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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所大會議室內，竟沒有會議桌，只圍著數十人，有年紀老邁，有嚴肅繃緊的，盡是緊張

氣氛，偶有痰盅放在身旁，或是不專注地抽煙。其中一矮個子道：「外國人可以，我們中國人一

定可以。英國有什麽了不起，它已是日落之國，再無法統治比他更古文明的國家，大家都看到，

香港的成功，只是因緣際會，誤打誤撞。沒有人有目標，有計劃地將他打造成國際大都會。沒有

人不想從中取利，只有仁心的麥理浩港督及一些真正為民請命的小人物如葉錫恩等，才是值得敬

佩的英國人，可惜那些不爭氣，沒有腰骨的香港人，唯利是圖，沒有國家大義的概念，對著高大

威猛的外國人，只懂唯唯諾諾，『擦鞋』奉承。就是弄垮了也不可惜，算得了什麼，小小一個香

港，誰看得上眼！」

    「香港真神奇！地小人少，可是他發揮的功効，遠比一個省份高，更可列席於國際舞台上。

」一位鐵青面孔的中年人道：「沒有人對香港安著好心，包括香港人自己，他們一直想著離開，

香港只是一個過渡踏腳石，只要一聲令下，他們可立刻收拾好離去，頭也不回。英國人更是唯利

是圖。因此，香港能夠創造奇蹟，真是一個奇蹟。當然，那是歷史上的一個因緣際會，大家毋須

感謝。毋須講情面，幸運的，便能多取點利益，不幸的，也能多少拿到好處。香港的貢獻，實在

大得可以，新中國成立至今，它對中國民間及中國政府的貢獻，近乎中國的存亡。它隱藏的貢獻

，更是無可計算。在歷史上，它的任務已完成，可是它未來的貢獻，沒想到竟如此重要。它的一

國兩制，民主進程，對台灣及各民族的示範作用，至關重要；它是中國改革的實驗室，理想主義

的實驗品，如果失敗，它只是炮灰，很快便被淡忘；如果成功，得益最大的卻是其他人。主席，

你的想法我是能深刻體會到的。」    

    「香港有什麼了不起，難道偌大的中國沒有它不成嗎？最可惡是那些空口說話的香港人，只

懂批評，只懂要求需索，就像老鼠般到處攢，找利益，搞破壞，比英國人還差勁，我只當他們是

漢奸。」矮個子憤憤不平道：「從來破壞者總有自己人，他們的破壞甚至大於外來侵略者。我們

一定要堅強，要硬。一點不能示弱，放鬆，否則侵略者必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亦不能讓人看到

自己的弱點，要害，受傷之處，否則敵人必咬著不放，直至我們死亡。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一定

要撐持，不能讓人看出來，不能衰，否則惡運，霉氣一定排山倒海而來，注意身邊的敵人，最惡

毒的敵人往往是身邊的親人。這些你們要謹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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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

  (二)

 

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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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毀滅香港，就如揑死一隻螞蟻般容易。」中年漢子附和道：「主席，就讓我們南下搞

鬥爭吧，耍手段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我擔保極短時間內必收拾好內內外外的敵人，不需煩

