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4 期 2013年4月

1

    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一個月，不但沒有解決跡象，形勢更有惡化之嫌。這次衝突，表面上

如一般工潮，勞資雙方為了自身利益，僵持不下。但這次形勢較複雜，參與的工會超過三個，碼

頭工人有直接隸屬碼頭及多間外判商的工人，有學生參與，當然有政府官員調停，傳媒的探訪。

社會仇富情緒，勞資對立、市民的抑鬱，對社會的不滿，隱藏背後的政治勢力，社運的參與，個

人恩怨。所有這些因素，及各人為了自身利益，弄得不亦樂乎。當然使形勢複雜，矛盾加深，陷

入無法解決的困局。這現象將來必定會重演，為了利益，各團體必聚集鬥爭，弄個你死我活，那

管社會安祥，恐怕永無寧日。苦的是苦了愚痴弱勢社羣――工人，慘被用作鬥爭工具，飯碗不保

，前途渺茫。鬥爭期間，可見到謾罵，抹黑，醜化，陰謀，設圈套，指鹿為馬，反口失信，虛假

報訊，為的是壯大自己的聲勢，置對方於死地。暫時的破壞是一家外判商停業，百多二百工人馬

上失業，和諧的勞資關係埋下仇恨的種子，將來難以修補，難以合作。在「行頭窄」的形勢下，

工人將來的出路極不樂觀。

    勞資關係從來就是矛盾，對立，縱使親人朋友加入，亦會弄至反目成仇。古今中外，糾紛多

得不勝枚舉，綜合來說，勞方總是埋怨資方不肯加薪，分紅，即使賺大錢，仍不改剝削、欺壓作

風。再埋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個人開銷大，微薄薪金不足以應付。繼而投訴工作環境差、工

時過長，工作勞累，刻板，沒有前途，沒有晉升機會，假期不足，甚至超時工作。或是抱怨工作

地點與住宅距離太遠，需花費很多車資及時間。此外，太太懷孕，沒有足夠時間照顧，子女長大

，生活費增加，教育費、書簿費開支龐大，亦可拿來投訴。

    資方則總是抱怨經營環境惡劣，競爭日劇，利潤不斷調低，政府規例繁多，稅收增加，租金

上漲，僱員薪金年年無止境調高，仍不滿足，尚要求住屋津貼，退休保障、醫療津貼，子女教育

經費等。可是工作方面卻日益疏懶，提不起勁、「卸膊」，不肯承擔責任，接受新的工作挑戰，

拒絕對後進的提攜等。

    這些僵持，敵對，在可見的未來看來仍會持續，無法解決。因為利之所在，沒有人願意讓步

，即使讓步，亦是被迫，他日權力在握，必定報復欺壓。如是輾轉鬥爭，永不止息。

    人總是如此，當擁有權力，當飛黃騰達時，便忘記從前的經歷、苦況，不肯為他人設想，不

肯將利益分配，惡行不斷歷史重演，要自發去公平分配成果，確是緣木求魚。只有放棄自我，放

棄自大，「主宰」性及絶對權力，寄望從制度上制約個人的貪婪，才有望消除勞資矛盾。政府可

菩薩藏

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勞資矛盾  提舍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本心，為物所轉，

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

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    ――楞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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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指引或立法，讓每一間公司在到達不同營業額或盈利時，需分配固定比例的紅利或加薪給

員工，讓各員工對業績有所企盼及分享成果。

    基本的分配應該是資本主及僱員各佔一半利潤；管理層及基礎員工亦各分佔一半。這條原

則當然不能滿足繁複的各行業，如勞工密集或暢旺營業地點或資本的多少需求。當然更有很多

細節需要兼顧，必定要有詳細的精算，才能釐定合適比例。但是每一個上市公司的策略、成員

、資金分配，資產負債皆能一覽無遺地列於年報上，具足透明度，開放出來，為何成果、利潤

、制約不能開放讓員工分享？

    佛教的僧團制度亦如是，沒有個人權威、特權，在大眾共同遵守規矩下和諧共處，六和敬

中的利和同均在企業中更突顯其意義。

    企業內，員工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搏命」型，工作勤奮，用心，能夠為企業帶來利潤

