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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

 父子對話（三）

 

    此諸眾生咸作是念：「釋迦如來獨生我國，唯為於我轉大法輪」。

阿逸多！我以如是大方便力，能於無量無邊世界，常於晨朝遍觀眾生

所應化者而為說法；於中及暮，恒以法眼等觀眾生，於彼世界而為眾生

說一切法。                                              ―――大乘方廣總持經

                                 

                                   

    風和日麗的下午，微風輕輕吹拂，四周顯得寧靜，安祥。兒子對父親道：「我生於斯，長

於斯。撤資離開這個既愛且恨的地方，總是有點不捨。世界雖大，但那處是安樂窩？那處沒有

鬥爭，沒有爾虞我詐，沒有空洞的眼神？」 

    父親望著兒子兩鬢開始灰白道：「我也捨不得，但香港愈來愈叫人失望，其間充滿陰謀、

不可知、失控。你為何不往加拿大去，那個地方不錯，是人間天堂，且我們在那面經營了那麼

多年，是一處太平安定的地方，我不安心你留在這個鬼地方，如果你喜歡，可以偶爾回來逛逛

，毋須冒險爭鬥。

    從前香港比較單純，什麼皆可控制，保護家人容易。但如今什麼皆失控，每個暗角俱有敵

人隱藏，最恐怖是國外勢力，它們財雄勢大，對法律、制度、遊戲規則瞭如指掌，常作出極具

破壞性的風浪，美其名為了民主、人權、環保。試看看，社會重大的建設，如港珠澳大橋等，

竟被一些目不識丁的老弱婦孺控告、司法覆核，上訴至終審法院，他們那裏來那些知識、金錢

、能耐，與強大的政府周旋？

    幸而我們的企業沒有被他們針對，否則難以收拾。但這種苟安能維持多久，誰也說不上！」

    兒子安慰父親道：「根據我多年營商經驗，只要跟著政府的政策走，做政府的『買辦』，

必定錯不了，更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利益。你看我們的地產項目，賺得不亦樂乎！難為的是中

下階層被高企的樓價及連鎖的物價通賬弄至民不聊生。我看歷屆特首皆有意壓抑樓價，為何弄

至如此田地？」

    父親抬頭望著蔚藍的天空道：「這因為政府在『攪鬼』。」

    「為何政府『攪鬼』？有什麼好處？」

    「表面上政府無能，頻頻出招，屢不湊效。其實是虛張聲勢或是虎頭蛇尾，皆因受到壓力

，我們地產商的壓力雖然不少，但無法與中央相提並論。香港的回歸，首要是經濟，次要是其

他效益，如實驗室，國際化。香港如此重要首推經濟，它的盈餘實在驚人，收回香港是為了收

回利益，這從澳門要交還卻拒收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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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下，盈餘屬於香港，是香港的財富啊！」

    「表面如此，但如果中央下令每年盈餘要多少？港府能怎麽做？五十年後或到最後，盈

餘歸誰？貯備的去向，分佈誰作主？盈餘對香港來說只是一個數字，虛幻的數字。別小看政

府，他們不蠢，只是受了不少委屈。」

    「香港回歸是經濟因素。各人皆視香港是一個金蛋，予取予攜，為了自身利益，自保，

上下交征利，苦的當然是下屬百姓，但回歸前，各人應有心理準備，歲月必定艱難。在這內

外交煎的形勢下能夠苟安已是萬幸。」兒子不斷搖頭，望著遙遠的大海道：「往者已矣，未

來的路該如何走？如何自保呢！」

    「貧富懸殊，差距太大了，報導指香港富豪數世界排名第四，亞洲排名第一，本來值得

自豪，但背後的意義是財富倒向個別人士，而我們固有的富豪地位也相對下降。基層生活必

須改善，否則將成罪惡反叛溫床，縱管如何努力建設，亦抵不住下層的破壞。共處一室，只

有自己安樂，可能嗎？難道別人好自己才能好，這顯淺道理仍看不透嗎？

    樓價是首要處理的工作，如果能有效壓抑樓價，很多社會問題必迎刃而解，如安貧、劏

房、中小企的生存等，但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恐是最大的障礙。不過，租管是基本及惠澤基層