惱。」

    「你還是那麼鹵莽，瞋心重，何時才學到乖巧。」矮個子斥道：「難道光憑衝動，打打殺

殺就能成就大業嗎？難道你看不出這些都是陷阱嗎？敵人就是要激怒我們，如果中計，他們定

興風作浪，糾纏不放，弄得我們不死不活。汝不見韓戰、越戰的教訓嗎？誰得益？誰受害？敵

人會變成朋友，朋友會變成敵人。突然間，敵人可以完全消失；突然間，每一個人皆是敵人，

形勢虛幻不定，豈是衝動打倒一些影像可解決問題！現今已不需鬥爭，難道你不知道，共產黨

已名存實亡嗎？只是掛個名號，但那一點是原來的共產黨呢？因此，只談經濟，不需談政治，

只要搞好經濟，吃飽肚子，什麼都有機會改善，那是最基本實際的，否則什麼也不會成功。別

再幼稚談理想，說大道理，那只是一小部份人的玩意，或是藉口去侵略他人，不能當真。」

    「對！先弄好經濟，任何改革、理想皆需經濟支持。沒弄好經濟，什麼都沒法做。」中年

漢子同意道：「香港雖小，可是經濟實力雄厚，就是作為橋樑，從海外地區引進的款項及技術

，也是驚人的。我已遊說了香港很多富豪到來投資，十年或二十年的合約所賺取的錢，不能帶

出中國，只可再投資，開始時給予無限優惠，待他們經營有成時，再設法弄多些名目，把他們

的錢財榨取；合約完後，整個企業卻歸我們。沒想到自詡聰明的他們，竟答應這些苛刻要

求。」

    「香港人是愛國的，其實所有海外華人皆愛國，只要有機會，他們必定落葉歸根，回到家

國，只是他們心中太畏懼，不敢回來，才躲到國外去。每一個民族皆如此，都愛國，愛家。可

是，無法克服恐懼，或嚮往舒適，安定，和平的生活，或希望賺取大量金錢，才移民到國外去

。」矮個子同情道：「他們為國家建樹、奉獻、犧牲的心態，既矛盾，亦充滿愛恨情感，非汝

能體會。但是英國人撤退時，必大肆破壞，或是佈下陷阱，或是埋下計時炸彈，你們必須小心

。大搞基建，賺取利潤，是他們一貫的手法，這些無可避免，但他們技術水準確比我們高，對

香港將來亦有利，只有任他們搞好了，但小心別讓他們榨乾，所有工程必須小心審核，批准，

才可以讓他們上馬。最後一位港督必定有重要的陰謀，我們必須有人日夜監視，修復破壞代價

可不輕呢！

    香港，你是一個什麼鬼地方，你小得可憐，卻力大無窮；柔弱得不堪一擊，卻不知死活，

只懂撒嬌埋怨搗蛋。但中國未來的命運，文化復興，宗教改革，若隱若現，似操在你手上，對

你，我們既愛且恨。只可惜我老矣，無法看清你的真面目，無法好好利用你，改變中國，甚至

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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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女孩望著老態龍鐘的老師父問：「老

