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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十多年，政治混亂不堪，政府在某些方面很能幹，但某些方面卻極無能；現狀似擺

脫殖民地統治的影響，但像仍擺脫不了；官員升降似失常軌。失職之人可能平安度過，能幹的人

可能很快消失；權力似應屬某些台前的人，卻被背後操縱，不知誰屬；政治目標、理想似已確定

，卻飄忽不定。角力處處，敵友難分，怪誕充斥，疑點重重。在這混亂時刻，各人皆不好過，造

罪害人也不自知，將來必後悔嗟嘆，可悲可憫。

    香港的發展，變化莫測，叫人猜不透，看不準。中間隠藏的陰謀、協議當然很多，不但局外

人無法得知，就是局內人亦被不斷的變化左右，不能自主、掌握。在這困於死結，納悶的時刻，

能做可做的事情不多。不妨編造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純屬臆測的局外人觀點，為種種疑點，不合

理之處作詮釋，以解盛夏的鬱悶。

                    ＊                      ＊                    ＊

    一九八四年，中英談判有了定案，香港決定如期於一九九七年歸還中國，成為史無前例的一

國兩制特別行政區。這小型的改朝換代能否順利過度，尤關重要。雖然這回歸在國際上不是一樁

什麽樣的大事，但它牽涉各方面的利益，它驚人的儲備，經濟的活力，機會，將來的發展影響很

大。在政治上，一國兩制是一種全新的嘗試，理論上，矛盾重重，太多的不確定，不明朗因素；

但實務上，它能調和各方面的衝突，利益，雖然不是最理想的構思，但能融洽，穏定地使陷於分

裂的政局得以和平延續。最重要是它有一種示範作用，讓其他民族如台灣、西藏等去除戒心，不

作對立，乃至歸順。因此，本來是不大的事情，卻顯得至關重要，各方面都為這歷史性時刻準備

、部署、盡最大的努力攫取利益。

                 ＊                      ＊                    ＊

    中英談判結束，香港未來的命運已決定，各人回到自己的崗位，忙於準備即將來臨的日子，

明爭暗鬥，或是為民請命，好一個歷史性時刻!

    在一所大會議室裏，數十位外籍人士正開會討論。主席位上，一位魁梧，留著軍曹鬍子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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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

  (一)

 

佛告羅雲：聽法之功，雖於今身不能得道，

五道受身多所利益，如我前說。

般若智慧亦名甘露、亦名良藥、亦名橋樑、亦名大船。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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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軍官道：「女人就是女人，外號鐵娘子又如何，還不是讓人擺弄，千里迢迢跑到人家地方，

