人為伍；有些攀龍

附鳳，專揀大碼頭泊。」

    「老師父，你以後不要再養孤兒了。」大

女孩帶點氣憤，同情道。

    「養孤兒是我們佛教出家人的傳統，本著

慈悲為懷，希望每一個苦難的眾生能為善向道

。」老師父振作道：「這千年的傳統，默默進

行，對國家社會產生多大作用，就無從稽考了

。我感到可惜的是這些孤兒全都絕頂聰明，善

解人意，早熟，敏捷，話頭醒尾，如能為善向

道，定能有所作為，甚而叱吒風雲，可是他們

大都只為自己著想，善於自我保護，喜歡熱鬧

刺激，瞋恨心重，敏感，幾乎沒有人能出人頭

地。」

    老師父忍不住淌下淚，大女孩慌忙安慰道

：「老師父你放心，我們決不會如此不長進，

我發誓聽話，讓你老懷安慰，打破這傳統宿命

。」

    眾小孩在旁齊聲附和，各各信誓旦旦，發

願將來普渡眾生，其中一小孩更朗朗誦出四弘

誓願。

    老師父破涕為笑道：「乖，你們都乖。想

以前的孤兒也如你們反應，也是堅決立志做人

，可是我已受騙無數次了。」

    究竟是孤兒不長進，還是教導無方，就無

從稽考了。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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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天氣寒冷，刮著風，圍聽唱演法華經的人顯著減少。

    寶通吟唱道：「昨天講到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釋迦佛及師徒的因緣說，非始於今生，而

是從遙遠的過去世就成為師徒，三千塵點劫的結緣，直到今天。今天將繼續唱演皆大歡喜的受記

品。」

   「往昔所種善根，種種因緣，無非為了將來要成佛。」寶唱站前中央位置道：「各弟子皆從

座起，褊袒右肩，到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世尊，期望能得受記。果然，佛先為富樓那授記：

富樓那亦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正法，於彼說法人中亦最第一。世人咸皆謂之實是

聲聞，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眾生，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當來於賢劫中諸佛

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護持助宣佛法，教化饒益無量眾生，過無量阿僧衹劫，當於此土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

    孤女須曼在後唱道：「佛子所行道，善學方便故，不可得思議。知眾樂小法，而畏於大智，

是故諸菩薩，作聲聞緣覺，以無數方便，化諸眾生類。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少欲厭生死，

實自淨佛土。

    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宣護諸佛法。其後得成佛，號名曰法明，其國名善

淨，劫名為寶明，其國諸眾生，淫欲皆已斷，純一變化生，具相莊嚴身，法華禪悅食，更無餘食

想。」

   「大弟子憍陳如比丘，當供養六萬二千億佛，然後得成為佛，號曰普明如來。」寶唱續道：

「其五百阿羅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留陀夷、優陀夷、阿 樓駄、離婆多

、劫賓那、薄拘羅、周陀、莎伽陀等，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普明。」

    孤女須曼唱道：「迦葉汝已知，五百自在者，餘諸聲聞眾，亦當復如是。其不在此會，汝當

為宣說。」

    突然一個小孩大聲嚷道：「我聽不明白你們唱演什麼，我只喜歡聽故事。」

    寶唱笑道：「有一個人到親友家裏，醉酒而卧。親友因事要出外，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

之而去。其人醉卧不知，起來後到於他國，為衣食勤力求索，甚大艱難，稍有所得，便以為足。

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言：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慾自恣，於某年

日月以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痴也。今可以此寶貿易所

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

    「哈！哈！哈！竟有如此蠢人。」小孩笑得樂不可支。

   「爾時，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護

持法藏，然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教化二十千萬億恒河沙諸菩薩等，令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寶唱道。

    「其國土清淨，名常立勝幡，教化諸菩薩，其數如恒沙，佛有大威德，名聞滿十方，壽命無

有量，以愍眾生故，正法倍壽命，像法復倍是。」孤女須曼接唱道。

    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

五百弟子受記品/受學無學人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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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中有疑何以諸大菩薩尚不聞授記，而諸聲聞竟得。」寶唱續道：「佛告之曰：我與阿難

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教化成就諸菩薩眾，其本願如是，故

獲此授記。」

   「啊！原來如此。」眾中一婦人心開意解感嘆道。

   「爾時，佛告羅睺羅：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蹈七寶華如來。當供養十世界微塵等數諸如來

，常為諸佛而作長子，猶如今也。」寶唱意猶未盡，續於受記道。

   「於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皆為其長子，一心求佛道。羅睺羅密行，唯我能知之。現為我