市民的措施，能使大眾有喘息的機會。此外，中國的迅速發展，是最好的機會，如何因勢利

導，隨著變化發展，必有一番廣闊天地，個人方面，學習是最重要的。不論新科技、新學識

、新的人事接觸，世界變化很大，科技日新月異，人事接觸頻繁，如果不學好各種技能，在

工作上定障礙重重。減少埋怨，壓制自己無盡的慾望。埋怨瀰漫消極的情緒，影響整個社會

，埋怨的背後卻是無盡的慾望，導向深淵。

    未來的路該怎麽走？佛教的因果論是最好的標準：一、任何事物皆依循因果法則演變。

因此，任何事物皆可循因果找出其發生的原因，給予整治，改善。人生是苦亦可作如是觀，

循因果找出其因而去苦。二、細究因果，每作一件事應先審視是否對大眾有利，若產生害處

，決意不作，多從長遠及宏觀角度去審視，因果是決定不移的，躲也躲不了。」

  

    你看我盤腿多棒。雙跏趺，坐上二、三個小時，面不改容，不需放腿。

    「對眾生有何益處？與眾生有何關係？」

    你看我學習多好，活像一部活字典，佛教的名詞，道理，我皆瞭如指掌。

    「對眾生有何益處？煩惱不是繼續存在嗎？」

    你看我唱讚多好聽，腔調、板、眼，得心應手。沒有任何一種唱頌能難倒我。

    「對眾生有何益處？苦惱眾生如何能歡唱？」

    你看我對佛門多嫻熟，所有儀節我皆懂，佛門中的高僧大德我皆認識，佛教團體俱有交往。

    「對眾生有何益處？這些這些，與眾生有何關係？」

對眾生有何益處  優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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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書店的功德

      

  

    客人對老頭子道：「你們的功德很

大，流通經書，讓法流佈到每一個角落

，乃至國外其他地方去。」

    「那裏，那裏，有什麼功德，一點

功德也沒有。」老頭子沾沾自喜道。

    「一種善行，可能帶給很多人功德

，輾轉向上，無量無邊。」身旁的出家

人對老頭子道：「一所佛書店無疑給經

營者作了很大功德。讀者購買一本書，

對書店是一種支持，對佛教是一種延續

，承傳，功德也是很大的。寫書的人要

將法弘揚，透過書店發出去，亦是很大

的功德。製作書本的人，包括打稿、校

對，設計、印刷、釘裝等，都是重要的

工序，不可或缺，功德當然很大。書本

製作完成，推介，宣傳，發行，對銷路

影響很大，功德亦是無可比擬。這些只

是較為直接的功德，其他間接的功德，

能見到及不被見到的多不勝數，因此，

可說是無量無邊。

    書店的經營必須輔以很多其他活動

，如讀書會，簽名會，研討會。佛教書

店更可舉辦講座、旅行、放生等，在活

動中，書店本身已積累無量功德，參與

者，幫忙者亦有很大功德。因此，書店

只是一個中間媒體，讓各方面的人積累

功德。我奉勸你們多作活動，多做功德

，最要緊是讓其他人能參與，有機會做

功德。能趁此機緣多做點事，開放給所

有人參與，才不會浪費此難得的機緣。

    在商業社會裏，一家企業上市、招

股，讓很多人投資、參與。同樣，在

我們佛教裏，亦應上市、招股，讓很

多、很多的人參與，但我們不一定要

在金錢上投資、運作，在功德上投資

、運作更具意義呢！」

告訴我，你的墓誌銘

          該如何寫？

長眠於此的，曾擁有

            土地

          大量財富

            名譽

            讚嘆

  愛情、親情、友情

長眠於此的，是

      三寶弟子

       優婆塞

    菩薩戒弟子

無悔此生

認識佛法僧

進入佛法之門

奉獻一生

吃盡苦頭

為苦難眾生

告訴我，你下一生的墓誌銘

                該如何寫？

承事眾生

還是享福享壽

 

 

   墓誌銘  那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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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尊說法，當時已度化無數人。但涅槃後能將法延續下去，才是千秋萬世之舉，其重要