早已失勢，如何跟人家談判，弄到在人民大會堂外摔倒，真丟臉。但我不會甘心於就此落敗，

必定把它搞砸，證明我們英國人是最優秀的民族，而中國人就是如此窩囊。我要他們雙手將香

港交還，慚愧地每年乾分花紅。」

    「可是鄧小平是一個極能幹的人，且是一位硬漢，看他三起三落，雖常處於劣勢，卻若無

其事，在大風大浪中，仍向前衝，闖出一番新天地，別看他個子小，人人都懼他三分呢！」一

位瘦瘦的高個子，鼻樑特別高挺，皮膚白晢的年青人道。

    「別高估敵人，你看清末時期，他們打勝了仗仍賠款道歉，便知道他們多糊塗。近代雖有

不少人才出現，可是卻自相殘殺，自我迫害，不用別人侵略已倒下來。」主席不服氣道：「我

想起他們那副大義凜然，什麼民族大義的臉孔便生氣，說穿了還不是為了利益；如果真的是這

樣，為什麼不早點收回香港，就是拱手相讓也不接受呢？我們艱苦經營，將香港打造成世界知

名的城市，竟連一聲道謝也省回，把它取走，你說生氣不生氣，最怕是他們把它搞砸，變成廢

墟，讓我們的心血白費。我就是不明白為何答應每年進貢驚人的利益給他們竟不接受，可以為

了面子抛棄大量錢財的愚痴人。」

    室內眾人默然不語，過了一會，主席續道：「我不會就此罷休，就是一拍兩散也不會讓他

們好過。我將故技重施，徹退前弄它一個陷阱，讓它永不翻身。回歸前，我們借口做好基建，

擴張建設，撈它一大筆，為了取回主權，他們必定讓步，這責任就交由在座的經濟司負責，目

標是在十數年內將香港淘空。此外，宗教司負責籠絡社會低下階層，搧動他們造反的心態，爭

取權益，爭取無償報酬，一如既往，進攻前必先以教會名義分佈在敵人陣地，收取情報，離間

搗亂。移民政策分兩方面，一是讓大陸的低下階層湧下來，分取香港利益，立例每月固定配額

，在若干年後必定負荷不來，放寬大陸人士到港旅遊、生子，使人口政策百上加斤，最要緊是

戶籍等做到不確定，爭抝不休。另一方面，鼓勵人才移民到歐美國家，強化我們的社會之餘，

讓香港淪為低等之都。鼓勵香港人北上生活、做生意，兩地弄得混亂不堪；大陸的貪腐，必定

使香港大倒退，縱使香港不倒退，亦可以香港的法制、民主、新聞自由，弄至大陸困擾不休，

最後自相殘殺。法制方面，需設置終審法院，讓司法制度頭上加頭，糾纏不休，我們安置法官

在裏面，取得最終定案權，一般案件秉公處理，建立公正不阿的形象；但在某些影響重大，能

製造混亂的案件，則以目標處理，最好是弄至人大釋法，讓他們的主子無法安枕，亦證明香港

官員的無能，說不定可破壞一國兩制，我們更易從中取利。選舉制度及政黨必須確立，我們不

只要有自己的政黨，更要扶助民間政黨及不同政見人士與政府對立，將建制派的優勢取代。這

些民間政黨，一般空有理想，卻對形勢不瞭解，但他們單純的心及賣力的態度，正好讓我們利

用，如有需要，可收買他們；若收買不到，就搧動他們去反政府，更要教育他們一些似是而非

的所謂民主。回歸後，香港很多優勢將消失，更要每年進貢主子，必使香港經濟困難，製造大

量貧窮人士，我們可以在綜援制度下功夫，苛刻對待，讓綜援人士失去自尊，無心找工作；讓

北上安居的人領取困難，製造中港矛盾，貧富懸殊。在仇政府、仇富的社會下，定必天下大亂

。香港醫療制度，在我們手上弄得很完善，很難搗亂；我們可以設立醫管局，讓權力產生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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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會、重複架構、打擊專業自尊。最重要是開放讓大陸人湧下來，像巨浪般把它蓋倒。貪婪