長子，以示諸眾生，無量億千萬，功德不可數，安住於佛法，以求無上道。」孤女須曼唱道。

   「羅睺羅的密行是什麼？」眾中一漢子好奇問。

   「羅睺羅於諸弟子中密行第一，常示現種種違佛律儀，發起如來之訓誡，以是因緣教化無量

眾生。此外，他發願不入滅度，願常在閰浮提示現教化眾生，皆為密行。」寶唱答，續於受記道

：「爾時，世尊見學無學二千人，告阿難：是諸人等，當供養五十世界微塵數諸佛如來，恭敬尊

重護持法藏，末後同時於十方國各得成佛，皆同一號，名曰寶相如來。」

   「我也要受記啊！」一位小孩聽得歡喜，大聲嚷道。

    淨能優婆塞拿著盛器在人叢中穿梭乞取供養，一道冷風吹過，他打了一個寒噤，自言自語道

：「有誰見憐，布施寒衣，讓我等能度此寒冬！」

   世間無常，萬物不斷變化。我們的心識也

如是，瞬間煩惱起，過一會，自動消失；瞬間

善念起，過一會也忘失。

    這是我們心識的屬性，心如野馬，如何因

應它的屬性，降服其心，猶如馴服野馬，此乃

修心之道。

    當煩惱起要作惡時，必須壓止，降服它，

不要讓它肆虐，否則會變本加厲，最後無法駕

馭。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如硬憾，分心，轉移

，代替等抵擋。開始可能感到不舒服，難受，

可用觀空方法減輕，慢慢煩惱消退，漸漸感到

適應，最後回復正常。

    要認清楚整個過程不會很長，忍一時，很

快來襲會自動消退。如果不能抵禦來襲，將來

苦不堪言，只能為奴為婢。

    人的適應性很強，對不適很快便能適應。

同樣，對美好的事物失去時，須常懷念，但時

間過去，慢慢適應，最後念頭不起。因此有「

時間是最好的療癒」之說。

    不好的念頭起時，也應如此對待，即時壓

止，不讓它延續，惡化，如前。最要緊是覺知

是善念，惡念，念頭起皆要覺知，否則無從對

治。好的事物會產生愛樂，貪著；不好的事物

會瞋怨。這些同樣可以「忍一時」面對，慢慢

自會恢復正常。

    由於眾生志性不定，對好的事物如念佛、

念法、念僧等，也會產生厭倦，因此有「長久

心難發」之說。如何保持向道之心也很重要。

同樣，當厭倦心生起，要退心時，也可以此「

忍一時」的方法，繼續念佛，修行，強迫自己

忍耐。這樣，一段短時間過後，亦會若無其事

，繼續如前修道。

    因此，「忍一時」即堅持，待一段短時間

過後，自會雲開見月明。只是如何對待好的與

不好的事物，別讓它惡化，沈淪。

    這正是人道的特勝：勇猛勝、梵行勝。該

好好掌握。

修行集  寂慧

   忍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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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市塲與競爭