，應收取較高工資。第二類是一般性員工，雖用心用力，卻因個人性格或是家庭關係，不能賣

命拼搏，可獲取中等工資。第三類是過渡型，或是試工型，不太投入，但將來可能為勢所迫，

或是對公司瞭解、認同，自願留下，積極工作，應予機會領取較低工資。作為一個企業，應有

包容性去容納不同類型的員工。

    假期方面，不在乎多少，重要是有需要時能夠順利取到，或是能夠取多些去應急，例如生

產、照顧家人，生病，人生谷底等。工作是重要的日常生活，沒有需要，可以不用取假期，有

些人在公司工作比取長假無聊地留在家裏覺得更有意義，但是每星期一天的例假是不能少的，

因為那是適當的休息及防止僵化的必需。

    這些措施表面對公司似乎不利，但能「買到」員工的心，使他們積極，努力工作，分享成

果，必然盡心盡力，比一般敷衍塞責，裝勤扮乖來得有意義，甚至帶來更大利潤。而在透明度

高的企業中，所有員工皆可清楚見到自己身處的環境，機會，將來，在公平，合理的分配下，

當不會充滿敵對，投訴、罷工等；縱使企業倒閉，「捱」不住，亦會「死無怨言」，企業主也

可放下沈重的包袱，沈重的責任，讓上下一心承擔，睡得安寧。

人於天地間(五)  提舍

    如果燒一餐飯，便有一餐飯吃，不用挨餓。可是晚上飢餓，需再燒一餐飯，明天亦需要吃

飯，後天、繼續來的日子也需要。不斷的需要，不停的勞動。但如果燒飯時服務他人，多燒一

份，晚上他為了回報，也代燒一份，那麼晚上便可不用操心，安享晚宴。若燒飯時能服務多人

，則很多天也不需費心，這是簡單粗淺的因果道理。但放假，罷工，或是下一生的生命仍然需

要吃飯，沒完沒了。

    燒一餐飯，亦可千差萬別，可以很豐盛，也可以毫無色香味，只供飽肚，也可以營養份不

夠，或是衞生不足，吃後肚子疼。服務他人，可以燒得用心，可以將餐具放得整齊、環境優雅

、甚至加點音樂，增加食慾，吃得安心。不用像動物般一面吃東西，一面東張西望，提高警覺

，以防襲擊，或是被搶去食物。可見不同的用心，不同的做法，產生効果的岐異很大。當然，

在因果上，亦會產生千差萬異的結果，因果的好壞，只會跟著其屬性運行，躱不了，亦騙不了

誰，千萬別欺人，找藉口，尤其不要騙了自己。

    作為一個人，需要吃飯，一天三餐，已叫人煞費思量、疲累，但能不吃嗎？此外，更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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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蔽體，要有合適溫度的衣服，且要美觀，合潮流，這些同樣叫人操心。人，更需要舒適、寧