的大陸人必不肯付費及不遵守醫療規則，中港矛盾必定加深，醫療制度崩潰。」

    「好！你們英國佬真的老謀深算，打著正義旗號去顛覆他國，不費一兵一卒，更可從中取

利。」一位黑人差點拍掌續道：「我們美國必全力支持你們。一如既往，我們合作無間，早已

令很多國家變成廢墟，可是我總不明白他們為何不選擇巨大的經濟利益，讓我們統治，舒適安

逸嘆世界，卻堅持費心勞力去接管爛攤子，貧窮變亂度日。看他們的辦事能力及宗旨便生氣，

將大好國家弄得一塌糊塗，最不能忍受的是讓暴民攻擊我們在當地的企業，使我們損失慘重，

當然必須派遣武裝部隊保護我們的財產，或是從政治上維持秩序，成為世界警察。他們應感激

我們才對，何以還怪責我們多管閒事呢？」

    「別管他們死活，正當企業發財既艱難又不討好，乾脆發戰爭財好了。讓他們爭鬥不休，

我們只管將過時，快要抛毀的武器銷售給他們好了，加上日後的維修，訓練，收入不菲啊！」

一位鷹鼻子的白人得意洋洋道：「最要緊是製造混亂，鬥爭。我們必定鼓吹人權、私隠權的個

人主義，表面充滿愛心，進而擴大至動物權，愛護大自然的環保。另一方面，鼓吹消費、浪費

，打造美好環境，定必製造大量垃圾，矛盾衝擊，永無寧日。提倡公民教育、公民抗命，扶植

邪教，搧動宗教，與政府對抗。推行普選，背地裏種票，做票，扶植反叛人士，邪魔妖怪，進

入立法會，控制生事。我們的包裝是完美主義，必定吃得開，行之有効。你們可以放心，我們

精於此道，過往合作愉快，這次必定不會使你們失望。這次會議後，我們分頭行事，扮作不認

識，減少來往，作一個隠蔽敵人，待他日功成後，才聚會開香檳，繼續侵略別的國家去。」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選擇行業

    年青人創業，或投身某行業之前，必費盡思量，該投入那一行業？那一行業最有前途？那

一行業與生活息息相關？那一行業範圍最廣？那一行業最時興？那一行業生意好，能賺很多錢

，最有意義，最有成功感？心中七上八落，躊躇不決，深恐入錯行，影響一生，亦恐怕投身的

行業前景不好，叫自己艱苦度日，甚至失業，影響生計。這些憂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年青人總

忽略了重要的考慮，自己的興趣，理想。從來無數人總背棄了理想，終日營營役役，賺到生活

費，幸運的，更能小富小貴，甚至大富大貴，但轉眼年老體衰，回望一生，追悔莫及，這是人

生最大的悲哀。每個行業皆有盛衰，循環不息，亦有本身的優勢、弱勢、優點、缺點，難為之

處，喜樂之處。要成功，必須努力、奮鬥，此理各行業皆同，因此「行行出狀元」。可是，年

青人總被潮流的迷霧所遮，看不清理想的可貴，如潮流時興地產、醫師、工業等，必吸引大批

人進來，但潮流一旦過去，大批跟風的人被淘汰。更有很多年輕人好逸惡勞，怕艱苦，不肯下

苦功，不肯求知求學，只懂見風跟風，蹉跎度日，最後一事無成。請謹記，任何成功的條件必

須經過艱困，不眠不休，才能達成，要專要恒，不能浪費時間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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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影像不斷跳動，女兒焦急地叫嚷，

將尾指放進口內：「龍華…樹…下…再見…

見。」

    屏幕影像已斷，波娃撲近欲抓女兒，口

中急叫道：「乖女兒，乖女兒！啊！你真的

是乖女兒，咬尾指的小動作還未戒除。」

    「不要走啊！不要走啊！」波娃瘋了般

跑出室外找女兒，傑誠跟著後面跑出去，卻

失去她的踪影。但見通往上層樓梯的防煙門

微動了一下，也不管豎起「不准進入」的路

牌，直衝上去找她。跑到樓上，但見一條長

廊，兩旁皆是整齊的房間，傑誠打開掛著電

腦室牌的房間，見到大小不同的電腦在閃動

，卻見不到波娃，連忙打開另一間心理學家

的房間，只見到一張長檯及很多椅子，卻沒

有一人；轉到咨商室去，但見很多檯子，椅

子，文件櫃，亦沒有人在；轉到行為學家室

，除了檯椅、文件櫃外，更有兩個小屏幕；

在拼圖專家室內，有不同的人類面部、肢體

圖形；私隱專員的房間最簡單，只有一張檯

子及數張椅子；宗教家的房間最多物件，除

了很多書本如圖書館外，更有很多雜誌、文

件等；社會學家的房子猶如一個小型圖書館

；災難小組的房間只有一些器具，保護衣，

口罩等；行為科學家的房間內儘是人體的圖

通靈 浮浮生  (..續上期完)

      