性不亞於佛在人間。要將法延續下去，仍需依律制集合僧眾，將法誦出，經審議後確立。

    釋尊涅槃後數週內，大迦葉尊者倡議複述世尊的法與律，以防邪法、邪律的興盛。僧眾

選了王舍城的七葉窟，集合五百阿羅漢，由持律第一的優波離誦律，多聞第一的阿難誦法。

可是，阿難尚未證阿羅漢果，大迦葉反對他加入結集，但阿難隨侍佛陀二十五年，多聞第一

，若沒有參與，將有很大缺失，最後得予通過，讓他參與。可是，阿難仍要以阿羅漢身份出

席，雖然多次努力，直至會議前夕仍無法達到，正要躺下休息，在足離地，頭快要觸枕一刻

，突然開悟成阿羅漢。

    會議中，阿難告訴諸比丘，世尊入涅槃前，曾說小小戒可捨。但那些是小小戒呢？阿難

卻沒有問清楚。由於很多戒律與在家眾有關，若捨棄小小戒，難免讓人誤解釋尊入滅後便不

學戒了，因此，大迦葉動議「未制不得制，已制不得壞」，並聲言阿難犯惡作，應懺悔。阿

難辯稱未詢何者是小小戒乃出於失念，非惡作，但對議決的尊重，願意懺悔此惡作。大迦葉

繼而舉阿難多種惡作罪：為世尊補綴雨衣時，以足踐踏；讓婦女先瞻禮世尊之遺體，更讓淚

水沾濕世尊遺體；世尊雖多次暗示可住壽一劫，卻未能請佛住世，利樂人天；由於阿難的勸

請，使女人可於如來的法與律中出家。阿難皆一一否認，但尊重議決，亦一一懺悔此等惡作

罪。

    摩揭陀國的大臣婆羅門禹舍曾問阿難可有一比丘為世尊入滅後，任命皈依此人？可有一

比丘為僧眾挑選皈依此人？阿難俱答沒有，但僧伽的和諧實有可依，法即是皈依之處。世尊

並制定波羅提木义，讓僧伽遵守，每逢半月布薩聚集，依法，依律糾正犯過之人。

    每部經典皆以「如是我聞」開始，代表結集的經典是如此從佛聽聞，經過五百羅漢認可

通過的。經末以「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作結，表示大眾法喜充滿，深受法益。

經典最初以口誦方式流傳，經過四五百年才以文字傳播，但四五百年的時間已使教義有所差

誤。經典的結集，在雨安居的三個月內完成，這是第一次結集，稱為上座部結集。

    傳說更有七葉窟外數百千比丘結集，稱為大眾部結集。由文殊師利，彌勒諸大菩薩與阿

難集是摩訶衍。除經律論三藏外，還加上雜集藏和禁咒藏五種。

    第二結集約在佛滅後一百年，保守派與改進派在十事非法的戒律觸發下，由保守派七百

比丘在毗舍離進行第二次結集，經過八個月，在國王的外護下舉行。改進派超過一萬人另行

集會，重新修正經藏和律藏，去創新和適應時代的改革。

  

釋迦牟尼佛傳畧  寂慧

            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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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結集約在佛滅後二百餘年，阿育王聽從目犍連子弟須，於華氏城召集全體僧人開

會，將六萬名不法僧人逐出僧團，並選出一千個德學俱優之尊者結集三藏，經九個月完成，

並編纂了一部《論事》。

    約佛滅後五百年進行第四次結集。事緣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感於各僧以不同部派，解

說不同法理，產生疑惑，乃請脇尊者進行第四次結集，統一各部派的宗義，禮請世友為上座

，解釋三藏，造《鄔波第鑠論》十萬頌釋經藏，《毗奈耶毗婆沙論》十萬頌釋律藏，《阿毗

達磨毗婆沙論》十萬頌釋論藏。將三藏鐫刻於銅板上，從此佛典改為文字紀錄。

    佛教的法身慧命，代代相傳，釋迦牟尼佛的生命亦在無限生命的時空中，敷演下去。

  

佛法基礎概要（七） 寂慧

      歷史與現況

 

    佛教著重修行，印度人不注重歷史，因此對佛教的起源，發展，升沉並不看重，故在佛

世時的事蹟，有很多疑案皆無法考究。往者已矣！很多過往事蹟的確對今天的生活沒多大幫

助，但某些觀點，史實卻關係重大，不能不求證。在時空的洪流中，佛法不免失真，被歪曲

。歷史能夠保存其原義，還原昔日狀況以作參考，提供核心價值，去調適、開創新機遇，能

對佛法，修行及弘揚作出輔助，當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佛法某些觀點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環境而提出的，並不一定適合現代，如四種姓，但佛教