  「弱肉強食，物競天擇，是自然法則，是生

存之道。」這傳統想法，世間人一直奉為金科

玉律。但何以每個國家政府皆照顧老弱及弱勢

社羣？在佛教立塲，主張大乘，羣體邁向佛道

，甚至犧牲自己去拯救其他人，並不鼓勵爭奪

，殘害的個人主義。這是人的可貴之處，亦是

生命意義的地方。在企業的世界裏，除了提供

貢獻，利他外，更要與其他人合作，共同開發

市塲，携手提供服務。

    需知道市塲很大，且不斷擴大，而個人的

能力有限，獨佔市塲看似一勞永逸，容易經營

，其實以個人能力，絕對無法提供最佳服務，

且不能長久，很快被後來居上。就是能夠維持

，也是擔驚受怕，心裏不安。有競爭才有進步

，對手的不同角度經營，也能啟示我們向上，

競爭者影嚮我們精進，精益求精，而不是耽於

逸樂。如果失敗了，我們該歡喜，因為有更佳

人選為該行業提供更好的服務，比我們更能利

益大眾。我們該引退向別的行業，機會發展，

繼續提供其他服務。天生我才必有用，機會處

處，不用担心沒有立足之地。從市面上我們常

見到某一類貨品市集，成行成市，生意竟然很

好，各各受益。絕對沒有因為爭鬥而無法生存

。原因是有競爭，各人儘找自己的優勢，努力

提供優質服務，顧客樂於在集中地中選購。因

此，不要自私地獨佔市塲，應將市塲瓜分。如

何利用對手去改善業界，在自己的弱點上發揮

是很重要的思維。競爭者是友非敵，要共存。

    此外，以低價作招徠不是好的方式，要有

合理的回報，合理的利潤，才能使人積極，利

益顧客之餘，更要利益企業自身。企業尚要照

顧員工，員工家屬及股東。最要不得的是以低

價來打擊對手，繼而隴斷市塲，予取予携。如

此貪瞋痴的行為，必招來可怕的果報。以賤價

作手段經營只可短暫維持，可見到很多大企業

的定價雖然比別家昂貴，卻能長久經營。因此

，以低價經營非好的方式。

    企業家對自身的企業、市塲、社會應常密

切留意，審度形勢，不時作出調整，對無風浪

的環境，不要鬆懈，對嚴峻的環境，亦毋須担

憂。風浪來時，可能打倒的是對手，能者必能

屹立，對企業作適當的定位，整體配合，不時

制定目標向前邁進，毋須爭奪鬥爭，但如果對

手無心從事，可取而代之。

    企業該有大乘精神，利益大眾，包括競爭

者，及任何牽涉於內者，如佛教中言：若有見

聞者，悉發菩提心。繼而：盡此一報身，同生

極樂國。

        長長的布條

        覆蓋了身體

        覆蓋了煩惱

        覆蓋了前世、今生

        濶別了交誼

        濶別了無盡的關係

        濶別了恩怨情仇

        來生仍是那

        長長的布條

        善哉解脫服

        世世常得披

        直至永遠

        直至涅槃

僧袍  那羅



6

    人生苦短，轉眼一生過去，回顧一生，大

部份人都感到虛度，徒然嗟嘆。該時常反省籌

謀，別讓寶貴一生溜走。

    可曾見到很多聰明人終日只懂享受，不事

生產。他們的才智運用在逃避責任，敷衍塞責

，應酬交代工作，滿腦子是躲懶混日子，自以

為瞞騙盡人，胡混終其一生。這與寄生蟲何異

，可惜可悲。

    此外，另有一種人終日忙碌不堪，但見他

這裏去，那裏去。做做這，做做那，表面甚麼

都做，甚麼都懂，但大家都知道，任何事情如

不專注，賣力是不會有成果的。這與螻蟻何異

，可惜可悲。

    只要活得有意義，對社會有貢獻，做人用

心，縱使生命短暫，仍有價值，無悔。否則，

渾渾噩噩，只是自欺欺人。最好是生命長久，

精采，成就大業，自利利他，不枉此生。

    那麼，什麼是今生無悔，不枉此生呢？

    當然是學佛修行，自度度他，來個最究竟

，最徹底的改做。但不是每個人能摸到目標，

也不是每個人有此福報。那最大的貢獻莫如勸

人信佛，學佛，同歸於佛道。

    當然，要今生無悔，尚有其他選擇。你的

選擇是什麼呢？可有想過？

風沙吹開了大地

吹過沈睡的心靈

日月星辰

靜待當來下生

彌勒尊佛

大火焚毀三界

焚過渴望的心靈

日月星辰

靜待當來下生

彌勒尊佛

大水激遍宇內

激盡期待的心靈

日月星辰

靜待當來下生

彌勒尊佛

成住壞空

生死輪迴

人壽增至減、減至增

上天下地、歡聚離別

共赴龍華海會

今生無悔  寂慧 當來龍華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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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疏有別  提舍

    有兩種人，對於親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很是有趣。

    第一種人只對自己好，對自己的族群，圈子很好，如家人最好，親戚次之，朋友隣居更次之

，陌生人則兩副臉孔，甚而敵對。對親疏關係，他們分得很清楚。標準是關係，而不是是非對錯

，好人壞人。因此，如果親人犯錯，他們也會縱容，力撐。但陌生人如何對，也千方百計排斥，

這是大部分人態度。

    第二種人剛剛相反，對外面人友善微笑，甚而風趣幽默，事事順從他人。回到家裏則板起臉

孔，沉默寡言，終日唉聲嘆氣，埋怨吵鬧，諸多要求，判若兩人。問他們何以對家人那麼差，竟

說不上來，或是沒有發覺如此極端。

    從以上兩類人，我們也可看到教內有如此現象。有一類人專門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來往