像；資料搜集員的房間放滿文件，盒子，井

井有條；法律顧問房間內亦滿佈檔案、文件

；航天科技及藥物室內空空如也。傑誠正要

打開總控制室，發覺竟已上鎖，突然兩個保

安人員出現，把他按住，押回下層去。傑誠

不斷解釋，保安人員默然不語，將他押回通

靈室內，看到波娃亦被兩位女保安員按住。

接待員滿面不高興對他們道：「這裏很多禁

區，你們不能到處亂跑，早前的吩咐，你們

竟抛諸腦後。」

    傑誠與波娃不斷道歉。離開通靈科技中

心大樓後，波娃急不及待對傑誠道：「我要

再來，我要再見乖女一面。」

    「不是跟你講好了只此一次嗎？申請手

續那麼繁複，收費那麼昂貴，你又不遵守規

矩，他們會接受嗎？」傑誠抗拒道。

    「我不管，我一定要再見女兒，這次真

的是最後一次，我答應你真的是最後一次。

你只要申請就好了。申請能否成功只有看天

。他們不是說過凡事皆有因果嗎！這麼好的

通靈服務，竟因為什麽私隱、破除迷信等固

執己見，不能有效推廣，使遺屬陷於苦痛。

我們儘力爭取就是了，能否成功，通過嚴格

審查程序，還看各人的福份吧！」

                                      

    因此，每一個行業皆可達到成功之巔，端視乎個中人如何努力，奮鬥。但是，行業的內涵

，質素，亦有很大的影響，該如何選擇，還需個人籌量。這裏舉一個最佳行業的例子以作參考

――佛教事業，由於佛教是針對生老病死，煩惱，這些普遍存在及恒久的問題。因此，它的前

景，需求是無限大及長久的，投身其中，將有無限空間，多姿多采，且意義重大，值得每一個

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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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界內有些不被人注意，卻很有趣的現象，可以拿出來探討。信眾普遍有一種分別心去

衡量對象。在他們心目中，年紀大的比年紀輕的優勝，最好是老人家，古稀之年，連走路或是

說話也有困難的耆年；男性比女性優勝，在工作上，男性體力比較好，當然吃香，但是聽經之

眾，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受尊重；出家人比在家人優勝，這當然可以理解，身份不同，專業程度

不同，受到的對待當然有別。

    風燭殘年的老人，不但體力欠佳，辦事魄力亦受影響，負荷重責亦有困難。除此之外，老

人家往往固執封閉，且要面子，就是知道自己出錯，也不肯承認；當然他們也有經驗豐富等優

點，但缺點卻比優點多，且往往是嚴重的。他們受到的尊敬及重視真難以令人理解。

    第二種現象就是男比女優。男性體力好，有承擔力，說話較少，是非較少等，這些固然是

男性的優點。可是，男性因為要養家，不能全心投入佛教事業，慈悲心往往不及女性，凝聚成

團體去辦事亦不及女性。因此，各道場的信眾，男女數量分別很大，而出家眾的比丘及比丘尼

數字亦差異很大，女比男多；由於數目相距很遠，女眾作出的貢獻自然比男性多。至於理解經

義方面，男女的智慧差別不大，可說相當平等。

    第三種現象是出家眾比在家眾更受偏愛。這當然可以理解，身份不同，投入程度不同，出

家眾當然比在家眾優勝。但歷史上居士作出的貢獻絶對不少。作為四眾之一的優婆塞優婆夷，

佛陀只是平等對待，沒有低貶之意，但在教內卻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辦事沒法取得別人的信

任，幫助，號召力亦不及出家人，講經說法會被歧視，甚至在現代化的社會，仍有資深的佛徒

反對居士說法。查很多大乘經典、歷史，皆不乏居士說法的例子，包括向出家眾說法。從來居

士們俱甘於作附從的地位，不太有野心去爭權奪位，作為四眾弟子，在看到佛教出現問題時，

總願出一分力去扶助，因此，供養金錢、作義工、說法、弘教，任勞任怨，不遺餘力。居士在

佛教中的貢獻，應受到肯定、鼓勵、教導，以便發揮更大的功效，作更大的貢獻，承擔。在家

眾數量比出家眾多，自然能作出大貢獻，這優勢、特點該好好組織、應用，有效地將佛教普及

化。

    以上三種現象皆是世間法，世間現象的延伸，思想封建，當然不符合佛教依法不依人的原

則。「無情亦能說法」，「頑石點頭」，乃至花開花落，亦能令緣覺悟道的平等觀，才是智慧

的顯現。

佛教的不平等現象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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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出家意已決