的平等觀須貫徹及應用。某些修行方式亦適合當時的社會風俗，如頭陀行、阿蘭若住，但現

代社會已難施行，因此，無須不捨過往的風貌、應另闢途徑，精進修道。不過，遠離五欲，

憒鬧的精神仍須保持。歷史能釐清這些迷霧，亦能對歷代祖師開創性的改革提供啟發。

    佛教在印度的發展，生滅提供佛教在每一地方的生、住、異、滅性，我們該好好汲取教

訓，掌握機會。各學派，修持方式，社會性適應皆能讓我們更了解佛教的可能性及其濟世作

用。

    然而，佛教在中國有迴異的發展，其創發性，解脫性，社會性的建立，與印度式的佛教

差距不少，但仍能發揮其普世的作用，也是值得參考深究的。本土的歷史、風俗、民情發展

至今，我們不能不著力研究，否則無以為繼，愧對歷史。

    佛教在其他地方的弘傳，亦深具趣味及啟發性，也是必須學習的。它提供了不同的可能

性，開創性，適應性。是很好的他山之石。

佛教的現況，流行什麼？發展狀況，如何繼承歷史？開創新機遇，亦是我們需要知道的，這

對我們的修持，弘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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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教育  寂慧

      

      

  

    佛教是教育的宗教。通過教育，實踐，

使每一個人直達解脫之路。佛陀最偉大之處

是說法，不但剖析了宇宙的真理，且將不同

的教法應用於不同根器的人身上，使之受益

，讓世上每一個人充滿希望。因此，佛教教

育的特質，必須瞭解。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解脫的宗教，智慧

與解脫需要從聞思修進行，聞是認識，是教

育的起步點，思是反復思惟，抉擇再落實於

最困難的實踐中，即修行。聞是教育，是起

步點，基礎。如果方向錯誤，解脫無期。因

此聞的基礎不能不注重。

    佛陀遊行於恒河兩岸，教化無數人，上

至國王貴族，下至販夫走卒，乃至天、畜牲

、餓鬼等，直是有教無類，讓世界苦難眾生

充滿希望，得到救贖。在教育的觀點，沒有

教不來的學生，只有不明白學生心思的老師

。

    世間教育的理想有三：一、快樂學習―

―學習在愉悅中完成，這需要符合興趣，活

動化，不沉悶，有實用性。二、適度學習―

―不太疏懶，也不太密集；不太容易，也不

太困難。三、關係學習――與自己喜愛（志

同道合）的人一起學習；跟隨有信心，尊敬

的老師學習。

    教育的關鍵點有：一、有資格的老師：

對傳授的智識有全盤瞭解，對教學方法清晰

，能有系統；按部就班傳授，具德的老師亦

是關鍵點。二、優良的學生：有理想、大志

、不屈不撓，能吃苦，謙卑，尊師重道，才

是可造之材，可琢磨之器。三、器材：學習

需要器材輔助，如書本、課室、資具乃至住

宿，旅費等。四、方式：教育的方式有身教

、言教、隱晦式、忍耐式、密集式、活動式

、譬喻式等，各人隨其所好，但亦需帶有適

量的強迫性。

    佛教教育與一般教育不同之處在那裏？

    佛教教育有一個崇高而遙遠的目標，就

是解脫；不但要自己解脫，更要其他眾生解

脫，甚至自己不解脫也不要緊，最要緊是所

有眾生必需解脫，必需遠離痛苦這個目標，

豈是一生能成辦？就是無數生亦難企及，是

真真正正的任重道遠。在這艱巨任務的前提

下，其他「苦行」如佈施、持戒、忍辱、愛

語等，已顯得微不足道及容易；那麼崇高而

遙遠的目標，豈會是空談、「理論」、自我

高高在上能成辦，必須實踐，難行能行，難

忍能忍，但亦不能蠻幹，衝動。理論與實踐

，教與觀並重，結合，才能發揮功能，肩負

重任。在這崇高目標下，清楚看到自己的不

足，個人能力的極限，愧疚自我的無能，謙

卑油然生起，忍耐、柔和、憐憫對待眾生。

一步一步的踏實向前走。

   佛教高層次的學習是心靈快慰、苦痛的克

服，未來的希望。另一方面，它提出因果的

道理，要我們謹言慎行，勿因不在意而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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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討苦吃。制訂了很多戒律，防止犯過，