師父，你年輕的時候可有轟烈的人生？可有

戀愛過？」

    老師父手摸下巴，不斷思索道：「我也

說不上是否轟烈，我的經歷似有還無，似無

還有。年輕時，曾暗戀過一個女孩，很久沒

有膽量向她表白，那些幻想純真的日子，雖

得不到什麼，倒也無限憧憬，快樂。另一段

關係是與一位青梅竹馬的女孩共度快樂的時

光，沒想到她原來暗戀我多年，她一家人要

移民時我才知道。我也弄不清是否戀愛過？

年輕時，我在學校的成績一般，畢業後，仍

斷斷續續的學習，拿了很多證書，對各方面

皆有認識，也弄不清是否學有所成。長大後

，出來工作，總提不起勁，敷衍度日，混了

一段日子，竟當上了總經理。亦弄不清是否

事業有成？對於我的人生，總覺得是一種諷

刺，無奈。無法答得上是否轟烈，只有一笑

置之。但如何才算轟烈的人生呢？轟烈的定

義是什麼呢？」

    女孩側頭望著天空，思索了一會道：「

人生該有一段戀愛，心靈相通，難捨難離，

海枯石瀾的日子。或是學業有成，名列三甲

，考取狀元。或是成為專業人士，如醫生、

律師，企業家等，才不枉此生。」

    老師父聽後，怔怔地望著天空，出神道

：「年輕時，我也曾對一位老師父如此說過

。可是他竟斥責我為何如此小志氣，男人大

丈夫不是應該有一翻天覆地的志氣嗎？如何

才算轟烈？應該保家衞國、拯萬民於水火、

有所發明，改變人類的命運等。當然，以他

的身份，這些也算不了什麼，最好是出家修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轟烈的人生

      
道，解脫煩惱，再回過來普渡眾生，才是一

等一的轟烈人生。誰不想立大志？誰不想有

一個轟烈的人生？誰甘於當一個小人物，糊

塗一生。因此，我就如此跟他出家去了。」

    「那麼，你一定作了一番驚天地，泣鬼

神的大業吧，我很想聽呢。」女孩喜孜孜道。

    「出家後，我原以為可有一番大作為，

誰知什麽也做不成，還好每天皆需習儀修學

，不致蹉跎日子，可是時間過得特別快，轉

眼數年過去，自知這生無望轟烈，也曾想過

死掉算了，愧對天地。」老師父長嘆一聲，

歇了一會續道：「師父見我如此頹廢，心有

不忍，安慰我轟烈的人生不一定是大作為，

細水長流也可在不知不覺間改變很多事物，

無聲無息地改造天地，出家人不一定要動手

腳做很多工作，只要緊守威儀、戒律，默默

地以身教示人，縱使一聲不作，亦可潛移默

化廣大信眾，功德無量無邊，世上沒有一種

身份能有如此優勢，如此利益。這守護的人

生，發揮的力量不可思議，該順因緣，護持

佛教、去除障礙，靜待因緣，位高勢危的作

為，往往魔障也大，不容易持久，不容易克

服。在中國國粹的智慧中，這些皆能體現。

平淡的修持，平淡的日子，倒清淨快樂，有

益身心。既然不贊成戀世，自該平淡、安份

度日，能如此撐持，佛教定有希望。要是仍

希望有轟烈的人生，就讓這些平淡守持作為

一種前行功夫，累積資糧，未來的轟烈，才

可穩固、堅定。這刻的守持，必能利益人天

無量。」

    「真沒想到老師父你原來心如熾火。」

女孩刮目相看望著老師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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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佛傳略  寂慧

          修道

    這刻，該往那裏去？該如何修道？該依止何人？太子依計劃選擇了距離祖國六百公里的摩

揭陀國去。這裏，聚集了許多修行者，亦是文化、哲學的中心點，且遠離迦毗羅衞國，家人的

糾纏。摩揭陀國王頻婆娑羅被太子的高尚品質吸引，願意分一半國土給他，太子當然不答應；

頻婆娑羅王進而答應將整個國家讓給他，自己作為臣子，太子仍是不肯；頻婆娑羅王願意以軍

隊，財富，協助太子攻佔其他國家，繼而統領天下。但太子曉以大義，規勸世人正視生老病死

，遠離貪瞋癡煩惱，他當以身作則，精進向道。頻婆娑羅王被他的道心感動，不再糾纏，只有

懇求太子成道後回來度他，不想錯失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太子亦慈悲答允了。

    修道，追求人生的解脫，是印度當時盛行的哲理追求，不同的集團、個人，以不同的形式

去實踐，但主要是禪修及苦行兩大類。

    悉達多太子先往當時最著名的阿羅邏伽羅摩仙人處修學無所有處定，以超越一切有，住無

所有之定境為解脫。悉達多很快修學完畢，知道那非究竟處，轉而跟隨鬱陀迦仙人修學非想非

非想處定，那是無色界定中最高的境界。可是這些定境為促使精神統一，達到無念無想時，會

感到清淨的理想境界，卻不是永久的，從禪定中出來，不安和苦惱隨之而來；回復煩惱境界。

雖然二位仙人力邀悉達多留下，願意以他為主領導修行集團，但悉達多心繫證悟，解脫生死，

無意蹉跎下去，很快便離開。

    既然禪修不能使他證悟，當實踐苦行以達目的。精神往往被肉體困著，不能自由，為了照

顧色身，無時無刻需為飲食、舒適的感受，與人交往及思想的變化而疲於奔命，更有為滿足無

窮的欲望而造罪，墮落。因此，必須制御心思，止息熊熊心火，以苦行制御欲望，當肉體，心

思不再為欲望控制，精神達於清淨，無念，無求，漸漸邁向解脫。苦行種類繁多，歸納為四大

類：制心、止息、斷食、減食。制心是以心制心，可獲得心理上的平靜。止息是止住呼吸的一

種方法，分為五個痛苦階段。斷食是從一晝夜的短時間至六個月不等，甚至因此而結束生命，

卻被看作達到了涅槃的理想境界。減食從少量直至每天一麥一麻的份量，弄至皮在打皺，眼睛

凹陷，皮膚淺黑，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此外尚有裸行、飯食、衣服、身體的苦行、誓戒等