。如自己屬某一宗派，必與此宗派的人親密，別的宗派則視為仇敵，批評攻擊，黨同伐異。就是

同派的人如何不對可惡，亦視若無睹，助紂為虐。別宗派的人，不管如何有德，也看不順眼。

    另一類人對教外人諸多迎合，救濟，有什麼好書，佛卡，念佛機等，會不厭其煩，雖遙遠必

親自送上，詳細解釋，務求令能接觸佛法。對教內法友則刻薄壓搾，事事挑剔，休想其可以捐出

分毫。如他要購物或服務，必死纒爛打壓價。彷彿教內事事不好，不對，盡是衰人，壞人。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兩種心態都要不得，尤其後者變態的情意結更可怕。在佛教的立塲，以

親疏作標準乃感情用事，並不鼓勵。當下的親疏只是一時，過往世的親疏誰能識別？誰敢說做對

了親疏的標準。

    親疏有別，自己是否其中之一？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經營之道

    當老頭子店員忙於店務時，一位年青出家人走進來道：「請你放下手中的工作，今天教你做

生意的道理。」

   「出家人懂得做生意的道理？可以教別人做生意嗎？」老頭子好奇地問。

   「只要能利益眾生，不管做生意，非道皆可以。」年青師父微笑道：「做生意也是正命，能

利益很多人，如果能夠掌握，當然可以談，況且生意的成功與失敗，須依循因果及佛法。」

   「但有很多奸商不是盤滿鉢滿，做得很大嗎？」老頭子將頭抬起，望著天空，故意留難道。

   「那只是一時的成功，不會長久的。可怕的業報將到來，苦不堪言，無能替代。」年青師父

解釋道：「因果是不變的定律，深奧難測，如果眾生明瞭，沒有人敢冒犯。同樣，要生意成功，

必須依循因果，全力以赴，優質服務，不斷改善經營，不斷克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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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盡力服務顧客，可是他們愈來愈不像話。有要找書的，卻沒有書名、作者，只有一點內容

的資料；有要找 C D 的，也是沒有名字，只說在那裏曾聽過，很悅耳，或是啍兩句極難聽的調子，叫

人如何找呢？」老頭子帶點氣憤，委屈道。

   「對內要好好照顧員工，讓他們有高薪，舒適的環境，及一份歸屬感。」年青師父繼續指導。

   「政府不斷制定政策利益員工。而員工更要求每年加薪，年終雙糧，醫療保險，無壓力工作等諸多

要求，卻沒有承諾要作何承担，作何任務完成，稍有建樹，便獨攬作自己的功勞。」老頭子激烈道。

   「對教界要有所承担，多送點結緣書，讓佛法普及；各道塲的活動也應樂意為他們張貼，讓多點人

知道及參予。任何人願為佛教効力皆應成就及支持他們。佛教興旺，你們必獲益。」年青師父稍停，

續思索道。

   「某些道塲拿海報來貼，堅持要最當眼之處，而他們的海報卻出奇地大，香港寸金尺土，如何找適

合的位置。有些拿結緣書來代送，卻出奇地多，說什麼他們要省運費，沒地方存貨，故多拿點來，還

要我們小心處理，珍之重之，因那些都是極珍貴的製品，應感激他們的餽贈；有些乾脆不發一言，把

印刷品亂放，弄得我們要作整理，疲累不堪；有些見我們生意不好，光顧一點貨品，卻不時提醒那是

他們的施恩，暗示我們要銘記心中；有些未經同意向外推介我們這個地方，卻坦言幫了我們不少，希

望能得到回報；有些拿書來要代賣，說那是他們師父精心之作，只獨家利益我們，但要先付款，且不

要多賺，只可十到廿巴仙，好幫助他們師父多賺點；有些將他們家裏殘舊不堪的佛教品送來處理，甚

至不是佛教品也夾在中間；有些不會光顧，只來拿結緣品，卻諸多埋怨，說什麼結緣書內容質素不好

，製作粗濫，種類不夠等。」老頭子有點聲嘶力竭，乾脆癱在椅子上。

   「社會事務不能忽略，要多參予，並提供佛法之道幫助大眾。外面世界畢竟與這裏息息相關，不能

閉門造車。」年青師父自顧道。

   「我們樂意參予社會事務，並不斷舉辦不同的活動利益眾生，可是得回的反應是說我們太小兒科；

太雜亂；太多缺點；太多待改善空間。」老頭子軟弱斜靠在椅子上，如自語般道。

   「如果能夠多方面做到，生意自能成功。這是因緣法，內外兼顧，在因果定律下，必能維持，甚而

富貴。這道理不單這裏適用，任何生意也如是，請珍之重之。」

    年青師父見老頭子毫無反應，卻閉目睏睡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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