靜、安全的家居，也需要往來各地工作，與人交往，保持對每個人恰如其份的倫理，和諧共存

。在心靈方面，每個人都要找到生存的意義，人生的價值，自我的肯定；生活不要太枯燥，亦

不能太激烈，要受人尊重，受人重視，但不能被人騷擾，囉唆、責罵，甚至不能被人說不是。

在心靈方面，要求更多、更高、更難捉摸，要滿足心靈的需求更難。作為一個人，身心的照顧

難於登天，所產生的因果關係更複雜。人於天地間，該如何照顧好自己的身心，才不會帶煩惱

給他人？

    人的存在，需要社會國家多方面的照顧，才能健全發展，活得精彩。因此，社會各行各業

皆應做好本身的專業，團結起來，使服務盡善盡美，人人受惠。若某一方面做得不好，整體將

失去平衡，如果惡化下去，更會使社會倒塌。做好本身的工作，可以無愧接受各業的支援，否

則虧欠社會，只有受報及將來還債的份兒。

    從佛教的觀點，不斷工作，不斷積福，才能維持我們無盡苛索的色身。老子說：吾之患，

在吾有身。維持我們今生的色身，乃至來世的色身，應努力工作，努力積福。當然還要維持親

人的色身，人類，乃至一切眾生。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精英之地

    「某居士說法吸引，聽眾很多，坐滿整

個禮堂，二小時的講座，沒有一個人睏睡或

打呵欠。他儀容出眾，談吐風趣清晰，批評

針切時弊。他學識淵博，對中外學科精通深

入，近代知識如電腦等亦能掌握。因此，任

何人有疑難，他皆應付裕如。你認識他嗎？

可有幫忙推介？」一位年青女子手中拿著書

本問老頭子道。

    「此人狂妄自大，信口開河，不著邊際

，似是而非。憑著美觀外型及投其所好的口

才，吸引無知婦孺。」老頭子嗤之以鼻道：

「從沒有到來購書，試問沒有足夠的資料如

何能講得好呢？」

    「可是他的說法內容豐富，引經據典。

」年青女子不服氣道：「難道他不可以喚人

來代購嗎？」

    「代買的人不會知道那些書適合他，因

未夠程度，若夠的話，自有一番天地，不會

讓他差遣。不斷有新書、新資料，若他真的

好學，真的謙卑，不會不來這裏。在這裏看

書是一種極大的樂趣，一種享受，法喜充滿

，怎能讓人代勞呢？」老頭子針對道。

    「他可能常到圖書館借書參考，或與其

他老師交流，取得資料來說法。」年青女子

仍不服氣道。

    「現有的圖書館做得很差勁，沒有跟上

搜購新出版的書籍，對於廣泛來源的書籍，

他們沒有那方面的資訊及知識去採購，更要

命的是，他們沒有那方面的專業去辨別書的

質素，重要的書籍往往遺漏，更糟的是採購

了一些迷信或不正信的書籍，或是偏激、歪

理、似是而非的著述。」老頭子進逼道。

    「那麼，是否精英必定要到這裏來吸取

養份，才能出來說法？學者講師必需進來找

資料？你們掌控了佛教，違反壟斷條例，小

心被告發檢控！」年青女子充滿敵意道。

    「你言重了，我們不是很重要，可是沒

有了我們卻不成。」老頭子得意洋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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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萍留下的字條就只有這三個字。