各種苦行，悉達多皆有修煉，世上罕有修道者作出如此最徹底、最極限的苦行。六年的最激烈

苦行，如拿出生命作賭注，因此有傳聞悉達多已死的訊息。這死訊傳到淨飯王耳中，當然擔憂

不已，忙派出五個侍臣，憍陳如，阿含婆逝，摩男跋提，十力迦葉，摩男俱利往察看，並勸言

不應只對眾生慈悲，卻不同樣對待家人，並舉出古來修道者俱兼顧家國。可是當五位侍臣看到

悉達多如此勇猛精進，深受感動，除回稟淨飯王，當信阿私陀仙人的預言外，更跟隨悉達多於

林中修苦行。沒料到悉達多經歷一番生死修煉後，知道苦行無法解脫生死，且無意義吃苦，最

後失卻人身，失掉修道的機會，毅然放棄苦行，在尼連禪河中沐浴，並接受牧羊女舒迦達獻上

乳粥，恢復體力。五侍臣見悉達多放棄苦行，誤以為他生起退心，奢侈起來，失望離開，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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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學的謬誤  寂慧

          隨緣

    佛徒總喜歡自由，無拘無束，不工作，不擔當重任。就是不夠錢用，不修篇幅亦不在乎，

而最愛掛在口頭上的是「隨緣」二字。這看似不執著，灑脫，放下。類似苦行，出離。可是，

這如何度眾生，如何行六度四攝、四無量心呢？世間那一種事業不需要下苦功，不需要承擔，

不需要犧牲而有成就呢？如果只是躲起來享受個人自由，那是疏懶、躲避、不積極、敷衍，乃

至厭世。古印度早有苦行、享樂、順世、定命等主義，皆為佛陀所呵責，這類人古今中外處處

皆有；但佛教的不執著、放下、解脫等思想，卻更容易被歪曲，產生謬誤，殊為可惜。

    隨緣代表不爭取、不介意，視而不見，乃至放棄。嚴重起來是無是非，無善惡，認命。這

樣的人生有何意義？那麼，怎樣才是隨緣呢？

    隨緣就是順著因緣，不固定，不執著，不分別，不憑喜好去取捨，順來順受，逆來逆受。

但仍然要分辨善惡、積極，努力、改善，盡責。例如出生為女性，柔弱、被歧視，不會憤憤不

平，自怨自艾，應該多鍛煉自己，堅強積極，並發揮女性的優點：細心、耐性、有愛心。又例

如出生貧窮，便安貧樂道，不會挺而走險，作姦犯科，或偷扼拐騙，並布施積德，扶助弱小等

，這樣才是隨緣消業，另創新天地。能盡因緣賦與而作的份內事是隨緣，否則是不隨緣、違緣

，甚至是逆緣。如果緣份賦與一份工作，應爭取，把握，做到最好去自利利他，如果敷衍塞責

，躲懶，那是不隨緣；如果有機會賺取卻故意放棄，就像財神叩門與你結緣，卻不開啟大門，

那是違緣；如果別人找你去做義工，做功德，不但不幫忙，還破壞，如答應幫忙卻失約、搬弄

是非、不遵守規則、不服從指導等，那是逆緣。

    佛陀說法度生，足跡遍及恒河兩岸，觀機逗教，儘最大的努力，契理契機去利益眾生，每

天度化不少人，看似「有為」，並不隨緣。但他隨因緣遊行，不揀擇舒適居所，亦不拒絕美食

精舍的供養，他的說法對象可以是清淨的弟子，亦可以是販夫走卒，可以在大講堂內，亦可以

在路上，真的做到隨緣度眾。從佛陀的言行，我們可以正確地瞭解到什麼是隨緣。隨緣是無掛

礙，不執著，隨遇而安，灑脫自在，但決不是消極、認命、懶惰，乃至厭世的藉口。

羅奈詩的鹿野苑去，繼續修行。悉達多只有獨個兒走到伽耶山的畢波羅樹下，敷吉祥草，結跏

趺坐。

    悉達多經歷了三十五年的世俗及修道生活，仍未達到人生目標。他彷彿看到四門老病者的

呻吟掙扎，正向他伸出待援之手，更看到耕牛的低鳴及蟲鳥的弱肉強食。尚有千千萬萬六道眾

生，在輪迴哀號，年華漸逝，短暫的人生能拯溺多少眾生，可此刻仍在修道路上摸索！世間再

沒有方法去完成他的修道，只有靠自己的智慧，通過四禪定、四無色定、滅盡定等九次第定，

也就是開悟的禪定，直達涅槃之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悉達多作出最後的誓言：若不取正