戒律有嚇阻的作用，有輕重之分，表面是不

自由，限制多，但均是情理之內，本是智慧

者自然之行為，本不應犯，無奈眾生煩惱重

，才覺持戒困難，戒律防非止惡，只要能控

制一時，煩惱很快調伏，快樂、幸福亦隨後

而來；相反，不守戒律不但吃苦無窮，並輾

轉向下墮落，難有出期。除了嚇阻性的教育

外，佛教亦注重制心一處，極度專注的止觀

教育，我們學習困難，進步慢的原因，是散

漫，不專注，雜念多，自然學習事倍功半。

如能改變態度，摒諸外緣，心念集中，將無

事不辦。佛教的教育核心是智慧，客觀的，

真實的智慧，只有認清真實，才不會犯錯，

不會為情執做出不合理，違反因果之事，當

然不會吃苦果，還可借著瞭解真理的智慧，

將情執去掉，邁向解脫。

    十二分教是佛經的內容分為十二大類。

十二種文體亦可活用於教育的方式：

一、 長行――以散文方式直說。在教育上

，以直接方式教導。

二、 重頌――以偈頌方式，重說長行的內

容。在教育上，將教學內容的精要，以容易

記憶方式表達。

三、 孤起――不依長行的內容而單獨發起

的偈頌。在教育上，以容易記憶的方式，總

持所學。

四、 因緣――說法教化的因緣。在教育上

，對教學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瞭解，有助

教育的吸收。

五、 本事――述說弟子過去世的因緣。在

教育上，能瞭解學生過去的發願及學習目的

，有助教學。

六、 本生――述說佛過去生的因緣。在教

育上，能瞭解學校校長、老師的教學理念、

方式，有助教學。

七、 未曾有――佛現種種神力，不思議事

。在教育上，利用種種教材、器材，輔助方

法，達到教學目的。

八、 譬喻――佛說種種譬喻使眾生容易開

悟。在教育上，使用種種譬喻有助學生瞭解

抽象或難以明白的事例。

九、 論議――以法理討論，問答。在教育

上，以研討會方式雙向或多向交流，對學習

有莫大裨益。

十、 無問自說――沒有人發問而佛自說，

如阿彌陀經。在教育上，雖然沒有學生發問

，但特別殊勝的內容亦應無問自說。

十一、方廣――方正廣大的大乘經，是佛的

本懷。在教育上，學習的本意，根本目的應

羅列。

十二、記別――佛對弟子的授記。在教育上

，預言及肯定教學的終極利益，有鼓勵作用

。

佛教教育內容多姿多采，能好好掌握、活用

，獲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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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品師，你報讀的佛學課程念完了沒有？」一位小孩對著中年的出家人問。

    「啊！剛剛念完了，現正準備報讀一個速成課程。」尚品師答道。

    「你報讀的課程那麼多，我也弄不清你念了什麼課程。大的課程、小的課程、長期課程、短

期課程、內明課程、外明課程你皆有興趣。讀書真的那麼吸引嗎？我上一堂課也覺難捱，真佩服

你。你要念到什麼時候才停止？何時出來工作？」小孩好奇地問。

    「我整個人生甚麽都沒有興趣，就只喜歡讀書。更愛待在課室的環境，老師學生專心追求智

慧，沒有機心，沒有加害他人，只有成就別人的心態，營造一種祥和氣氛，與外界鬥爭、殺戮的

環境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環境下，我神遊於古人的哲理中，做著白日夢，累了便打瞌睡，偶爾與

同學老師研討，爭論，發表意見，吐出心中鬱結，不亦樂乎。日子悠忽過去，再沒有能力，興趣

去接觸外面的世界。方丈和尚慈悲為懷，照顧我學校的日子，讓我躲在這智慧、無鬥爭、無爾虞

我詐的環境下，安度日子。」

    老師父在旁插嘴道：「對！這位尚品師只喜歡讀書，什麼也沒興趣。他讀書不計較成績，雖

然成績不太好，卻一點也不介意，常常重讀，亦不會不高興，亦不急於趕快讀完，不介意自己的

身份，年紀，不介意別人訕笑。讀到忘我、無我境界，怡然自得。他是不顧現實，躲在象牙塔，

或是修持到一定境界，是對，是錯，便非淺智如我能稽考了。但在他的立場，一切都不重要，真

正是唯有讀書高。」

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唯有讀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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