   「我走了！」是什麽意思，她沒有講，是不

高興，不想留下；還是對我不滿意，要離開；

或是家裏有變故，要回去照應；或是身患絶症

，她皆沒有提到。「我走了！」是什麼意思？

    是她變了，還是我從來不曾瞭解她？一年

多的相處，情懷突然變得虛無飄渺，彷彿從來

沒有發生過。我是否過於自信，是否太不在意

，是否太不關心她，從來不曾仔細問她的背景

、她的想法。她才生氣離去，也許是她別有想

法，而我太大意，讓姻緣走失？如今孤單一個

，遺下人生最大的疑問！    

    那年大年初一，我和萍邂逅於工廠區內，

整條街道陰暗，杳無一人，萬籟俱寂，她提著

設計工具箱，孤單地尋找出租地點。當我們四

目交投，皆有一種恍然的感覺，微笑相對，我

領她到我工作的單位內，在寬敞舒適的環境中

，她匆匆把工具拿出，在寬闊的書桌上工作，

她的完全投入，竟沒有在意我在旁對她的觀察

，一個多小時後，她放下手中的畫筆，舒了一

口氣，倒坐在旁邊的沙發中，開始觀察室內的

環境，默默點頭讚許。我遞上茶，她滿足地慢

呷，享受那如釋重負及寧靜的感覺，很快進入

睡鄉。從此，她幾乎每天都到來工作，風雨不

改，可以看出她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毫無隔

閡的感覺，她常全面投入，旁若無人，縱使我

坐在她對面，觀察她純真的舉手投足，她竟沒

有察覺。當個別的工序完成後，她定奬勵自己

，讓自己舒適地躺在沙發椅上，吃零食，觀看

影碟，而最喜愛看喜劇，可以讓她盡情歡笑。

她的歡笑竟是如此燦爛，沒有機心，與她平時

嚴肅繃緊的臉孔判若兩人，我最難忘懷的是與

她一起聊天，觀看影碟，談論著劇情，世事，

偶爾與她出外吃東西，閒蕩。但我們總有一個

默契，外面繁忙熱鬧時，總愛一起躱在這裏工

天使與魔鬼  浮浮生

作、打電腦，睡覺，關在吵鬧，緊張的社會角

落中。而外面平靜、冷清的環境下，我們總愛

出來走動，享受那份寧靜的感覺。在重要的節

日如中秋節、國慶日、新年等，我們定悠閒地

蹓躂，享受那份平和的感覺，不用與人擠迫，

吵鬧。辦公室就是我們的家，無拘無束、自由

自在的相處，就像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避風

港、天堂；但每天晚上我們總要分別離去，照

顧家人，父母兄弟姐妹，重投現實的人生。第

二天再度會合，躱在自己的世界中。

    後來，她領我到貧民區去，幫助那裏的人

清潔、外出，並作慰問、輔導等，雖然小恩小

惠，卻蠻有意義、喜悅。很快地她領著我轉到

另一個貧民區中，繼續幫忙有需要的人。每次

工作完畢，我們累得要命，總會躱回來，什麼

也不作地呆在這裏半天，享受著那溫暖安祥的

感覺。很多老人家皆患有假日恐懼症及節日恐

懼症，正是我們出動的時候，忙得不亦樂乎，

但那種滿足感，充實感卻無可比擬。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一年多過去了，突然

她告訴我要專心學佛，什麼都不想做，從此她

少來了，就是到來，卻比以前更寡言沈思，終

日沈迷在自己的世界裏，偶而閉目，偶而輕嘆

，偶而雀躍，對身旁的我視若無睹。我有一種

驚懼的感覺，知道很快將會失去她，可是一籌

莫展，眼巴巴等待劇變到來。我心內滿是氣，

愈想愈覺得這個人百般不是，愈想愈覺得不應

在乎，反正自己毫無損失。

    最後她走了，只留下一張「我走了！」的

字條，什麼也沒交代，我拿著字條，徬徨失措

，度過很多空白的日子。她彷似天使般在我的

平凡日子裏降臨，卻如魔鬼般留下我一人離去

。她往那裏呢？學佛是什麽一回事呢？她的生

活會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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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轉捩點  寂慧