覺，誓不起此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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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人投訴家中佛書太多，總是讀不

完及雖然看了很多書，卻很像什麼也不懂

或掌握不到什麼。

    喜愛讀書是個人很重要的能力及興趣

，沒有那一個偉人不喜愛讀書。讀書是提

升個人很重要的方法。因此，如果讀書不

能有所得，實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一般

讀者總喜歡別人推介書籍，如老師、名人

、長輩等，雖然所推介的書未必喜歡，卻

努力把它讀完，這近乎盲從，要知道其他

人認為好的書未必適合自己。個人喜好、

環境、應用、學養不同，對選擇書的適合

度皆有很多差別，盲從只會事倍功半，甚

至毫無成果。

    讀書是一種樂趣，切不要難為自己，

勉強讀一些自己沒有興趣或水準未夠的書

，不但帶來負荷，且浪費光陰，或是下很

大苦功而無所得。必須讀自己喜愛，有興

趣的書，才會事半功倍，且能長久愉悅，

樂趣遞增。當然自己沒有興趣的書亦很有

價值，只要略讀，稍為認識知道便可，無

須深入精讀，待他日有成就時，自會觸類

旁通，或突然產生興趣，才轉過來研究。

    挑選佛書，有以下三點：一、別選艱

深，自己能力未遞之書，這類書有三個可

能性：1.自己學識未夠，無法理解，不宜

強求。2.作者寫得拙劣，或沒有系統，或

不清晰，或沒主旨等3.鑽牛角尖，有些作

挑選及閱讀佛書的方法 寂慧

      

者自以為是地鑽牛角尖，精明的讀者，當

然讀得一榻糊塗。二、沒有宗旨：有些作

者寫得很吸引，生動，使人讀來趣味盎然

，可是言之無物。掩卷思索，竟發覺沒有

什麼得著，或掌握不到什麽，隨著時日過

去，很快淡忘。究其原因是作者本身沒有

宗旨，亦沒有想過灌輸什麼給讀者，當然

寫來不清晰、內容不強烈，很鬆散。只是

心中有些感觸，或一些屈氣，將它吐出來

。作為讀者，實應向他們收費以報聆聽之

勞。三、跟修行或教育無關：佛教是宗教

，著重修行、教育、人格改造等，如佛書

缺乏這些內涵，將會失去本身的意義。

    挑選佛書應從自己的喜好開始，不要

難為自己，更要留意自己的程度、資源、

時間。最重要是設定目標，希望能得著什

麽?學到什麽?切忌聽到某老師或名人介紹

，便盲從附和。當然，在學習過程中，仍

需咨詢不同的善知識，但自己的宗旨，規

劃才最重要，如何讀得契理契機，更是樂

趣無窮。

    至於讀書的方法，應先速讀、略讀，

很快地瀏覽各種書籍，就像一個貪婪的人

進入寶山，必盡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時

間內將寶物塞進自己的背包、口袋、行李

箱等。當發覺有些特別珍貴的寶物，更珍

而重之，仔細欣賞後，放進安全貼身的地

方。這猶如看到一些精要的書籍，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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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這猶如看到一些精要的書籍，必小心

慢慢細讀，或是重覆閱讀，做筆記等，最

好能向他人講說，必更深刻紥實。有空時

，更要抄寫、背誦，合乎法華經中提及的

十法行，即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

讀、受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等。

    閱讀一本書，可能遇到不明白，或沒

興趣的章節，別浪費時間糾纏，應略過去

待將來有機會或需要時，才回過來閱讀。

愛的真諦 優多羅

      

有些書閱讀過後，如發覺沒有什麼優勝之

處或將不會再重讀，不妨將它轉贈他人，

留下來只會累積過多，不但佔據珍貴的空

間，且製造混亂，或浪費時間去檢視或檢

讀。

    以上各點將有助在珍貴的時間、地方

及人身取得最高智慧，當然還有其他更好

的方法，希望各善知識多點交流，珍惜寶

貴的機會。

    那一生的承諾？

無論環境順逆、富貴貧賤、健康疾病，我都會愛護你、尊敬你、安慰你、珍惜你，直至死亡

的降臨，且將我們分開。

    你仍依然愛我嗎？

    假如敵不過外面激烈的競爭，拿不出足夠的家用，巧婦難為無米炊，貧賤夫妻百事哀，

仍能清茶淡飯度日，甘之如飴嗎？

    假如要照顧其他人，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兄弟姐妹，乃至一切貧苦老病眾生，仍能不