告別宮中樂逍遙

歲月蹉跎二九載

只顧安逸罪難饒

農夫耕牛苦犂田

萬物殘殺互迫害

列強虎視伺滅絕

世間苦難何堪忍？

魔羅乍現苦相勸

願解生老病死苦

打造人間極樂國

統領天下成輪王

弱肉強食

血肉掙扎

巨鳥強獸或是幼鳥小蟲

無一倖免

映現閃過腦際間

宮內突傳喜訊

耶輸陀羅誕下麟兒

父子默凝視

該如何照顧

如何栽培？

取名羅睺羅

即障道之意

老病死縈繞

四城出遊

聖潔出家修道者

來自遙遠的召喚

正優雅地微笑

妻妾、父王已無憂

幼子將繼承大業

還顧慮什麼

還等待什麼？

備馬，車匿，請備馬

於城外守候

最後一夜

最後的環顧

妻兒睡正酣

那敢窺探父王

好與醜

苦與憂

一切將成過去

告別了愛親

何日再團圓

 釋尊外頌  那羅

       出家

大殿下

宮女橫七豎八

殘留歌舞喜慶

衣履不整

手腳橫伸

口淌涎沬

美貌背後盡不堪

侍從車匿，愛馬犍陟

疲憊地等待回心轉意

夜半踰城

跟隨至河邊

作最後的規勸

駿馬悲鳴下

伴著太子落髮

雖有寶冠斷髮覆命

難禁犍陟悲逝

茫茫未來

迎接苦行林，新挑戰

極端變幻的下半生

從此

告別了奢華歡樂的前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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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老師父面對著金碧輝煌的鄰寺及其旁峰嶺上屹立的大佛像，輕搖頭不絶讚嘆，自言