    驚聞你罹患絶症，命不久矣！嗚呼！我不知說什麼好，一切言辭皆是廢話，所有安慰亦無

補於事，更令你煩憂。我真的不知該說什麼好。沒料到從前的客套說話、謙禮皆用不上，可見

從前我們多麼無聊，原來我不曾對你有所利益。這刻，我不知如何面對你。

    從前種種，已成雲煙，過去恩怨、吵鬧、歡笑，亦慢慢褪失中，這刻是一個段落，一個轉

捩點，我們必須面對，必須重拾心情，面對未知的將來。你已遊玩了大半生，蹉跎人生歲月，

應是時候收歛心情，專心一意修行，趁此機會，趁此劇變，將人生變得有意義，令此生變得無

悔，縱使沒有此次厄難，亦只是無聊度日，虛度光陰，最後追悔，繼續造業。

    過去種種，不論怎樣糊塗，不堪，已成過去，無法挽回，亦追不回來，就讓他過去，不要

去想，不要去計較，收拾心情，千萬別去想。該在意的是當下，珍惜未來。可能時不我與，但

只要專心致志，一心不亂，成就也可驚人，你可記得佛經中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

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我見是利，故說此言」。只要一心不亂，就

是一日，或是一刻，一念，即得大成就，乃至去到一處比天堂更天堂，比極樂更極樂的世界。

你唯一要做的是放下過去，放下種種，放下一切，重新接受佛、菩薩、善知識的指引，在菩提

道上遵守佛法規則，別在世俗上糾纏受苦。

    過去是障道的，別去想，你要定時定量去懺悔，將障礙去除，防止菩提道上受干擾。最重

要是趕快去皈依，皈依佛法僧三寶，從此覓得人生的真正意義，真正的依賴。雖然你答應挑個

好日子去皈依，但我勸你還是馬上去辦，因為好的東西應該立刻去爭取，盡其在我，別讓逆緣

有機會妨礙正道，終生後悔，如果你覺得某一個皈依法會特別殊勝，不妨多皈依一次，將識田

加深，永誌不忘。要知道皈依是人生的轉捩點，皈依後，每一天都是功德的累積，因此，早一

天皈依，即多一天的功德，你為何仍躊躇？到此地步，你還不積極，像從前般蹉跎嗎？

    自皈依後，人生將變得有意義、有價值。這一生才可無悔！自皈依後，從此要修學、向上

，邁向解脫，更要助成每一個人，每個眾生去解脫。自皈依後，當觀照到過去種種是如何無聊

、愚痴，無意義。假使今次能度過難關，必定要利用餘生，繼續修行，別忘種種教訓；假使不

能度過，亦可為來生打好實質基礎，永遠用心向法，用心向道。留戀這一生，留戀這色身未必

是好事，未知的將來也許更光明，更美好。別畏懼，別退縮，只要遵循古仙人道，定能走出陰

霾。

    此刻最佳的修行莫如念佛，專心一意的念一佛名號。過去已不值一哂，此刻什麽都不要管

，別回望，只一心念佛，一心精進，念念無我，念而無念，這是唯一之道。

    總結此生，你必需忘掉過去、懺悔業障、皈依三寶、一心念佛、往生淨土。

    驚聞義工要離去。

    經過漫長的日子，早已建立無言默契，心有靈犀。本忖不需言謝，不需虛偽做作。各人的

菩提發心，豈是一聲笑謝能讚嘆，恩情豈是一些小恩小惠能抵消。虧欠之處，還望將來成佛路

上得以回報。

    義工是世間最高尚，最有意義，最易做的工作，因為它超越了利害關係；超越了真善美―

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境界；亦是自己喜好，乃至夢想的工作。沒有人因為義工做得不好而投訴，

義工的離去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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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那是無償的工作；沒有人不讚嘆義工，因那是高尚的情操。作佛教界的義工更殊勝、稀有，

因那是修行的一種出世大法，無我的體驗，對向解脫，對向菩薩道。那一位高僧大德不曾為眾

生服務？不曾拿起掃帚默默清掃？總不會分別高下，計較人我是非。只知享受那法喜，為聖教

，為眾生無盡的付出。默默地工作，默默地修行，默默地奉獻，彷似孤僻、懶散；修出離心，

與人保持距離，彷似與人合不來，不宜作義工。在成佛歷程中，雖受盡委屈，受盡折磨，最後

仍不捨眾生。

    然而，成佛非個人事，淨土亦非個人居所，乃至每一處道場皆是諸上善人，共聚一處，發

揮團隊精神，努力莊嚴淨土，不會計較能付出多少，不會計較該處的缺失，是否愜意；亦不會

建樹完畢，便匆匆離去。因此，淨土的諸上善人愈來愈多，沒有人想要離去，縱使各道場業務

蒸蒸日上，不需幫忙，也不宜離去，以作鼓勵支持。況業務向上，所需協助更大，面對的困難

更多。「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雖然成佛之路不好走，但應珍惜機會、因緣，

轉逆境為道用，共耕福田。只要勉力遵守規則，以他人為先，以無我為宗旨，只問耕耘，不問

收穫，拿出三輪體空的空性智慧去克服我執、我見。發揮互助融洽的團隊精神，定能產生利益

聖教，利益眾生的効果，不會愧對任何人。個人的功勞，只成為「是功非功」的緣起性。「法

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是每一位義工的目標，亦是每一位義工的機會。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成長