存妒忌，接受支持嗎？

    假如病入膏肓，需要照顧，勞心勞力，猥瑣污穢，看不到明天，仍能不會怨恨、不發脾

氣嗎？

    假如被環境所迫，煩惱所困，犯下殺盜婬妄酒，沉淪墮落，仍能原諒、不鄙視，加以救

贖嗎？

    假如看破紅塵，發出離心，離棄所有承諾，忘我奉獻一切，拯救一切眾生，仍能體諒，

不嫉妒、不介意，同樣能放下，奉獻一切，成就大業嗎？

    愛是海枯石瀾，此志不渝，恒久不變的。可是色身疲憊，心如野馬，瞬息萬變，不堪承

諾愛的真諦。

    只有身金色的佛像，屹坐不動；功德巍巍，永遠心懷眾生，才是恒久不變，才堪承諾這

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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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

中環店：中環碼頭七號
 天星小輪碼頭一樓J鋪 
電話：(852) 3421-2231

太子店：洗衣街241A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1115,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V6X4E2
Canada
Tel:(1)604-808-5082

buddhist-bookshop.com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一位老婆婆在書店內瀏覽，每見到佛像或佛畫，必恭必敬地合掌問訊，口中喃喃自語。最

後走到老頭子前道：「你們做這些工作功德很大，必有菩薩保佑，定大富大貴，無病無痛無煩

惱；我很羨慕你們，如果自己年輕的話，一定到來工作，無奈時不我與，就如不值佛世般可惜

。如果我的子孫聽話，定要他們來這裏工作，讓我也能沾點福蔭。」

    「你可知道我家境清貧，身無長物嗎？」老頭子不以為然道：「我亦被老病折磨，背痛有

十多年，尤其風雨之夜，慘不成眠。我的子孫常與我作對，叫我牽腸掛肚，我並不比你們有福

，如果這份工作真有菩薩保佑，應徵者必大排長龍，不用因人手短缺，弄至我每天過度操勞。

我們的工作當然有使命感，當然舉足輕重，但不會因此而被保佑，不會因此而特別順利，不會

因此而要其他靠邊站。否則就是一種交易，亦有違菩提心。一切佛行事業皆如是，該付出為眾

生服務，而不是受保佑，受尊重，高人一等。歷來的高僧大德，那一個不經歷寒徹骨，任勞任

怨，乃至九死一生？我們當不能例外。菩薩當然會保佑我們，但菩薩亦會保佑一切人，有那一

個人是菩薩不保佑的呢？」

    「但每天與三寶結緣，難道一點不受眷顧，不被保佑嗎？」老婆婆不服氣道。

    「很多佛徒皆有此想法，他們極聰明，知道有三寶作靠山，必定有好結果。三寶福德無邊

，總能沾上利益；三寶慈悲無限，一定不捨我們，保佑我們。於是到道場跑，到處當義工幫忙

，跟其他佛徒交往，跟出家人論道，跟菩薩拉關係，以此心態，工作一定不會用心，只知敷衍

，高據職位，不肯讓賢，亦不放手他人。由於倚賴菩薩打救，因此不肯學習，不求上進。菩薩

指引我們遠離惡法，成就善法，在因果法則下，自然善有善報，一切如願，這是菩薩保佑我們

的法則，從根本徹底尋求幸福，繼而向上體證空性。無疑佛行事業功德很大，但如不用心做，

只懂計算尋利益，做罪也不自知，罪過亦特大，苦報亦重，倒不如老老實實好，別自欺欺人。

世間充滿魔業，佛行事業的魔業更重，如不小心，菩提心不夠，恐怕抵受不住魔擾呢！

    別奢望世間有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可不勞而獲，可違反因果受到保佑。若有的話必定門庭

如市，人潮蜂擁。

    但願世間有此地，任何人皆得保佑。如經典所載：彼界中諸有情類，無有一切身心憂苦，

唯有無量清淨喜樂。」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佑護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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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