自語道：「沒想到昔日荒山野嶺，破落的茅蓬，今天變得如此美輪美奐，遊人如鯽。更令到附

近寺廟香火鼎盛，相信創寺祖師做夢也想不到此景象。原來寺院是會成長的，他可以從一無所

有到資產驚人，就像兩手空空的白手興家者變得腰纏萬貫。反觀對面山的另一大佛寺，卻從興

旺變得破落，其旁的眾多的附庸小佛寺，就如貧窮母親的帶領下，落泊度日。這些滄海桑田的

景象，見證了無常的因緣法則，彷如生命的起落。」

    一位大男孩在旁道：「老師父，祖師不單有眼光，選取這人傑地靈之地建寺，且魄力驚人

，建設此宏偉佛寺！」

    「非也，這佛寺本是荒蕪之地，交通不便。偶爾法會及大座講經，聽眾需一整天時間才能

到達，因此沒有不真發心的人能有此能耐。」老師父糾正道：「昔日這茅蓬很小，比現存的十

份一還不到，法會皆在露天空地上舉辦，真不知當時如何克服日曬雨淋之苦。平日沒有人願意

到來，只偶然有攀山者到來取水解渴，或歇歇，或有貧困者、瘋癲者前來取食物或借宿一宵，

後更有人生失敗者、避難者到來，祖師亦樂於照顧。沒想到因此使這裏變得興旺，後來更車水

馬龍。」

    「祖師如此包容，經營一定很艱困？」大男孩續問。

    「正相反，這寺院的成長既不著意，亦灑脫異常。」老師父興致勃勃道：「這寺院首先由

一羣居士創建，這羣居士對佛教認識不深，對建寺亦一竅不通，卻遵循佛的教導，寺院應由在

家人興建，藉以培福，大家以為這羣居士該很富有吧，原來他們家境一般，集資買了這幅地，

如此荒山野嶺，地價當然便宜。買了地後再沒有人有餘錢拿出來，各人亦忙於世務，就讓地丟

在那裏，廿年過後，有些人已作古，有些人退休，閒時到來搭搭建建，做了個小茅蓬，卻沒人

願意住進來，過陋室艱苦的生活，祖師亦借故在都市弘法，鮮有到來。多年來，各人腦海中皆

疑問購地建寺是否錯誤的決定，卻沒有人宣諸於口。如是偶然各人無聊時辦些法會，或無意識

地隨便邀約一些出家人到來辦些講座或短期出家活動。沒有人對此地方有期望，將此地作為主

要工作。後來失意、無聊、閒逸的人多了，各人隨隨便便到來做些無關要緊的工作，敍會閒聊

，只要外面生活順意，便頭也不回離去，從此失蹤，若再到來時必是在外面不順意或受到打擊

。沒想到這些毫不在意的敍會，竟灑脫地使這佛寺興盛起來。一些年輕人在外面失意、失戀，

跑到這裏來作些勞務，修路、建寺，藉此忘掉失敗的生活，勞動身軀，鍛煉體魄。數十年過去

，沒有人能預見他的發展。這是世間最少的建樹，最灑脫，最不經意的經營；卻是最宏偉的建

築，最撫慰心靈，最大福報之處。其間，有人說這是魔擾最多之地，亦有人說這是佛力最大顯

現之處。我只能說這是最不思議之處。人多了，地方自不敷應用，不斷的擴建，購地，再擴建

。最後，政府更將此地一帶規劃為旅遊區，擴濶道路等，隨後的發展，已不待操心。

    寺院的成長，非個人之事；茁壯興盛，更需跨代的建樹。成長至那階段，日後如何發展，

如何衰落；如何復興？還須看各別因緣，其起跌興衰，比個人的一生更姿采，更傳奇。」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寺院的成長，跨代的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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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中年男子走進書舍內大聲嚷道：「為什麼這裏的冷氣總是那麼弱，叫人悶熱，心煩氣

燥，如何學佛？如何好好看書？我每天的提議為什麼不重視、改善？」

    老頭子故作沒聽到，繼續自己的工作，中年男子歇了一會續道：「這裏的照明不夠，應加

強，佛教不能讓人有暗晦，死氣沉沉的感覺。別以為我一定要到這裏來，要是我找到更好的地

方，讓我舒適地消磨一天，我不會再來，你們當後悔莫及；要是外面不是那麼虛假，真誠接待

人，我一定不會來；要是外面消費不是那麼昂貴，我一定不會來；要是外面不是那麼風花雪月

，無意義，我一定不會來；要是外面不是那麼充滿欺詐、陷阱，我一定不會來；要是外面不那

麼計較、包容，我一定不會來。雖說這裏是心靈綠洲，若我們不來，這裏將失去意義，生意一

定不好。別說我挑剔囉嗦，這都是為你們好，該感激我才對。」

    老頭子重重地將手中書本擲到檯上，走到最遠的角落，繼續整理工作。中年男子像沒有察

覺般，望著店內道：「這裏仍有少許空間，可以舉辦微型茶禪，三五知己，讓人茗茶論道，一

可鼓勵學佛、二可多賺些錢。或是將旁邊的書架收起，擴大空間，做一個小型的Café，讓人一

面看書，一面悠閒地喝杯咖啡，才是人生一大樂事，定能吸引很多顧客到來。最基本你們該放

些椅子在這裏，供應一些免費的茶水，讓人解渴，重要的是給人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才是弘

法及做生意之道。佛教工作該服務好，忍耐性高，不亂發脾氣，最好是免費的，定能吸引大眾

到來。至於利潤，報酬，回報等實不用擔心，這些必定會有的。善有善報的因果法則，每一位

佛徒都深信，亦是世間不變的定律。雖一時回報未到來，你們該遵從堅定信念，努力耕耘，等

待福報到來，這裏也許是世間最大福田。」

    「你何不自己經營呢！」老頭子自言自語，嗤之以鼻道。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服務與福田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 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 (853) 2822-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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