    悉達多太子從小智力及體力超乎常人，在

淨飯王悉心栽培下，七歲已熟習各種技藝，八

歲已修學四吠陀(印度傳統經典)，繼而學習騎

、射、擊劍等，文武兼備，世間罕有能匹敵者

。可是太子卻鬱鬱寡歡，終日孤獨沉思，就是

與父王郊遊時，亦會偷偷躱到樹下修習禪定，

沉思。隨著年齡長大，自幼失去親母的憂鬱感

觸著他。而當時政治的殘酷，道德的敗壞，思

想邪說泛濫，人生無常的痛苦，更加上父王寄

予厚望的壓迫，使他對人生氣餒，對未來失望

；縱使家人呵護備至，千依百順，歌舞娛樂，

要令他享受人生的歡樂，亦不感興趣，但不想

使眾人的厚意失落，只有默默隨順。但他淡淡

的哀愁，對任何事不太雀躍的反應，倒似出家

的修道者。淨飯王看在眼裏，滿心不高興，阿

私陀仙人的預言終日困擾著他，但自己開始老

邁，悉達多太子文武全才，若繼承王位，是順

理成章，且是自己寄予厚望之事。絶不能放棄

，心急之餘，終日將悉達多太子困於城中，命

令婇女及各大臣終日與太子娛樂遊玩，若能使

他回心轉意，什麼代價也都願付出。

    悉達多太子漸漸長大，淨飯王為了讓他成

長得健康，快樂，稍讓他出城外去遊玩，亦可

使他多了解外面的世界，有助將來治國，但仍

不太放心，多派侍從照顧，千叮萬囑。太子經

過農田，看到農夫汗流浹背拉著老牛艱苦地犂

田，老牛寸步維艱地犂撥土壤，口中不時發出

呻吟聲。田土中翻出小蟲，掙扎蠕動，瞬被蛙

吞食，蛙卻被一羣小鳥啄食，對此景象，太子

感到悲哀難過，心裏正要責罵小鳥，卻見數隻

老鷹從空中飛撲下來，將小鳥擒往空中，小鳥

驚惶掙扎，痛苦啁叫，但擺脫不了，慢慢遠去

，消失於山後，這震撼的景象，刺激著太子的

思惟：為何人生如此勞苦？為何生物要自相殘

殺，弱肉強食？難道自我的生存必須殺害其他

含靈嗎？若要這樣，他寧可不生存於世！悉達

多太子悲痛地陷於沉思中，再無樂趣郊遊去。

    淨飯王得悉太子遇到困惱，不禁後悔讓他

出外，看來只有在宮中最安全穩當，於是為太

子建了三座極樂行宮，名為快樂宮、妙樂宮及

幸運宮。在冬季、夏季及雨季之用，並有眾多

宮女侍奉太子，日夜撐著白帳篷，以免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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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熱，並常於藍、紅、白蓮花池中，以檀香木

沐浴，無比嬌貴。在雨季的四個月裏，由女歌

手侍奉，從不下殿。可是，太子感到無聊厭膩

，常常思索人生的苦況，淨飯王無計可施，只

有採納大臣優陀夷之獻計，為太子娶妻生子，

希望用家庭的枷鎖，將太子鎖著，不再生出家

之心。先後為太子娶了三位妻妾：耶輸陀羅、

跋陀迦旃、頻婆提維。最寵愛的卻是天臂城主

的女兒耶輸陀羅，即太子的表妹，當初求親時

，美貌的耶輸陀羅早已吸引各王族太子，包括

提婆達多的追求。耶輸陀羅的父親只有按照祖

傳家規，比武選婿。在各種技藝、算術、射箭

、鬥醉象等項目中，悉達多皆勝出，順利娶得

美貌賢淑的耶輸陀羅，時太子年十七。

    往後的十二年中，悉達多過著人間的家庭

生活。富有，尊貴，賢妻，美滿家庭，本是人

間幸福之象，可是，世間無常，人間的生老病

死，無時無刻不在縈繞著太子；縱使在慾樂中

，太子仍在揣測無常何時到來，如何才能躱避

，如何使每一個眾生度過生死之海？淨飯王稍

感安心，但隱藏在心底的憂慮卻始終揮不去。

    悉達多太子打算出遊，淨飯王不再反對，

事前吩咐下人將出遊地點粉飾一番。多派人佈

置妥當，讓太子度過愉快的一天。車夫與一眾

侍從小心翼翼伴著太子出東門，沿途大批老百

姓夾道歡迎。突見一老者佝僂著身軀，在路旁

艱苦走動，老者皺紋滿面，白髮，牙齒稀疏，

瞇起的眼神無助而迷茫，扶著拐杖，顫抖著手

腳。太子看著，心裏難過，詢問侍從何以老者

沒人照顧，侍從一時無言以對，隨後解釋老者

因為貧窮及沒有家人才落至如斯田地，為了讓

太子舒懷點，進一步解釋每一個人必經過老的

階段，那是自然現象，但將來太子年老時亦會

有很多侍從照顧，不會難受，不用擔心。太子

悶聲不響，索然回宮。

    淨飯王聽侍從回報後，責備一番，千叮萬

囑太子再出遊南門時，要小心別讓太子看到不

愉悅的事物。雖然侍從萬分小心整頓南門一帶

，可是出遊當日，太子看到一個病者不停咳嗽

，臉色蒼白，頭髮蓬鬆，路人見而避之。太子

疑問侍從何以病者不留在家裏養病，侍從回答

病者孤獨一人，沒人照料，只有帶病掙扎出來

找食物。太子心如刀割，吩咐布施食物後，悶

悶不樂，立即返回宮中。

    淨飯王無奈責備侍從後，吩咐更要小心整

頓西門，別讓太子從西門出遊時，再遇到不愉

悅的事情。可是出遊當日，太子竟遇到送殯行

列，吹打喪樂，有嚎啕大哭，有悲哀啜泣，有

木然呆滯的。太子疑問侍從何以如此悲傷，侍

從回答亡者年紀不大已離世，很多心願、工作

未了，家人頓失依怙，無所適從。太子晴天霹

靂般望著行列遠去，心中反覆思量：何以死亡

會提前到來？何以死亡來時竟可以沒有一點跡

象？何以不讓亡者了卻心願、工作？何以死亡

必定發生於每一個人身上？古今中外，死亡折

騰著每一個人，何以至今仍未找出解脫之道？

短暫的慾樂有何用，巨大的陰影下，慾樂如何

會是真正的快樂呢？太子再無雅興遊玩，對於

世間一切已全放下，真正產生出離心。

    侍從害怕淨飯王責怪，轉到北門遊玩，希

望為太子帶來歡樂，將功補過。在北門，太子

見一鬚髮皆落，一身裹著白布，清淨莊嚴的赤

腳年青人，站在路上微笑對著他。侍從回答那

是一位出家修道者，割愛辭親，追求人生理想

，追求生死的解脫。當時社會有很多厭倦了世

間紛爭，厭倦了戰爭，弱肉強食，立志拯救自

己，拯救世間的修道者，逆社會潮流，去追求

理想的人生。太子聽後恍如醍醐灌頂：世間竟

有如此偉大的人物，為何自己只知躱在宮中享

受慾樂，不到宮外去看看世界，看看人生的奮

鬥。他像看到了曙光，看到人生的目標；這次

出遊，他是真正感到了歡樂，亦是他一生中最

大的喜樂。他決意要做一個出家修道者。

    回到宮中，他馬上見父王，要求出家。淨

飯王含淚懇求太子別出家，他願意滿足他的任

何心願，包括將來不作國王。但太子堅決道：

你能滿我解脫生老病死之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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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老師父，為何你總喜歡坐在這大樹下？」

    老師父：「這棵樹是我像你們一般小的時候，隨團到印度去，從那裏移植過來的。這棵菩

提樹，在菩提迦耶，佛陀證悟之處，小心專程帶回來，由我親手種植。可是，不同的土壤、不

同的陽光、水質，加上不同的照顧，已令他變種，跟原本的樹木截然不同。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菩提樹只是一種象徵意義，他在提醒見聞者及受庇蔭者覺悟之道。不論在印度本土及世界各

地，已有很多菩提樹在生長，無數人在樹蔭下述說著覺悟的故事，世代相傳，我一生中雖荒廢

了很多光陰，唯這傳統卻一直秉持著，歷久不衰。然而，我已違背了佛陀的戒條，跑去種植及

在一處地方耽待太久。這些約束本來是為我們好，不想我們對某些事物執、纏，產生煩惱，不

能自拔。樹已變了種，我這個佛弟子也變了種，不是純粹的弟子，慚愧！」

    小孩：「這棵樹已老態龍鐘，看來命不久矣，無法發揮他的弘法功能，可惜！」

    老師父：「這棵樹從小吸引很多人到來觀看，皆因他的名字是菩提樹，但從外型看不出他

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他唯一功能是遮風擋雨。過去無數人在這裏論道談禪，有大型的，亦

有小型的，各得其樂。可沒有人注意到陽光猛烈時，樹蔭剛剛遮到每一個樹下之人；人多時，

樹蔭特別傾斜，遮蓋大片土地裏的人，人少時，樹蔭卻收縮擋著直射的陽光。樹蔭下總有柔和

的微風輕拂，寧靜中沁來陣陣花香，叫人沈醉。很多人在這裏進入夢鄉後，精神爽利地繼續他

一天的生活，這裏猶如人生加油站。每次坐在樹下，總有一個感覺，彷似佛菩薩的幡蓋在我頭

上的空中覆蓋著，護蔭著我。再不想到任何其他地方去，這裏是我的故鄉，落葉歸根之處，菩

提樹印證了無情佛性之說。」

    小孩：「落葉歸根！你死後會否葬在這樹下呢？」

    老師父：「這菩提樹彷彿像我一生！最後是我親手葬他，還是我被埋在他下面，有誰知道

呢？」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菩提樹下的老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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